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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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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im.3:16-17,NIV）

讀經班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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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下
（1–10）

舊約歷史書讀經班

撒母耳记主題：偏離神的道路
（從神主到君主；以色列人建立王國的經過）



撒母耳記的主題與金句
• 主題：偏離神的道路（從神主到君主；以色列人建立王國的經過）

• 金句：
1. 耶和華喜悅甚麼？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

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與行

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上15:22-23

）

2. 耶和華看甚麼？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上16:7）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撒母耳记下

本书内容：大卫作王的前面三十八年，
大约主前1013-975年。

写作地点：吉甲或希伯仑，以及耶路撒冷。

作者：先知: 拿单，迦得。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
远」(启11：15)，乃是本书「大卫之约」应许的成就。

先见撒母耳的书…和先知拿单、并先
见迦得的书。’（代上29：29。）



撒母耳記大綱

撒母耳記上下藉著撒母耳、掃羅、大衛三人的事蹟，交代了以色列由
神主到君主、支派聯盟到王國的經過。最簡單的大綱是以人物來分段：

1. 撒母耳：撒上 1-8章

2. 掃羅：以色列第一個王，撒上 9-15章

3. 大衛：合神心意的王，撒上16章-撒下24章

《撒母耳记下》从大卫做王开始，到大卫预备材料建造圣
殿结束。在神的计划里，大卫一生有两个使命：第一是做
王，借着国度来恢复神在地上的权柄；第二是预备建造圣
殿，借着圣殿来恢复神在地上配得的敬拜。



大衛人生的七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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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牧人大衛David the Shepherd，撒上16章

2. 受膏者大衛David the Anointed，撒上16章

3. 戰士大衛David the Warrior，撒上1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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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 heart，撒下22-24章



撒母耳记下的大纲

一、君王大衛(1-10章)
1.大卫在希伯仑作王(1~4章)

2.大卫攻取耶路撒冷并迁都(5章)
3.大卫为耶和华热心(6~7章)
4.耶和华使大卫得胜(8-10章)

二、罪人大衛(11-20章)
1.大卫为拔示巴失足(11章)
2.大卫受责与认罪(12章)
3.押沙龙杀暗嫩后逃跑与获赦回归(13-14章)

4.押沙龙造反失败(15~18章)

5.大卫返回耶路撒冷(19章)

6.示巴反叛与平定(20章)

三、合神心意的人大衛(21-24章)
1.发生饥荒与战绩(21章)

2.大卫之歌(22章)

3.大卫的遗言与勇士(23章)

4.大卫数点人口与受罚(24章)



第一章大衛哀悼掃羅和約拿單之死

一、大衛聞亞瑪⼒少年人報掃羅死訊(1~10節)

二、大衛據報信少年人的話將他處死(11~16節)

三、大衛為掃羅父子作哀歌追弔(17~27節)

一位亚玛力人取下了扫罗的
「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
（10节），拿走了他的荣耀；
而大卫刚刚「击杀亚玛力人回
来」（1节），那个亚玛力人
亲口见证自己「杀了耶和华的
受膏者」（16节）。大卫下令
杀了这个亚玛力人。



弓歌的寫作與欣賞
• 撒母耳記（上）以掃羅之死結束，撒
母耳記（下）以大衛對掃羅之死的反
應開始。大衛作了一首哀歌，名曰
「弓歌」，哀悼掃羅和約拿單。詩中
充滿了對掃羅父子的尊重與懷念，大
衛不但自己唱，18且吩咐将这歌教导
犹大人。这歌名叫『弓歌』，写在雅
煞珥书上。

扫罗战死在基利波山（8）
「雅煞珥书」（18节）可能是古代以色列的诗集
（书10：13）现已失传。



⼸歌：⼤衛哀悼勇⼠（掃羅與約拿單）之歌

1/5/2014 Warren Wang

19以⾊列啊，你尊榮者在⼭上被殺，

⼤英雄何竟死亡！

20不要在迦特報告，
不要在亞實基倫街上傳揚。

免得非利⼠的女⼦歡樂，

免得未受割禮之⼈的女⼦矜誇。

「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二3）。

虽然扫罗追赶了大卫十多年，
但大卫仍然尊他为以色列的
「尊荣者」（19）、四次称赞
他是「大英雄」（19、21、25、
27节）。



21基利波⼭哪，願你那裏沒有雨露
，

願你⽥地無⼟產可作供物！
因為英雄的盾牌在那裏被污丟棄

，
掃羅的盾牌彷彿未曾抹油。

22約拿單的⼸箭非流敵⼈的⾎不退縮，

掃羅的⼑劍非剖勇⼠的油不收回。
23掃羅和約拿單活時相悅相愛，死時也不分離；

他們比鷹更快，比獅⼦還強。

1/5/2014 Warren Wang

⼸歌
「基利波山」（21节）扫罗和
众子仆倒的北岭至今都是不毛
之地，应验了大卫的咒诅

述说扫罗父子的英勇（22节）和情深（23节）



24以⾊列的女⼦啊，當為掃羅哭號！
他曾使你們穿朱紅⾊的美衣，

使你們衣服有黃 ⾦的妝飾。

25英雄何竟在陣上仆倒！

約拿單何竟在⼭上被殺！
26我兄約拿單哪，我為你悲傷，我甚喜悅你！
你向我發的愛情奇妙非常，過於婦女的愛情。

27英雄何竟仆倒！戰具何竟滅沒！

1/5/2014 Warren Wang

⼸歌
扫罗作为神的受膏者，也曾经是
神赐福百姓的管道（24节）

约拿单对大卫的爱正是从神而来的「舍己」的爱，超越了「妇女的爱情」（26）。
大卫思念约拿单珍贵的友情，为扫罗和约拿单的死而哀痛哭泣（24，27）。

扫罗彪炳战绩，
竟然战死沙场



弓歌與權力之爭
• 掃羅與大衛之爭，本質上是政治權力之爭。大衛
功高，受百姓愛戴，又曾經受膏，掃羅感到自己
的王位受威脅，因此而不遺餘力地逼迫大衛。

• 這就引我們進入一個敏感的話題，讓我們 用平
和但卻警惕的心來面對它。現代的社 會，特別
是牽涉到政治權力的地方，無論 是哪一方，對
敵人的攻擊和汙名化也是不 遺餘力。沒有尊重
，沒有善意，只有政治 的計算、無孔不入的宣
傳、以及日以繼夜的抹黑和攻擊。

基督徒本該影響世界
，結果卻被世界影響
。他們習慣了掃羅，
卻不習慣大衛。習慣
了無情地逼迫敵人，
卻不習慣尊重敵人，
甚至讚揚敵人。



高貴情操的共鳴

• 弓歌所展示的高貴情操，輕撫著神百 姓的心弦，引起了他們的
歌唱，引起了他們的共鳴。

• 我們是屬神的人，高貴是我們的天性。濁世的惡臭汙染了我們的
環境，卻不能汙染我們的心靈。當屬天的音符響起之時，我們的
心總是觸動，我們的口總是歌唱。



Reflection Point
兩個小人物的錯誤計算

1. 有一個人來到洗革拉向大衛報訊，說自己應在戰場上
受傷的掃羅之要求將他殺死，並帶來掃羅的冠冕和臂
上的鐲子為證。他「自以為報好消息」（撒下1:10），
沒想到大衛聽了反而撕裂衣服，悲哀哭號，令人將報
訊者殺死，因為他殺了耶和華的受膏者。

2. 有兩個掃羅的臣子，利甲和巴拿，趁掃羅的兒子伊施
波設午睡之時將他殺死，割了他的首級，連夜趕到希
伯崙獻給大衛。沒想到大衛反而令人將他們殺了，將
屍體懸掛，因為「惡人將義人殺在他的床上」（撒下
4:11），他要向他們討流人血的罪。

兩個事件中都有人自以

為報好消息，到大衛面

前邀功求賞，沒想到欺

诈招来灾祸。报信卻惹

來殺身之禍，「作了他

報消息的賞賜」

（撒下4:10）。



大衛作王七得：撒下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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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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大衛受膏作猶大王

一、大衛在希伯崙受膏作猶大王(1~4節)

二、大衛差人激勵基列雅比人(5~7節)

三、押尼珥在瑪哈念擁立伊施波設作以色列王(8~11節)

四、雙方軍隊在基遍相遇發生激烈戰鬥(12~17節)

五、猶大軍獲勝，亞撒黑追趕押尼珥被殺(18~24節)

六、雙方收兵各回根據地(25~32節)

1 得支派

短暂的三国时期

亚玛力人烧毁了洗革拉（撒上30：1），
大卫就明白是该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了。
但他先求问神，一步步地求神带领。



1/5/2014 Warren 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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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得⽀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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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4 Warren Wang

1.得⽀派

「希伯仑」位于耶路撒冷南方，位于犹大支派产业的中心地带。
亚伯拉罕曾在此为神筑坛（创13：18），这里的麦比拉洞是埋葬
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亚的以色列人祖坟
（创49：29-32）。

押尼珥明知神已经立大卫为王
（3：9），但却出于私心，立伊
施波设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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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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暫的三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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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州大學考古學家
James Pritchard於
1957年挖出基遍池，
稱之為“古代卓越的
工程成就之一one of  
the ancient world's  
remarkable  
engineering  
achievements"

12尼珥的儿子押尼珥和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的仆人从玛哈念出来，往基遍去。13洗魯雅
的兒子約押和大衛的僕人也出來，在基遍池旁與他們相遇；一班坐在池這邊，一班坐
在池那邊。17那日的战事凶猛，押尼珥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这场争战中，
两方一共死了三百八十人，亚撒黑被押尼珥所杀。从此开始了持续许久的内战。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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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大衛厚葬押尼珥

一、大衛在希伯崙生了六個兒子(1~5節)

二、押尼珥被責惱羞成怒，意圖轉投大衛(6~12節)

三、大衛得回前妻米甲，款待押尼珥(13~21節)

四、約押出征回來，聞訊謀害押尼珥(22~27節)

五、大衛厚葬押尼珥，贏得民心(28~39節)

1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许久。大卫
家日见强盛；扫罗家日见衰弱。

扫罗家和大卫家的争战
持续了两年多



1/5/2014 Warren Wang

2.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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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和大卫在旷野患难与共的亚
希暖、亚比该，大卫的其他四位
妻子都是在希伯仑作王时新娶的。
而外邦人「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
迦」（3节），更可能是一次政治
联姻。神早已警告以色列的王
「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
的心偏邪」（申17：17），但大
卫在希伯仑等候神的过程中，却
渐渐偏离了神的话语，结果让纷
争、结党和嫉妒临到了自己的家
庭，也影响了神的国度。



1/5/2014 Warr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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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为押尼珥举哀厚葬。



Reflection Point
押尼珥驕傲中的自我毀滅

• 押尼珥是掃羅的元帥，追隨掃羅南征北討，「在掃羅家
大有權勢」（撒下3:6）。掃羅死後，押尼珥看上掃羅一
個妃嬪，名叫利斯巴，與她同寢。（這個利斯巴以後會
重新出現，她驅逐鳥獸保護兒子的屍體，成為撒母耳記
中最悲慘的畫面（撒下21：1-10））。

• 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因這件事責問押尼珥，押尼珥一聽
大怒。他認為自己有大功於掃羅家，伊施波設竟為這婦
人而責備他，因此決意要將掃羅的國交給大衛。

11伊施波设惧怕押尼珥，
不敢回答一句。
押尼珥的势力强大，伊
施波设只是一个傀儡王

12押尼珥打发人去见
大卫，替他说：『这
国归谁呢？』又说：
『你与我立约，我必
帮助你，使以色列人
都归服你。』

Warren Wang

米甲被改嫁，大卫提
出要求伊施波设送回
米甲。

押尼珥一手操办归还
米甲的事，伊施波设
只好无奈地执行。



• 押尼珥將威脅化為行動，帶著二十個人到希伯崙去見大衛，
應許要呼召以色列人擁立大衛為王。大衛設筵款待，送他
平安回去。沒想到大衛的將軍約押從戰場上回來，聽到押
尼珥剛走，就派人將他追回，殺了他為弟弟亞撒黑報仇。

• 押尼珥在掃羅家的功勞很大，掃羅死後他無忌憚地去和掃
羅的妃嬪同寢。被責備了就發怒，因此而去希伯崙向大衛
獻國。一事領到另一事，最後的結局就是自己被殺。

• 事情的起因，是一個自認功高的人起了驕傲的心，做了他
不該做的事，拒絕了他應該接受的責備，發了他不該發的
怒，為自己帶來悲慘的結局。

押尼珥驕傲中的自我毀滅

Warren Wang

17-19押尼珥看起来是为了
神的旨意而奔忙于北方十一
个支派之间，动员他们归顺
大卫，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
利益而热心。

26约押从大卫那里出
来，就打发人去追赶
押尼珥，在西拉井追
上他，将他带回来，
大卫却不知道。

西拉井（27节）意思是
「回转井」，在希伯仑
北方约3公里。押尼珥
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被
追上了。



第四章掃羅家亡

一、掃羅家兩個軍長弒君後拿著首級投奔
大衛(1~8節)

二、大衛處決兇手，埋葬伊施波設的首級
(9~12節)

有兩個掃羅的臣子，利甲和巴拿，趁
掃羅的兒子伊施 波設午睡之時將他
殺死，割了他的首級，連夜趕到希
伯崙獻給大衛。沒想到大衛反而令人
將他們殺了，將 屍體懸掛，因為「
惡人將義人殺在他的床上」（撒下
4:11），他要向他們討流人血的罪。

大卫安葬伊施波設（12）。



第五章大衛受膏作以色列全民的王

一、以色列眾支派膏立大衛作王(1~5節)

二、大衛攻佔並遷都耶路撒冷(6~12節)

三、大衛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兒女(13~16節)

四、大衛兩次擊敗非利士人(17~25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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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牧養我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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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4 Warren 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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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得國

4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

5在希伯仑作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
撒冷作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

大约是主前1010-970年



1/5/2014 Warren 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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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得京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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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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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2014 Warren 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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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时代的锡
安——大卫城—
—示意图。当时
还没有建圣殿。
大卫购得了右上
方的耶布斯人亚
劳拿的禾场「为
耶和华筑了一座
坛」（撒下24：
24-25），后来
所罗门在此建造
了圣殿，被称为
圣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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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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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4 Warren 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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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大卫日见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

大卫城在旧约是指大卫从耶布斯人夺取
的部分耶路撒冷城，在新约是指耶稣降
生的伯利恒城，就是指大卫童年时的家

12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作以色列王，
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

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路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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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下 5:13-16 大衛離開希伯崙之後，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兒

女。

• 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兒子是沙母亞、朔罷、拿單、所羅門、

• 益轄、以利書亞、尼斐、雅非亞、以利沙瑪、以利雅大、以利法列

。

大衛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兒女

拔示巴的孩子
（代上三5）。



大衛兩次擊敗非利士人(17~25節)
17非利士人听见人膏大卫作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

大卫听见，就下到保障。18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乏音谷。

19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祢将他们交在

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20大卫来到巴力·毗拉心，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

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力·毗拉心。

21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

非利士人的偶像被大卫拿去，一把火烧了（代上14：12）

大卫主动出城迎战，下到一
处要塞。「利乏音谷」位于
耶路撒冷的西南，是从非利
士人之地通往耶路撒冷的通
道。



大衛兩次擊敗非利士人(17~25節)

22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乏音谷。
23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转到他
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
24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
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
25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迦巴直
到基色。 基遍

非利士人从同一
条路来，大卫听
从神的吩咐从后
面包抄。

非利士人向北绕道到基遍，然后经过伯和仑山隘，
沿着亚雅仑谷向基色方向逃回沿海平原。这场战役
是决定性的，大卫把非利士人完全赶出了山地，从
此非利士人再也不能严重威胁神的百姓。



Reflection Point
桑樹梢的腳步聲

• 大衛與非利士人爭戰，因此而求問耶和華。耶和華說：「你
聽見桑樹梢上有腳步的聲音，就要急速前去，因為那時耶和
華已經在你前頭去攻打非利士人的軍隊。」（撒下5:24）

• 許多人好奇，桑樹梢的腳步聲是怎麼回事？因為耶和華應許
大衛會在他前頭去攻打非利士人，桑樹梢傳出的應該是天使
天軍的腳步聲，故意給大衛聽到，讓他知道神與他同在。

• 若神以人能夠知覺的方式使人知道神與他同在，我們可以說
這人聽到了「桑樹梢的腳步聲」。



第六章迎接約櫃到大衛城

一、大衛率領眾民迎接神的約櫃(1~5節)

二、烏撒伸手扶住約櫃被神擊殺(6~8節)

三、大衛將約櫃改運到俄別以東家(9~11節)

四、大衛再度迎接約櫃，跳舞著進大衛城(12~19節)

五、米甲輕視大衛的舉動，終身無兒女(20~23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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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4 Warren Wang

5.得約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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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4 Warren Wang

「巴拉·犹大」（2节）就是基列·耶琳，在耶路撒
冷西北约23公里。约柜从非利士归回以后，一直
留在基列·耶琳（撒上7：1）。

6到了拿艮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或译：
惊跳），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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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4 Warren Wang

• 這是因為不瞭解摩⻄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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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烏撒輕率

借着击杀乌撒，让大卫、百姓和我们都上了
难忘的一课：「神是轻慢不得的」（加6：7）

俄别·以东是利未人，明明知道乌撒因扶约柜而被击杀（7节），也看到大卫的「惧
怕」（9节），但他还是欢迎约柜到他家。因着他对神同在的爱慕，「耶和华赐福
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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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4 Warren 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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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甲輕視

1/5/2014 Warren 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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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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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4 Warren 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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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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在神面前輕賤，神就使他尊貴。大衛在神面前卑微
，神就使 他升高。不但米甲所說的那些「僕人婢女」
要尊敬他，列邦都要 尊重他。被米甲所輕視的大衛得
到神的幫助，治服了列邦，連君王都尊重他。

神使輕賤的尊貴，卑微的升高



失傳的心態：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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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百姓必須敬畏神，在舊約時代
，「敬畏神」的心態在「如何 對待
約櫃」上表現得最清楚。一年一次
只有大祭司才可進入至聖 所，站在
約櫃前面事奉。搬運約櫃之時須將
約櫃嚴嚴遮蓋，由祭 司用槓、用肩
來抬，搬運的人和方法都不可出絲
毫差錯。百姓不 可偷窺約櫃，更不
可觸摸約櫃。在摩西的律法中，這
一切都有詳文規定。

• 敬畏神的心態不是天生的，是藉
著觀察、模仿而學來的。孩子看
著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如何在
神面前敬畏，長大了他就敬畏
神。 他的孩子從小看他如何在
神面前敬畏，長大了也會敬畏
神。

• 當這個心態失傳的時候，不能只
責怪孩子，大人也需要檢討。



第七章大衛為神建殿的心願

一、大衛向先知拿單表達建聖殿的心願(1~3節)

二、拿單向大衛傳達神的話(4~7節)

三、大衛之約(8~17節)

四、大衛的祈禱和感恩(18~29節)



1/5/2014 Warren 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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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得家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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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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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4 Warren Wang



大卫之约

8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9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
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10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11 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12 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
他的国。13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14 我要作
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
15 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16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原文作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
永远。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

远」(启11：15)，乃是本书「大卫之约」应许的成就。



大卫的祷告
18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19 主耶和华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啊，这岂是人
所常遇的事吗？
20 主耶和华啊，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
21 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
22 主耶和华啊，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
23 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作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
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
24 你曾坚立你的民以色列作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作了他们的神。
25 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
26 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
在你面前坚立。
27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
你如此祈祷。
28 主耶和华啊，惟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29 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啊，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
赐福与仆人的家



第八章大衛的武功

一、使非利士人和摩押人臣服(1~2節)

二、大敗瑣巴王和亞蘭人，掠奪金和銅(3~8節)

三、哈馬王打發兒子約蘭送來金銀銅器，與掠奪物一起獻與神(9~12節)

四、打敗亞蘭和以東人，在以東全地設立防營(13~14節)

五、統治全以色列，設立文武百官(15~18節)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
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诗20：7)。

后来作了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材
料(代上18：8)。

施政秉公行义，用人唯才，确立制度。



第九章大衛恩待米非波設

一、大衛從掃羅家僕人洗巴得知米非波設(1~5節)

二、大衛召見米非波設(6~8節)

三、大衛命洗巴服事米非波設(9~12節)

四、米非波設留在耶路撒冷與王同席吃飯(13節)

扫罗死时仅有五岁(撒下4：4)；
至少过了20年才找到。



第十章大衛戰勝亞捫人與亞蘭人

一、大衛遣使安慰亞捫新王被辱(1~5節)

二、大衛戰勝亞捫人及其雇傭兵亞蘭人(6~13節)

三、大衛再勝亞蘭人(14~19節)

『胡须剃去一半』古时希伯来男
人蓄胡是尊严和荣誉的记号，所
以剃胡须是一种奇耻大辱。『露
出下体』与剃胡须是同样的侮辱。
羞辱使者等同宣战。

9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10与他兄弟亚
比筛，分别摆出两阵，对着亚兰和亚扪人对阵。
12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城邑作大
丈夫。愿耶和华凭祂的意旨而行。”



1/5/2014 Warr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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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得仇敵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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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的权柄」（1节）意思是「统治
中心、权力所在」，可能指迦特（代上
18：1）。

7.得仇敵的城⾨



Reflection Point
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都使他得勝

• 大衛在戰場上獲得空前的勝利，掃羅沒有治服的敵人，
如非利士人、亞蘭人、摩押人、亞捫人…都被大衛一一
擊敗，不敢再犯。

• 聖經重複使用一句話來解釋大衛得勝的原因：「大衛無
論往哪裡去，耶和華都使他得勝」（撒下8:6,14）。我們
從律法書一路讀到這裡，聖經一再強調為我們爭戰的是
耶和華，使我們得勝的是耶和華。新約聖經也強調同樣
的道理，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事上我們都已經得
勝有餘了！（羅8:27）

• 弟兄姊妹，你若順服神，你若倚靠主，就算到處都是敵人
，
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都要使你得勝！

「量二绳的杀了，量一
绳的存留」（8:2节），
可能指身材高大的战士
被杀，一般身高的战士
就存活。这正应验了神
借着巴兰所说的预言：
「有星要出于雅各，有
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
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
乱之子」（民2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