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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班之二: 歷史書
第二十八課，撒母耳記下1-10章

2007年7月29日



撒母耳記花絮

《撒母耳記上下》原來是一卷書。分上下兩卷始于主
前二、三世紀的希臘七十士譯本。

《撒母耳記》的年代約是主前十一世紀到十世紀。

紀述方式是主題式而非編年式

按猶太人的傳統，撒母耳寫了《士師記》，並以他為
名的書，至少到《撒母耳記上》第25章一節他死以前
。其餘由先知拿單（撒下12：1）和迦得（撒下24：11
）所補充。
“大衛王始終的事，都寫在先見撒母耳的書上和先知
拿單并先見迦得的書上。他的國事和他的勇力，以及
他和以色列並列國所經過的事，都寫在這書上。”

~ 代上29：29 - 30 



撒母耳記主題－Ｉ

神主制度 → 君主制度

神曾三次表示，祂不喜悅以色列立王

• 撒上8:7（拉瑪）

• 撒上10:19（米斯巴）

• 撒上12:18（吉甲）

神任憑並法外施恩（撒上8:22、12:14）
“你們若敬畏耶和華、事奉他、聽從他的話、
不違背他的命令、你們和治理你們的王也都順
從耶和華你們的 神就好了。 ” ~撒上12:14

*** 以色列人四百多年的君主制度，一開始就不合神的心意，最終以悲劇收場。



撒母耳記主題－II

神掌管萬事，是歷史的主，主動權是在祂
的手中，是祂自己借著所揀選的大衛，將
王權移交給以色列國。他要借著大衛一系
的王朝，管理百姓，並且和他立約（撒下
7:11~16），從他的後裔中，耶穌在以後道
成肉身來到世界，建立彌賽亞王國，直到
永永遠遠。



以色列王國的興起

撒母耳奠定了王國的基礎，為它準備了
一切

掃羅試圖建立王國，卻失敗了

大衛是合神心意的王，是他建立並擴張
了王國



以色列王國的歷史

聯合王國時期

• 掃羅、大衛、所羅門作王時期

• 全國統一

• 各40年，歷120年

分裂王國時期

• 南國：猶大、便雅憫支派，歷345年，亡於
巴比倫

• 北國：其餘十支派，歷210年，亡於亞述



撒母耳記大綱

1. 撒母耳：撒上1~8章

2. 撒母耳、掃羅：撒上9~15章

3. 撒母耳、掃羅、大衛：撒上16~24章

4. 掃羅、大衛：撒上25~31章

5. 大衛：撒下1~24章



撒母耳記（下）金句

“ …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

~ 撒上16：7b



大衛輪廓 －Ｉ

一個出身低微的牧童（撒下7:8）

一個合上帝心意的人（撒上 13:14）

一個詩人（73篇“大衛的詩”）

一個善于彈琴的音樂家（撒上16:18）

一個大有勇敢的戰士（撒上16:18）

一個謙卑沉靜的人（撒上17:58）



大衛的詩之二

詩122:1 〔大衛上行之詩〕人對我說、我們往
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

詩131:1 〔大衛上行之詩〕耶和華阿、我的心
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測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詩131:2 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他母親的懷中．我的心在我裏面真像斷過奶
的孩子。
詩131:3 以色列阿、你當仰望耶和華、從今時
直到永遠。



大衛輪廓 －II

他的外貌出眾，風采迷人，周圍的人都
愛他
• 約拿單和他意氣相投（撒上18:1-2）

• 米甲愛大衛（撒上18:20）

• 以色列和猶大眾人愛大衛（撒上18:16）

• 勇士們願意為他出生入死去打水（撒下
23:13-17）

他說話合宜（撒上16:18）

他做事精明（撒上18: 5,14-15,30）



撒母耳記下大綱

大衛在希伯倫：撒下1~4章

大衛的興旺：撒下5~10章

大衛的失敗

• 個人的失敗：撒下11~12章

• 家庭的失敗：撒下13~18章

• 國家的失敗：撒下19~20章

大衛的晚年和餘事：撒下21~24章



掃羅的最後一役



掃羅死了！

撒上31章與代上10章紀載，掃羅自盡，兒子約
拿單、亞比拿達、麥基舒亞戰死，一同死於基
利波山。
大衛於三天後，在洗革拉接獲報信。
大衛聞訊就撕裂衣服、而且悲哀、哭號、禁食
到晚上。
誤報喜訊的少年亞瑪力人自食惡果。
大衛作哀歌、弔掃羅和他兒子約拿單。
上帝借著亞瑪力人的手，把掃羅頭上的冠冕和
臂上的鐲子拿給大衛，為他登基預備



大衛作猶大家的王

大衛上希伯崙，在那裏受膏作猶大家的
王七年零六個月，登基的時候、年三十
歲

勉勵基列雅比人

掃羅的兒子念伊施波設在瑪哈念登基的
時候、年四十歲、作以色列王二年

二年？七年零六個月？

基遍池旁的戲耍與勇士亞撒黑之死



大衛王國初期

掃羅的兒子伊
施波設在瑪哈
念作以色列家

的王二年

大衛在希伯
崙作猶大家
的王七年零
六個月



大衛家與掃羅家的爭戰

掃羅家表面是伊施波設作主，其實元帥
押尼珥才是主持人

押尼珥因掃羅妃嬪利斯巴，向伊施波設
發怒，要將國交於大衛

大衛要求妻歸還掃羅的女兒米甲

約押和亞比篩計殺了押尼珥

伊施波設被兩軍長刺殺



全國歸一

以色列眾支派來到希伯崙見大衛、大衛
在希伯崙耶和華面前與以色列的長老立
約、他們就膏大衛作以色列的王。

大衛登基的時候年三十歲、在希伯崙作
猶大王七年零六個月、在耶路撒冷作以
色列和猶大王三十三年、共在位四十年
。



大衛的興旺

兩次擊敗由利乏音谷進攻的非利士

攻打並建都耶布斯人所在的耶路撒冷，
起名為大衛城

將神的約櫃迎入耶路撒冷

• 由亞比拿達的家：約櫃放在新車上、途中牛
失前蹄、烏撒伸手扶住 神的約櫃、耶和華
擊殺烏撒。

• 由俄別以東的家：大衛歡歡喜喜的將 神的
約櫃、從俄別以東家中抬到大衛的城裏。



大衛的戰績

攻打並治服非利士人

攻打摩押人，摩押人就歸服進貢

攻打巴王利合的兒子哈大底謝，奪取了
金盾牌和許多的銅

擊敗亞蘭聯軍，亞蘭人就歸服進貢

哈馬王陀以兒子約蘭進貢

在以東全地設立防營．以東人就都歸服



大衛的戰績 – 續

亞捫人的王拿轄死了、他兒子哈嫩羞辱
了大衛差遣的弔唁臣僕

約押與亞比篩大破亞捫與亞蘭聯軍

再次擊敗哈大底謝的亞蘭聯軍，並殺了
將軍朔法



大衛王朝的
領土與藩屬



大衛之約

大衛告知先知拿單，他有意為神建造殿宇
神藉先知拿單，告訴大衛神應許的約
• 有關大衛治理以色列國的事

• 應許：上帝立大衛為君，治理以色列國，“…必使你安靖
，不被一切仇敵擾亂。”

• 有關大衛家室和其“後裔”要作王的事
• 應許：上帝必為大衛“建立家室。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

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
的國。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
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
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
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 有關出自大衛的彌賽亞譜系的事
• 應許： “…你的後裔…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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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的家庭

猶大、法勒斯、希斯崙、蘭、亞米拿達、拿順、撒門、波
阿斯、俄備得

祖先

他瑪

暗嫩、基利押（但以利）、押沙龍、亞多尼雅、示法提
雅、以特念、所羅門、沙母亞、朔罷、拿單、益轄、以利
書亞、尼斐、雅非亞、以利沙瑪、以利雅大、以利法列

米甲、亞希暖、亞比該、瑪迦、哈及、亞比他、以格拉、
拔示巴、其他

拿轄的女兒亞比該（兒子：亞瑪撒）

洗魯雅（兒子：亞比篩、約押、亞撒黑）

長兄以利押、次兄亞比拿達、三兄米亞（沙瑪）、四兄拿
坦業、五兄拉代、六兄阿鮮

耶西

女兒

兒子

妻妾

姊妹 *

姊妹

兄

父



大衛的妻妾與眾子

沙母亞、朔罷、拿單、益轄、
以利書亞、尼斐、雅非亞、以
利沙瑪、以利雅大、以利法列

所羅門

以特念

示法提雅

亞多尼雅

押沙龍

基利押
（但以利）

長子暗嫩

無

兒子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希伯崙

希伯崙

希伯崙

希伯崙

希伯崙

希伯崙

希伯崙

出生地

以格拉

赫人烏利亞的妻拔示巴

妻妾

其他的妾妃

亞比他

哈及

基述王達買的女兒瑪迦

迦密人拿八的妻亞比該

耶斯列人亞希暖

掃羅的女兒米甲



大衛的祭司長（撒下8:17）

亞比亞他
撒督

（代上六：4 - 10 )

亞希米勒（撒下 22:9)亞希亞（撒下 14:3) 亞希突

以迦博亞希突亞瑪利雅

非尼哈何弗尼米拉約

以利|

||

||

||

|非尼哈

以他瑪以利亞撒

亞倫



大衛恩待米非波設

大衛召了掃羅的僕人洗巴來、對他說、
我已將屬掃羅和他的一切家產、都賜給
米非波設。

洗巴有十五個兒子、二十個僕人。

大衛命洗巴和他的眾子、僕人、要為米
非波設耕種田地、把所產的拿來供他食
用。

大衛要米非波設常與他同席吃飯、如他
的兒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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