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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下21章-列王記上6章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舊約讀經班#30
2007年8月12日, 王文堂牧師



聖經的特性:
揀選性的記載, 普世性的目的

1. 從創造天地到一家一族

2. 從一家一族到耶穌基督

3. 從耶穌基督到萬國萬民

4. 從萬國萬民到新天新地

5. 以救贖為寫經的目的

6. 以信心為讀經的方法

7. 以永生為讀經的獎賞



歷史書的主題:

以色列在「做神的子民」這件事上的掙扎與失敗

1. 原有的地位：神的子民

2. 地位的失落：因違背神的命令而活在罪中

3. 做神的子民：神救贖人類的目的

4. 恢復的道路：藉著祭司與祭物來到神面前

5. 得勝的關鍵：謹守遵行神的律法

6. 致命的誘惑：以偶像取代真神的地位

7. 子民的失敗：不能專心跟隨神



撒母耳記的主題:
從神主到君主

1. 篇幅與書名：篇幅以大衛居多, 書名卻是撒母
耳, 因為在撒母耳的身上才能表達岀 “從神主到
君主”這個主題

2. 上好與次好：神主是上好的, 君主是次好的

3. 旨意與許可：神的旨意是耶和華做王, 以色列
人卻堅持要立自己的王, 神許可他們(責任自負)

4. 好王與壞王：好壞不是看政績, 而是看他是否
愛神, 是否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撒母耳記的主題:
從神主到君主

5. 掙扎與失敗：以色列人不斷地離棄真神, 和假
神行邪淫, 雖偶有短暫的復興, 最後終歸全然失
敗

6. 審判與餘民：亡國被擄是神的審判, 餘民歸回
是神的恩典

7. 重建與等待：歷史書以重建聖殿和耶路撒冷城
牆告終, 接著是四百年的沉默期, 等待彌賽亞的
來臨



掃羅家的恨事 (撒下21章)

1. 掃羅, 和他流人血之家

2. “殺滅基遍人”的滅族行動

3. 神的干預和基遍人的報復

4. 大衛保全約拿單的後人

5. 掃羅的子孫七人(二子五孫)
6. 懸掛在基比亞的山上

父親之罪: 一個禍延子孫的人



一位母親深沉的悲哀

1. 愛雅的女兒利斯巴,
2. 用麻布在盤石上搭棚,
3. 從動手收割的時候, 直到天降雨在屍身上

的時候,
4. 日間不容空中的雀鳥落在屍身上, 夜間不

讓田野的走獸來蹧蹋.
這幅畫面的啟示: 罪對身邊的人(特別是
配偶及子孫)所造成的後果



讚美的人生 (撒下22章)

1. 個人化的關係: 對我來說, 神是什麼

耶和華是1.我的巖石, 2.我的山寨, 3.我的救主, 4.
我的神, 5.我的磐石, 6.我所投靠的, 7.他是我的盾
牌, 8.是拯救我的角, 9.是我的高台, 10.我的避難所.

2. 信心的行動: 
a. 倚靠: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

b. 順服: 我遵守了耶和華的道

c. 見證: 我要在外邦中稱謝你, 歌頌你的名

3. 述說神在我生命中的作為



大衛的勇士 (撒下23章)

1. 以利亞撒: 直殺到手粘在刀把上

2. 沙瑪: 紅豆田中一歩也不讓

3. 亞比篩等三人: 只因大衛口渴, 俺們穿越
敵營去打水

4. 比雅拿: 雪中殺獅, 棍法無敵

我的幫助從神而來: 那時, 天天有人來幫
助大衛, 以致成了大軍, 如神的軍一樣
(代上12:22)



大衛數點人數之罪 (撒下24章)

1. 所數點的是 “拿刀的勇士”
2. 是誰激動了大衛的心?

a. 是耶和華(撒下24), 還是撒旦(代上21)?
b. 三個互動的因素: 1.神的主權 2.撒旦的誘惑 3.人的罪

c. 撒下採取1.的角度, 代上採取2.的角度

3. 數點人數錯在哪裡?
a. 不是錯在事情的本身

b. 而是錯在做這件事的動機

4. 大衛悔改

5. 亞勞拿的禾場, 聖殿的地點



列王紀上下的大綱

1. 所羅門時代, 王上1-11章
2. 南北朝前期, 王上12-16章
3. 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的事工, 上17-下8
4. 南北朝中期, 王下8-17章
5. 南北朝末期, 王下18-25章



二王爭位 (王上1章)

1. 站在這個角落的是: 四阿哥亞多尼雅
戰略: 外部作業, 在外界製造聲勢, 大宴賓客

黨羽: 陸軍元帥約押, 祭司亞比亞他

2. 站在那個角落的是: 十阿哥所羅門
戰略: 內部作業, 藉著母親拔示巴和先知拿
單直接向大衛進言

黨羽: 禁軍司令比拿雅, 先知拿單

勝利者: 所羅門



所羅門堅定國位 (王上2章)

1. 清除皇室政敵: 殺了四哥亞多尼雅

2. 清除宗教政敵: 罷免祭司亞比亞他

3. 清除軍事政敵: 殺了元帥約押

4. 清除民間政敵: 殺了反對黨示每

結果: 所羅門坐他父親大衛的位, 他的國
甚是堅固

問題: 所羅門的做法, 是人的手段, 還是
神的心意?



所羅門的請求 (王上3章)

若今日神向你顯現, 說: “你願我賜你什麼, 你
可以求”---你會求什麼?

1. 神在基遍向所羅門顯現, 所羅門說: “求你賜我
智慧, 可以判斷你的民, 能辨別是分.”

2. 神說: “你既然求這事, 不為自己求壽, 求福, 
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 單求智慧可以聽訟, 
我就應允你所求的…你所沒有求的, 我也賜給
你, 就是富足, 尊榮…”

3. 條件: “你若效法你父親大衛, 遵行我的道, 謹
守我的律例誡命, 我就使你長壽.”



那件出名的二婦爭子案

案由: 二婦同住, 各生一子, 一婦夜睡, 壓死親
子. 以死換活, 放她懷裡; 那婦不依, 告到宮裡. 
所羅門啊我的王, 求您替咱評評理!

判決: 婦人婦人不要吵, 聽我小王講公道; 既然
二人都想要, 不如從中切一刀, 你一半來她一
半…什麼,你說不要殺,都給她? 既然你說不要殺, 
可見你才是親媽, 來人哪…將這孩子還給她, 送
她母子早回家.

反應: 以色列眾人聽見王這樣判斷, 就都敬畏他, 
因為見他心裡有神的智慧能以斷案. 



所羅門之富強與智慧 (王上4章)

1. 疆界: 北至大河邊, 南至埃及

2. 人民: 多如海邊的沙, “都吃喝快樂, 在自己的
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 安然居住.”

3. 吏治: 設立十二官吏, 按月負責皇家的飲食

4. 所羅門是“平安王”, 四境平安, 沒有戰爭

5. 所羅門作箴言三千句, 詩歌一千零五首

6. 他講論草木, 飛禽走獸, 昆蟲水族

7. 天下列王都差人來聽他的智慧話



所羅門建聖殿 (王上5,6章)

1. 時間: 主前966年, 所羅門在位第四年

2. 歷時: 七年六個月

3. 建築物:
a. 聖殿: 長90英呎, 寬30英呎, 高45英呎, 分

為外殿(聖所)與內殿(至聖所)
b. 內院

4. 材料: 黎巴嫩的香柏木, 山中的石頭,精金







所羅門聖殿所在地目前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