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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救恩的盼望 

三、 从大卫到被掳 (1010B.C. ~ 587/600B.C.) 

 

对比在他之前的扫罗，虽然同是神拣选的，大卫似乎是更合乎神心意的人。大卫有不少缺

点，更犯下奸淫和谋杀人命的涛天大罪。但神还是保守他为全以色列的王，并应许他的后

裔永远为王。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国势和财富更是在当时无人能比。万族因亚伯拉罕而得福

的应许似乎有了一点点的曙光。 

 

但是，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的国势在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之后，却一蹶不振，

最终为亚述和巴比伦所灭，百姓甚至被掳到外地去。 

 

以色列国倾覆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大国灭亡了。神如何藉“亚伯拉罕的大国”祝福地上

的万族？神的应许会落空吗？神还说话算话吗？ 

 

圣经内容：撒母耳记下 ~ 历代志上/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 耶利米哀歌，何西阿书,约珥

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 ; 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 

 

大卫 - 合神心意的人 

 

大卫是继扫罗之后为以色列的王，但他成为以色列全民的王的过程是一条坚辛又坎坷的道

路。他三十岁的时候，在希伯伦登基做犹大的王。我们不确定他被膏和杀哥利亚的时候年

纪多大，但他还不能上场打仗，显然当时他的年纪小於二十岁。从他被膏抹到登基为王有

十几年的时间，他在扫罗追杀也有数年之久。但也是在这种似乎走头无路的景况下我们看

到神如何保守看顾大卫以及大卫如何一心一意的寻求、跟随神。 

 

(撒上 13:8-14) 13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

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 14 现在你的王

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立他

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大卫还没有在圣经中出现之前，神就已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寻求神的人”。从大卫

身上我们明白“合神心意的人”并不代表大卫是完全不犯错的人。相反的，大卫犯的是极

大的罪，是按律法该用石头打死的罪。但是，大卫是一个一心一意寻求神的人。从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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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们也看到大卫活出这样的生命。 神是洞察人心的神，祂更是在时间之上的神，所

以祂也知道人的将来。在大卫的人生还没开展之前，神就已经知道他的心。大卫在他的人

生所遭遇的一切，可以说是神对他的试练，也见证神的全知全能和无比的恩典与慈爱。 

 

蒙拣选的大卫 

 

(创 49:8) 8 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

必向你下拜。 

 

(撒上 16:11-13) 11 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

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

不坐席。” 12 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

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 13 撒母耳就用角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

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当人做选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些选择的条件，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从创世记开始

就看见神的拣选似乎不带任何条件，因为 (15 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

恩待谁就恩待谁。” 16 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

的神。”(罗 9:15-16) 其实，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拣选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神拣选

的目的。这在后来神藉亚述和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就很明显。“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

拿我惱恨的杖。”(赛 10:5) 

 

蒙保守的大卫 

 

从创世记中我们看到神如何保守祂所拣选以成就祂旨意的人。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约瑟身上我们都看见神的作为，不仅保守他们，更藉着这些事件来教導祂所拣选的人。从

出埃及以降，神将对亚伯拉罕个人的保守，扩张至家族甚至於整个以色列民族。 

 

在大卫身上，我们更看见神一次又一次的保守，恩典满溢的作为： 

大卫在邝野牧羊 (撒上 17:34-36) 

大卫战哥利亚 (撒上 17) 

扫罗欲杀大卫 (撒上 18:10-11, 18:17, 19:10-12, 20:30-31, 23:10-14, 23:24-29 ) 

大卫不杀扫罗 (撒上 24:1-7, 26:6-12) 

大卫寄居於迦特王亚吉 (撒上 21:10-13, 27:1-7, 29:4-11) 

大卫救基伊拉 (撒上 2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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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欲杀拿八 (撒上 25:21-30) 

大卫追赶亚玛力人 (撒上 30:7-15) 

 

寻求神的大卫 

 

大卫在旧约历史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神所拣选要成就祂旨意的人。同时，大卫

也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榜样。他不是在道德上完美无缺的人，但他是全心全人寻求神的人。

尤其从诗篇中，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如何将他自己完完全全摆在神面前。不仅仅是在危难的

时刻，或是他心中充满挣扎的时候(诗 22, 31, 41)，也在他犯罪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诗

51)，我们都看见他对神的真诚的敬拜和赞美(诗 21)。他也对神的名大发热心： 

 

(撒上 17:45-47) 45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

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46 今日耶和

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

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47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

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

手里。” 

 

大卫之约 

 

大卫之约是指神通过先知约拿单对大卫的应许。这是神和大卫之间所立无条件的约，通过

此约，神应许大卫和以色列弥赛亚(耶稣基督)将来自大卫的家族和犹大支派，并且将建立

一个永存的国度。大卫的约是无条件的，因为神没有将任何顺服的条件放在约的实现上。

确保所立之约仅仅依赖于神的信实，完全不依赖于大卫和以色列的顺服。 

 

(撒下 7:4-17) 4 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 5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

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 6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

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

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

柏木的殿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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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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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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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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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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17 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默示，

告诉大卫。 

 

虽然以上的经文没有出现“约”这个字，但大卫非常清楚地了解神的应许就是一个约 

 

(撒下 23:1-7)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膏的，

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 2 “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 3 以色列的

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 4 他必像

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 5 我家在神面前并非

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

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 6 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它。 7 拿它的

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久它必被火焚烧。” 

 
5 我的家在神面前不正是如此吗？神与我立下永远的约，这约稳妥可靠。(现代译本) 
5 我的家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吗？他与我立了永远的约；这约安排了一切，稳固妥当。(新译本)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神对大卫讲话，神也透过大卫说话。代表大卫不仅是神所爱的，是

神所拣选的君王，他也是神的先知。大卫是君王又是先知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先知不是

正式的政治单位，但是随着君主制的延续它的角色将有明确的定位。尤其是先知有权挑战

君王。但是，如果大卫既是君王又是先知，将这两个角色合而为一，那么就更难对大卫的

统治提出正当的反对。因此，《撒母耳记下》第 23 章中的诗歌不仅是大卫的赞美诗，无

形中也巩固他的政权。但是，大卫和他的后裔的统治有像这诗中所描写的吗？答案是否定

的。那大卫为什麽说：“我的家在神面前不正是如此吗？”又说：“神与我立下永远的

约，这约稳妥可靠”呢？ 

 

合神心意 

 

大卫在圣经中遥指在他的后裔中那位将要来的君王先知和祭司的耶稣基督。在以色列历史

上，大卫是那位带领百姓打败列邦，战胜仇敌的得胜者。这也遥指耶稣基督是战胜仇敌-

撒但-的得胜者。但是，更重要的是，神藉着大卫要教導我们什麽是“合神心意”- 1）认

清自身罪的本性并需要主的救恩；2）无论什麽景况完完全全的依靠顺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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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51） 
6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 
7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8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9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10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11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13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14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15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所罗门 – 蒙祝福的王 

 

耶和华所爱的 

在大卫的众子中，耶和华喜爱所罗门，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

议。但这更显出神的恩典和怜悯的本性。神在大卫的众子中，拣选所罗门就像祂拣选雅

各，犹大，大卫一样，不是因为所罗门有什麽特别好，而是完全出於祂的自主的旨意。 

(撒下12:24-25) 24 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她同寝，她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

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 25 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

爱他。 

(列上 2:1-4) 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 2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

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 3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

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

往何处去，尽都亨通。 4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

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起誓而立的王 

 

(列上 1:28-31) 28 大卫王吩咐说：“叫拔示巴来。”拔示巴就进来，站在王面前。 
29 王起誓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30 我既然指着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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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31 于是，拔示巴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

王万岁！” 

 

在继承大卫的王位的过程中，所罗门似乎是一个隐藏的角色。他面对哥哥亚多尼雅的诸多

行动，他没有去找母亲拔示巴，也没有去找父亲大卫，更没有找拿单、比拿雅和其他的人

建立另一个团体，商议应对策略。在这场危机中，他没有任何作为。这时候的所罗门，可

以类比大卫当年如何应对扫罗，把自己完全交在了神手中，即使是神应许要给自己的，也

不凭着自己的想法和手段获取，愿意等待神的作为和时间。他将自己交在了耶和华的手

中，既然神已经选定了自己，那么等着看神是怎样成就的就好。神在他身上实现了神的应

许。这时候应该是所罗门一生中灵性的顶峰状态，对神坚定信靠。 

 

求智慧的王 

 

所罗门求智慧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他有一颗谦卑敬畏神的心，所以神賜給他超乎他所求

和所想的。所罗门求的是“可以判断，辩别是非”的心。英文的 The Message Bible 

(Eugene Peterson) 翻译为 “聆听神声音的心”。 

(王上 3:4-8) 4 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

千牺牲做燔祭。 5 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

你什么，你可以求。” 6 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

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

正如今日一样。 7 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

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8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 9 所

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王上 3:10-14) 10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11 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讼， 12 我就应允

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13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

个能比你的。 14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

你长寿。” 

(王上 4:29-34) 29 神赐给所罗门智慧、极大的聪明和广大的心，好象海边的沙那样无

限无量。 30 所罗门的智慧大过所有东方人的智慧，大过埃及人的一切智慧。31 他比

万人都有智慧，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和玛曷的三个儿子希幔、甲各、达大的智慧。他

的名声传遍了四周列国。 32 他说了箴言三千句，他的诗歌有一千零五首；33 他讲论



救恩的进程  Page 7 of 7 

 

 

泉谷华人宣道会主日学 

 

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木到生长在墙上的牛膝草；他也讲论走兽、飞禽、爬行的动

物和鱼类。 34 万族之中和地上列王之中，听闻所罗门的智慧的，都有人来听所罗门

的智慧。 

 

求智慧的王 

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是发自内心真诚的祷告(王上 8:22-53)，在之后对百姓的祝福也是一样

(王上 8:54-61)。他的心得到神的悦纳，神因此在一次向所罗门显现并应许将他所建的殿分

别为圣好与百姓同在，也再一次应许所罗门以色列的国位永存，只要他“像大卫那样，存

诚实和正直的心在我面前行事为人，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王

上 9:4)。 

可惜的是我们看到“4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偏离了神去随从别的神。

他的心不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完全归于耶和华他的神。”(王上 11:4) 这让我们再一次看见

罪的网箩捆绑神所拣选并祝福的人，这样的循环似乎是永无止境。 

(王上 11:9-13) 9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曾经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

华以色列的 神。 10 耶和华为了这事曾经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的神，可是他没有遵

守耶和华吩咐的。 11 耶和华对所罗门说：“你既然作了这事，不遵守我吩咐你的约

和律例，我必夺去你的国，把国赐给你的一个臣子。 12 然而，为了你父亲大卫的缘

故，我不会在你有生之日作这事，我要从你儿子的手中把国夺去。 13 只是我不把整

个国家夺去，为了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又为了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的缘故，我要

给你的儿子留下一个支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