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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班之二: 歷史書
第二十九課，撒母耳記下11-20章

2007年8月5日



考題解答

1.（ ）掃羅死於何處： 1) 基比亞2) 希伯崙3) 基利波
山4) 以拉河谷

2.（ ）葬埋掃羅和他兒子們的、是： 1) 基遍人2) 基
色人3) 雅比人 4) 非利士人

3.（ ）大衛登基作王的時候、年： 1) 四十歲2) 三十
三歲3) 三十二歲半4) 三十歲

4.（ ）掃羅死後，是誰接續登基作以色列王： 1) 米
非波設2) 伊施波設3) 押尼珥4) 大衛

5.（ ）大衛受膏作以色列的王後，他首先與誰爭戰：
1) 非利士人2) 耶布斯人3) 摩押人4) 亞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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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解答 – 續

6.（ ）大衛讓誰繼承掃羅的一切田地： 1) 洗巴2) 米
迦3) 伊施波設4) 米非波設

7.（ ）是誰羞辱大衛差遣的弔唁臣僕： 1) 亞蘭王2) 
摩押王3) 亞捫王2) 非利士王

8.（ ）神藉誰與大衛立約： 1) 撒母耳2) 迦得3) 拿單
4) 神自己

9.（ ）大衛的首位元帥是： 1) 洗魯雅2) 押尼珥3) 亞
比篩4) 約押

10.（ ）大衛想從誰家運來神的約櫃卻失敗：1) 亞比
拿達2) 巴拉猶大3) 俄別以東4) 基列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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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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金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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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
百姓的君、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
” 撒上 13:14b

“…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徒 13:22b



大衛之約

應許大衛治理以色列國

• 神立大衛為君，治理以色列國。

應許大衛家室和其後裔要作王

•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讓所羅門接續他為王，並且為
神建殿。

應許出自大衛的彌賽亞譜系

• 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從這人的後裔中、 神已經照著所應許、為以
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穌。”

徒 13:23



大衛建立的以色列王國

追求國家的統一和發展（撒下5:3）
有效的政府與行政措施（撒下8:15~18，
代上16~22、27章）

組織祭司制度（代上23~26章）

精勇善戰的軍隊
• 勇敢的領袖（代上22:8~39）
• 忠心的護衛軍（代上15:18，20:7）
• 輪班的二萬四千人常備軍（代上27:1）



大衛王朝
的領土與
藩屬



大衛的群臣

耶何耶大的兒子比拿雅護衛長

睚珥人以拉宰相

洗魯雅的兒子約押
亞比該的兒子亞瑪撒*

元帥

亞比大的兒子亞多（尼）蘭

西萊雅（示法）

亞希突的兒子撒督
亞希米勒的兒子亞比亞他*

亞希律的兒子約沙法

掌管服苦的人

書記

祭司長

史官



大衛的群臣 – 續

基利提人、比利提人護衛軍

伊斯尼人亞底挪*

亞合人朵多的兒子以利亞撒

哈拉人亞基的兒子沙瑪?

洗魯雅的兒子亞比篩

三勇士

迦得
拿單

先知

亞基人戶篩
基羅人亞希多弗

謀士



大衛個人的失敗

與拔示巴犯了姦淫罪

計殺拔示巴丈夫赫人烏利亞

數點百姓（撒下24章）



大衛犯姦淫罪

列王出戰的時候

太陽平西從床上起來

在王宮的平頂上遊行

看見一個婦人沐浴、容貌甚美

以連的女兒、赫人烏利亞的妻拔示巴

將婦人接來

與她同房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

雅 各 書 1:13~15
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 神試探．
因為 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
引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
．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伯 31:1
我與眼睛立約、怎能戀戀瞻望處女呢



大衛犯殺人罪

動機：
• 拔示巴告訴大衛說、我懷了孕

• 大衛差人打發赫人烏利亞回來

• 送烏利亞一分食物、要他回家去洗洗腳

• 叫烏利亞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

計殺烏利亞：
• 寫信與約押、交烏利亞帶去

• 派烏利亞到陣勢極險之處、退後使他被殺



神的回應審判

大衛所行的這事、耶和華甚不喜悅

神遣的先知拿單以寓言喚醒大衛

大衛自己的審判
• 償還羊羔四倍

神的審判
• 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

• 必從你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你

• 把你的妃嬪賜給別人

• 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大衛失去的眾子

受耶和華擊打得重病而死
與拔示巴因姦淫而生

之子

玷辱同父異母的妹妹他瑪後，被
三子押沙龍所殺

長子暗嫩

四子亞多尼雅

三子押沙龍

兒子

求書念的女子亞比煞後，被所羅
門王差耶何耶大的兒子比拿雅所

殺

叛變後，被約押所殺

死因



大衛認罪

大衛對拿單說、我得罪耶和華了

詩51篇4, 7, 10, 17
•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

• 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洗滌
我、我就比雪更白

• 神阿、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
有正直的靈

•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阿、憂傷
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大衛求神憐恤

大衛為重病的孩子，禁食哭泣

撒下12:22~23
“大衛說、孩子還活著、我禁食哭泣、因
為我想、或者耶和華憐恤我、使孩子不
死、也未可知。 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
我豈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裏去、
他卻不能回我這裏來。”



大衛家庭的失敗

他瑪受辱

暗嫩被殺

押沙龍叛逃與歸回

押沙龍叛變



他瑪受辱

律法禁止的關係
“與異母同父、或異父同母的姐妹行淫
的、必受咒詛。” 申 27:22

愛欲恣流的暗嫩
• 為他妹子他瑪憂急成病

• 隨後、暗嫩極其恨他

損友約拿達

失職的父親大衛



押沙龍的叛變計劃

押沙龍計殺長兄暗嫩報仇，叛
逃至外祖父基述王達買

他瑪受辱後2年

他瑪受辱後11年

他瑪受辱後7年

他瑪受辱後5年

時間

押沙龍於希伯崙自立為王

約押被迫再次斡旋，大為與押
沙龍見面，正式原諒押沙龍

經約押斡旋，押沙龍歸回耶路
撒冷

事件



大衛出逃

伯墨哈：最後的房屋
過汲淪溪
• 遣 神的約櫃、撒督、亞希瑪斯、亞比亞他、約拿單回耶路

撒冷

上橄欖山
• 遣亞基人戶篩回耶路撒冷
• 米非波設的僕人洗巴的送行

巴戶琳
• 掃羅族基拉的兒子示每的咒罵汙辱
• 天明前急過約但河

瑪哈念
• 亞捫族的拉巴人拿轄的兒子朔比、羅底巴人亞米利的兒子瑪

吉、基列的羅基琳人巴西萊，拿食物來供給王



大衛出逃
與回都



押沙龍的失敗

在以色列眾人眼前，親近大衛的妃嬪

不依從亞希多弗追擊大衛的計謀。亞希
多弗歸回本城弔死

以色列人敗在大衛的僕人面前．死於樹
林的、比死於刀劍的更多

押沙龍的頭髮被樹枝繞住、就懸挂起來

約押殺死押沙龍

一大堆石頭 vs.  押沙龍柱



大衛的哀慟

軍兵出戰時、大衛站在城門旁、囑咐約
押、亞比篩、以太、要寬待押沙龍。

大衛乍聞押沙龍死訊、就心裏傷慟、上
城門樓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說、我兒
押沙龍阿、我兒、我兒押沙龍阿．我恨
不得替你死．押沙龍阿、我兒、我兒。

約押進去見大衛、說、你今日使你一切
僕人臉面慚愧了

於是大衛起來、坐在城門口



大衛回宮

大衛藉祭司撒督和亞比亞他、遊說猶大
長老請王回宮

大衛立亞瑪撒替約押常作元帥

約但河邊的迎接與送行
• 示每、一千便雅憫人、還有掃羅家的僕人洗
巴、和他十五個兒子、二十個僕人

• 基列人巴西萊從羅基琳下來、要送王過約但
河、就與王一同過了約但河。

米非波設到耶路撒冷迎接王



大衛國家的失敗

以色列眾人與猶大人眾民的紛爭

便雅憫人比基利的兒子示巴的叛變

• 新任元帥亞瑪撒延誤招聚猶大人

• 大衛命亞比篩追趕示巴

• 約押刺殺亞瑪撒，自任元帥

• 亞比拉的聰明婦人平定示巴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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