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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班

2017年1月8日, 王文堂牧師

CBCWLA Bible Reading Class



•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
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
後3:16-17）

•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2 Tim. 
3:16-17, NIV）

讀經班的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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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下4-13章



大衛人生的七個階段

1. 牧童大衛David the shepherd boy，撒上16章

2. 受膏者大衛David the anointed one，撒上16-17章

3. 戰士長大衛David the army commander，撒上18-
20章

4. 逃亡者大衛David the fugitive，撒上21-31章

5. 君王大衛David the king，撒下1-10章

6. 罪人大衛David the sinner，撒下11-21章

7. 合神心意的人大衛David the man after God’s heart
，撒下22-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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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三國時期

瑪哈念：掃羅家
臨時首都

希伯崙：大衛家
臨時首都

迦特：非利士人
五城之一

耶路撒冷：大衛
統一之後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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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崙

猶大人來到希伯
崙，在那裏膏大
衛作猶大家的王。
（撒下2:4）

於是以色列的長
老都來到希伯崙
見大衛王，大衛
在希伯崙耶和華
面前與他們立約，
他們就膏大衛作
以色列的王。
（撒下5:3）



耶路撒冷：大衛的城

耶路撒冷位於猶大山地，高約2490英呎。耶路撒冷原稱耶布
斯（書15:8），又稱錫安保障（撒下5:7）。大衛攻取錫安保
障，給保障起名叫大衛的城（撒下5:9）。



大衛作王的七得：撒下1-10章

1. 得支派

2. 得子

3. 得國

4. 得京城

5. 得約櫃

6. 得家室

7. 得仇敵的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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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支派

• 猶大支派歸大衛

• 掃羅死後，大衛求問耶和華：「我上猶大的一個
城去，可以麼？」當初祭司亞希米勒全家被掃羅
所殺，亞希米勒有一個兒子，名叫亞比亞他，是
那次屠殺事件的漏網之魚，逃到了大衛那裏（撒
上22:20）。這亞比亞他後來就作了大衛的祭司，
藉著祭司和以弗得，大衛可以求問神。神告訴大
衛，你可以去。大衛再問，我上哪裡去？耶和華
回答說：「上希伯崙去。」（撒下2:1）希伯崙位
於猶大支派的中央，大衛是猶大支派的人，神叫
大衛先回到他本族本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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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帶著他的從人及眷屬，來到了希伯崙。消息
一傳出，「猶大人來到希伯崙，在那裏膏大衛作
猶大家的王。」（撒下2:4）猶大是以色列十二支
派當中，最大的支派。大衛得到了猶大支派，就
是朝著作全以色列的王，跨出了一大步：「大衛
在希伯崙作猶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個月。」
（撒下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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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子

• 大衛家的強盛，由神賜給他兒子這件事上顯明出來。
對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說，多得子嗣是家門興旺最明顯
的證據。大衛在希伯崙的時候，神賜給他六個兒子：

• 大衛在希伯崙得了幾個兒子：

1. 長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亞希暖所生的；

2. 次子基利押是作過迦密人拿八的妻亞比該所生的；

3. 三子押沙龍是基述王達買的女兒瑪迦所生的；

4. 四子亞多尼雅是哈及所生的；

5. 五子示法提雅是亞比他所生的；

6. 六子以特念是大衛的妻以格拉所生的。

• 大衛這六個兒子都是在希伯崙生的。」（撒下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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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國

• 大衛家日漸興旺，掃羅家日漸衰微。掃羅的兒子伊
施波設在瑪哈念作王，元帥押尼珥與掃羅的妃嬪同
寢。當時伊施波設並沒有什麼實權，軍政大權都抓
在押尼珥的手中。伊施波設以同寢之事質問押尼珥，
押尼珥惱羞成怒，決意叛變。他到希伯崙去見大衛，
表示要擁立大衛為王。面談之後，押尼珥告別而去，
這時候大衛的將軍約押回來了。當初押尼珥曾經殺
死了約押的弟弟亞撒黑，現在約押知道押尼珥剛走
不久，就派人將他追回來，用詭計將他殺了。

• 押尼珥一死，以色列全國大亂，百性極為恐慌。一
事引起一事，有兩個叛徒趁著國家混亂之時，將伊
施波設殺了。押尼珥和伊施波設一死，以色列群龍
無首，這時候大家就想起了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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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眾支派的領袖來到希伯崙，求大衛作他們的
王。他們說：「我們原是你的骨肉。從前掃羅作我
們王的時候，率領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華也
曾應許你說：你必牧養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
君。」（撒下5:1-2）於是，以色列的眾長老在希伯
崙，膏了大衛為王。當初撒母耳曾經膏過大衛，表
達神的揀選，不過那是私人的場合。如今大衛是在
十二支派的共同擁立之下，當眾受膏作王。

• 大衛從被撒母耳所膏到希伯崙再度受膏，這期間吃
過許多苦，受過許多考驗，等待了許多的年日，但
他一直都對神忠心不變。大衛通過了重重的考驗，
他的時候終於來臨，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之下，作了
全以色列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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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京城

• 古時候定都是一件大事，首都必須交通便利，易
守難攻。大衛作了以色列王之後，所需要的就是
一座京城。這時他看上了耶路撒冷，當時稱為錫
安保障。此城位於錫安山上，三面是深谷，易守
難攻，故稱為「保障」。不但如此，耶路撒冷正
好位於猶大和便雅憫這兩個支派的交界區，一旦
成為首都，有聯合二支派的作用。事後證明，大
衛的選擇是有遠見的。後來以色列分為兩國，其
他十個支派成為北國，只有便雅憫支持猶大，這
兩個「王族」成為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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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耶路撒冷在耶布斯人的手中，他們是以色列
人未曾征服的迦南民族，對於防守耶路撒冷有十
足的信心。耶布斯人對大衛說：「你若不趕出瞎
子、瘸子，必不能進這地方。」（撒下5:6）。
這是一句挑釁的話，那意思是說：就算我們只剩
下了瞎子和瘸子，你也絕對攻不下這座城。大衛
對他的軍隊說：「誰先攻打耶布斯人，必作首領
元帥。」（代上11:6）約押首先上去，就作了以
色列軍隊的元帥。這約押是大衛的外甥，他的母
親洗魯雅是大衛的姊姊。約押是一名足智多謀的
勇將，終大衛一朝，立下無數的戰功。

1/5/2014 Warren Wang



• 雖然耶布斯人誇下海口，「然而，大衛攻取錫安
的保障，就是大衛的城…大衛住在保障裡，給保
障起名叫大衛的城。」（撒下5:7,9）「大衛的城」
這個名稱，就是這麼來的。大衛攻取錫安保障的
時候，大約是主前一千年。從此耶路撒冷就成為
以色列人的首都。

• 大衛的王位已得，首都已定，下一步他要做甚麼
呢？大衛的心中，正盤算著一件比作王和定都更
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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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得約櫃

• 大衛深深知他之所以能夠有今天，是因為耶和華
的揀選與祝福。他既然已經定耶路撒冷為首都，
接著他想要做的，就是將神的約櫃運至耶路撒冷。
在約櫃的面前，大衛要向神敬拜和獻祭。如此一
來，以色列人將清楚看到，耶和華才是一國之主，
耶路撒冷是他的京城（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
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動搖…，詩46:4-5），大
衛是他的僕人，而以色列是他的百姓。

• 大衛運約櫃的經過，可用三個「輕」字來描述：
烏撒輕率，米甲輕視，大衛並不輕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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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烏撒輕率

• 神的百姓必須敬畏神，在舊約時代，這「敬畏神」的
觀念在如何對待約櫃上表現得最清楚。一年一次只有
大祭司可以進入至聖所，站在約櫃前面事奉。搬運約
櫃的時候要由祭司來抬，一般人不可偷窺約櫃，不可
觸摸約櫃，這一切都有詳細的規定。

• 大衛發動了三萬人，浩浩蕩蕩，要將神的約櫃運至耶
路撒冷。當年約櫃被非利士人擄去，後來又被送回以
色列，就一直放在亞比拿達的家中。如今護送約櫃的，
就是亞比拿達的兩個兒子，烏撒和亞希約。他們做了
一輛新的牛車，將約櫃放在車上。在運送約櫃的途中，
「因為牛失前蹄，烏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約櫃。神耶和
華向烏撒發怒，因這錯誤擊殺他，他就死在神的約櫃
旁。」（撒下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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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撒被神擊殺，因為他犯了「錯誤」，這錯誤就
是他不該用手觸摸約櫃。沒有人可以觸摸約櫃，
就算要搬運，也只能用很長的槓子遠遠的抬著。
觸摸約櫃，就是用世上的污穢侵犯神的聖潔，是
絕對不允許的，這點烏撒應該也知道，可是他卻
輕率了。有些人認為烏撒是好心扶約櫃，但卻好
心沒好報，為烏撒感到冤枉。這是因為不瞭解摩
西五經中的規定，也不瞭解「聖潔」的觀念之故。
而且，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神的管教特別嚴厲。
大衛將約櫃運至新的首都，神要讓人知道，沒有
任何人可以輕率待神，侵犯他的聖潔，烏撒因此
而被擊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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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米甲輕視

• 三個月後，大衛再度運送約櫃，只不過這次是用
人抬的，不再用牛車了。大衛自己走在行列的前
面，興高采烈，邊走邊跳：「大衛穿著細麻布的
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極力跳舞。這樣，大衛和
以色列的全家歡呼吹角，將耶和華的約櫃抬上
來。」（撒下6:14-15）大衛之妻米甲是掃羅的女
兒，是公主出身，「她從窗戶裏觀看，見大衛王
在耶和華面前踴躍跳舞，心裏就輕視他。」（撒
下6:16）等大衛迎完約櫃，回到家中，米甲出來迎
接，以諷刺的口吻說：「以色列王今日在臣僕的
婢女眼前露體，如同一個輕賤人無恥露體一樣，
有好大的榮耀啊！」（撒下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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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甲輕視大衛，她認為大衛以君王之尊，在街上
踴躍跳舞，如同一個輕賤人，實在有失體統。這
是因為她看重世俗的身份，過於看重神。大衛尊
重神，米甲卻因此而輕視大衛。因為這個緣故，
「掃羅的女兒米甲，直到死日，沒有生養兒女。」
（撒下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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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衛並不輕賤

• 對於米甲「輕賤人」的指控，大衛如何回答呢？
大衛說：「這是在耶和華面前……所以我必在耶
和華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為輕賤。
你所說的那些婢女，他們倒要尊敬我。」（撒下
6:21-22）從大衛的眼光來看，他剛才跳舞的地方，
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耶和華面前」。因為是
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要謙卑自己，「自己看為輕
賤」。他在神面前卑微的結果，就是神使他升高。
不但那些僕人婢女要尊敬他，後來我們看到，神
幫助大衛，使他治服了列邦，連列邦的君王都要
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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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得家室

• 撒下七章是兩座房子的故事。大衛想要為神建造
「殿宇」（希伯來文bayith，房子），神不允許，但
卻應許要為大衛建立「家室」（同樣的希伯來文
bayith，原意是房子，在此有朝代之意）。大衛想要
給神建造的，是一座金碧輝煌的聖殿。神想要給大
衛建立的，是一個永不斷絕的朝代。神叫先知拿單
對大衛說：「我耶和華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
室……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
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撒下7:11, 16）

• 神對大衛的應許，稱為「大衛之約」，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約。在此約中，神應許大衛，他的家必永遠
堅立，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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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不背棄我的約，也不改變我口中所出的。
我一次指著自己的聖潔起誓：我決不向大衛說謊！
他的後裔要存到永遠；他的寶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恆
一般，又如月亮永遠堅立，如天上確實的見證。
（詩篇89:34-37）

• 人的國位是不可能「直到永遠」的，這個永恆的約，
不是應驗在人的身上，而是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新約聖經的第一本書馬太福音的第一句話就說：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
譜。」特別說明耶穌是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作王，
直到永遠，應驗了大衛之約。

• 大衛想要給神一棟房子，結果神卻給大衛一個永遠
的家室。耶穌基督就是來自於這個家室，成為世人
永恆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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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得仇敵的城門

• 撒下8-10章所描述的是大衛作王的成績，講到他的
文治武功，特別是武功。那時以色列的四周都是敵
人，有非利士人、摩押人、亞蘭人、亞捫人、亞瑪
力人，甚至遠在大河邊的瑣巴王，都對以色列不存
好心。大衛與這些敵人爭戰，一一將他們治服，在
軍事上獲得巨大的勝利。要知道，大衛是個戰士，
以色列的天下是他打下來的。掃羅死的時候，以色
列是一個分崩離析的局面，非利士人的勢力侵入國
境，掃羅的兒子被逼得要到河東去成立臨時政府。
大衛接掌國權之後，南征北討，治服列邦，使國家
四境太平，國勢日漸強盛。大衛的兒子所羅門是
「平安王」（所羅門的原意）」，他自己不需要打
仗，從父親手中接下一個統一而富強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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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描述大衛軍事上的勝利，說「大衛攻打非利
士人，把他們治服，從他們手下奪取了京城的權
柄。」（撒下8:1）舊約聖經以「得仇敵的城門」
來代表神的同在與祝福。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最
大的仇敵，大衛從他們手中奪取京城的權柄，那
是攻下了他們的首都，是巨大的軍事勝利。這一
切，撒母耳記告訴我們：「大衛日漸強盛，因為
耶和華萬軍之神與他同在。」（撒下5:10）

1/5/2014 Warren Wang



人性軟弱的一面

• 撒母耳記下11-20章描述大衛犯罪的經過，以及
因犯罪而引起的一連串嚴重後果。

• 大衛雖是合神心意的人，凡事尊主為大，但他也
有人性軟弱的一面。一個人犯罪的程度，常與他
的權力成正比。大衛有君王的權柄，他所犯的乃
是奪妻殺夫之罪。

• 一個人犯罪的結果，常使周圍的人受連累。大衛
是一家之主，又是一國之君，他的罪使他的家人
以及整個國家都受到嚴重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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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 這十章描述了大衛失敗的一面，是一個反面的教
材，提醒我們兩個重要的屬靈真理：

1. 只有保持與神同行，才能免於犯罪。

2. 犯罪帶來痛苦的後果。

• 大衛於人生最艱難之時，緊緊跟隨神，因此得以
勝過苦難，並得到神的祝福。可是當他作王之後，
靈命卻鬆懈了，以至於無法勝過突來的誘惑，犯
下了大罪，給所愛的家人及國人帶來極大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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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衛干罪

• 一個沒有防備的下午

• 大衛在一個突來的情況之下受到了誘惑，誘惑來臨
時他沒有抗拒的意願，但卻有犯罪的能力，所以他
就做了。

• 日頭平西的時候，大衛在王宮的平台上行走，見到
一個婦人沐浴，立即受到誘惑。他沒有掉頭走開，
反倒差人去打聽她是誰，因他並不想抗拒這誘惑。
打聽之後，覺得此事可行，就差人將這個婦人接來，
與她同寢。因為他是君王，自覺有這個能力。

• 誘惑常是突然出現的，那時你若不想抗拒，又有犯
罪的能力，你就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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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生出更多的罪來

• 犯罪的人總是設法遮掩自己的罪，大衛為了遮掩，費了
不少苦心。他將正在前線作戰的烏利亞召回，製造他與
妻子親近的機會，好遮掩自己的罪。他兩次叫烏利亞回
家休息，但是烏利亞這人忠誠而講義氣，他想到戰場上
的同袍「都在田野安營」，就不肯「回家吃喝，與妻子
同寢。」

• 大衛遮掩不成，就起了殺機，要藉敵人之手除掉烏利亞。
這一次他成功了。元帥約押遵照大衛的吩咐，將烏利亞
差到「陣勢極險之處」，並叫其餘的人「忽然退後，使
他被殺。」

• 烏利亞死後，大衛差人將拔示巴接到宮裡，作了他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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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沒有忘記

• 在整個過程中，大衛犯了第六誡，不可殺人。第七
誡，不可姦淫。第九誡，不可作假見證。第十誡，
不可貪戀人的妻子。他做完這一切，以為處理乾淨
了，就將自己所犯的罪忘了，可是神並沒有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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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衛認罪喪子

•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 聖經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耶17:9），說明人
的良心是靠不住的。一個人犯罪之後，若罪行沒有
暴露出來，他不但會淡忘自己的罪，甚至還會指責
別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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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那人！

• 大衛忘了自己的罪，於是神差遣先知拿單去提醒他。
拿單說了一個比喻，這可能是舊約中最出名的比喻，
他說：一個富人，有許多的牛群羊群。一個窮人，
只有一隻小母羊羔，視如自己的兒女。有一天，富
人要招待客人，他不從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隻，
卻將窮人的羊羔搶來殺了。

• 大衛一聽，勃然大怒，說：「行這事的人該死！」。
拿單見大衛判了自己的罪，於是宣布說：「你就是
那人！」（撒下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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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罪了耶和華

• 這時候，大衛認罪了，他說：「我得罪了耶和華。」
雖然起初他忘了自己的罪，但此時卻是真心悔改了。
後來，大衛為這事寫了一首悔罪詩（詩篇51篇），
其中有一句說：

•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這惡；

• 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
清正。（詩篇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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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擔犯罪的後果

• 神雖然接受大衛的悔罪，但並未除去他犯罪的後果。
拿單對大衛說：「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耶和華
如此說，我必從你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你。」至於大
衛本身，拿單說：「你不至於死，只是你行這事，
叫耶和華的仇敵大得褻瀆的機會。」（撒下12:10-14）
信徒犯罪的結果，會使神的名受到羞辱，使反對神
的人得到褻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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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喪子

• 大衛犯罪之後，他原本平安的家就開始亂了。家室
平安，家人和睦相處，原是神所賜的福氣。然而人
一犯罪，往往首先遭到破壞的，就是家中的平安。
首先，拔示巴所生的那個孩子得重病死了。雖然大
衛為這孩子禁食禱告，但卻無法挽回他的性命。接
著，大衛連續失去幾個兒子。長子暗嫰，三子押沙
龍，以及後來與所羅門爭王位的四子亞多尼亞，都
先後死於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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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暗嫩欺妹

• 人倫之變

• 父母所犯的罪，常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影響到兒女。
大衛所犯的姦淫罪，也發生在他的兒女身上。長子
暗嫩，也就是王儲，看上了同父異母的妹妹他瑪，
並用詭計玷污了她。隨後，暗嫩的心有了一百八十
度的轉變，極兇暴地將他瑪趕到大街之上：「隨後，
暗嫩極其恨她，那恨她的心比先前愛他的心更甚。」
（撒下13:15）他瑪將灰塵撒在頭上，撕裂公主所穿
的彩衣，一路哭著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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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醞釀中的家庭悲劇

• 他瑪的胞兄是押沙龍，押沙龍見胞妹受辱，極為惱
怒，對暗嫩記恨在心，但在表面上卻不露形色：
「押沙龍並不和他哥哥暗嫩說好說歹。」（撒下
13:22）押沙龍是個有心計的人，他在暗中策畫，等
待著報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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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押沙龍弒兄

• 一個剪羊毛的日子

• 父母若自己犯罪，內心帶著愧疚感，就不太敢管教
孩子。大衛自己犯了罪，他雖然知道暗嫩所行的事，
「就甚發怒」（撒下13:21），但卻沒有做出任何處
置。押沙龍眼見大衛沒有動靜，就進行他自己的復
仇計劃。在那個時代，給羊群剪羊毛是一個節慶的
日子。剪羊毛的人會請諸親好友來，擺下筵席，大
家一同吃喝快樂。押沙龍以慶祝剪羊毛為名，將大
衛的眾子請來，包括暗嫩在內。押沙龍在筵席之中，
將暗嫩給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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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的哭聲

• 若無父母的及時制止，家庭悲劇常會越演越烈。從
他瑪被辱到暗嫩被殺，大衛的家庭悲劇一發不可收
拾。暗嫩被殺之後，家中一片哭聲：「王的眾子……
放聲大哭，王和臣僕也哭得甚慟。」（撒下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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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亂將至

• 破壞的感情，若無神特殊的恩典，很難恢復舊觀，
就算夫妻、父子也不例外。大衛與押沙龍之間的父
子之情，經過一連串的悲劇和三年的分離，已經破
壞了。押沙龍是否怨恨他的父親？怨父親不公平？
怨父親不處置暗嫩？怨父親三年不理睬他？怨父親
在他回來之後不肯見他？我們不知道押沙龍的內心
狀況，只知道接著所發生的，就是押沙龍叛變了。
原本日漸強盛的以色列，一夕之間山河變色，全國
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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