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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大衛早年的王國—撒母耳記下和歷代志上  3/4/18 

 
序言 

在希伯來的聖經中，撒母耳記上、下原屬一書。撒母耳記下延續大衛的傳奇，它的主要內

容記載大衛早年的王國。因為記載的內容、時間相似，撒母耳記下應該與歷代志上10-29並

讀；其中主要的差異在於撒母耳記下焦點在於大衛的歷史，而歷代志上強調他在這段日子的

屬靈生命和他的屬靈生命對以色列王國的影響。請試著比較撒母耳記下6章和歷代志上13-16

章。（試想前者記下個人家中所發生的事，而後者記載他信仰生活以及他與神同在的心如何

影響他的家庭。） 

Ⅰ大衛的加冕典禮 

Α. 掃羅的死和大衛的態度（撒下1） 

聽到他的敵人－掃羅的死，大衛不但沒有大肆慶祝，反倒誠心地為他哀悼。撒下1：18-27

「鞠躬之歌」被後人認為是舊約中最美麗、寶貴的詩之一。一般人或者可以想像大衛為他的

好友約拿單吟詩稱讚，也可以了解大衛筆下毫不留情地譴責那無理、妒忌的敵人。然而大衛

卻沒提到半點被掃羅迫害的情景，甚至稱他為"大英雄"；大衛可以做到這個地步，可見他把

心、情、和意志全交給  神，因此  神把他心中的憂苦完全挪開（來12：15）。大衛的其他

詩詞，有些在表面上是詛咒的（imprecatory）、仇恨的，其實並非出自他個人的私心，而是

針對那些侮辱、藐視  神的人。大衛畢生對仇敵的愛心和以善報惡的見證處處可尋。 

人的品格不單是從他在苦難中的忍耐和在各種不公平及逆境中的考驗時，沒有

苦毒之心顯露出來，從他的成就上也能展露。從撒母耳記下中，我們可以看見

大衛各樣的品格特質；譬如正直、慷慨、寬容、對朋友的熱情及對  神和祂的

受膏者的尊敬等。 

Β. 大衛在希伯倫作猶大王及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作以色列王（撒下2：1-10） 

掃羅死後，大衛並沒有急著要掌權登位，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他誠懇向  神祈求指引。

（2:1）他的成功，從頭到尾，完全在乎他對神單一信靠的心。（每當我們讀到大衛"求神的

旨意"時，大家不妨在那頁的空位注上"禱告"二字，幫助記憶。） 

大衛在禱告後得到  神的指示，他隨即前往希伯倫，接受加冕，成為猶大王，統管巴勒斯

坦的南方。 

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被掃羅的元帥尼珥的兒子押尼珥在瑪哈念推立為王，"伊施波設"的字意

為"巴力之火"或解釋為"恥辱者"。這拒絕大衛為王的行為造成十二支派的分裂和七年半的內

戰（撒下2:11；3:1；5:5）。如果大家注意，便可以發現到：大衛並沒有反對掃羅之子的登

基，他內心知道  神的應許，耐心等候  神的時間。 

你願意在困擾的情況下耐心等候  神的時間嗎？ 

C. 七年內戰的主要人物（撒下2:11-3:39） 

以色列這段內戰的經過，實在有點混亂。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反倒可以更體會到大衛詩詞

的屬靈深度。讓我們一起仔細看看在七年內戰中的主要人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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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押尼珥將軍－伊施波設的舅舅 

押尼珥雖然推舉了掃羅的第四兒子伊施波設為君王，但實權仍掌握在押尼珥手上。一

些與大衛的磨擦往往都是由押尼珥引發，然而"大衛家日漸強盛，掃羅家日漸衰弱。"（撒

下3:1） 

 2.約押將軍 

押尼珥的強敵正是大衛姊姊洗魯雅（歷上2:16）的兒子約押。約押支持大衛（撒下

10:7-13）、忠心維護大衛的利益（撒下14），甚至於奮不顧身（歷上11:6）；他也善於

管理國政和統領軍隊，可惜的是他忙於事奉人多於事奉  神。故此約押不僅沒有幫助大衛

更加親近  神，反倒使他在  神面前犯罪。（撒下11） 

 

今日的我們也要防範一些對我們有不良影響的朋友；雖然表面上他們很有

才幹，也對我們頗有幫助，可惜他們往往引我們走入罪的漩渦。 
 

3.押尼珥和約押 

如果我們細心觀察，就可以發現押尼珥反而比大衛的將軍約押配得讀者的敬仰。 

例如押尼珥是因情勢逼迫，才於公平博鬥下把約押的兄弟殺了；但約押卻心懷仇恨，用狡

猾的詭計暗殺押尼珥（撒下3:22-27）。大衛得知此事後並沒有怕得罪掌握軍權的約押，

反而公正地指責他的過錯，並要求約押為押尼珥追悼（撒下3:28-39），從而嬴得了民心

（撒下3:36）。 

Ｄ. 伊施波設被暗殺（撒下4） 

押尼珥一死，伊施波設大勢已去，難逃惡運，被身旁的兩位狡詐的官吏暗殺於床上。

他們本以為如此行一定可以在大衛的面前立大功，但想不到大衛性情忠厚，不忘與掃羅、

約拿單的舊情意；發怒譴責，而將此二位大臣斬首。大衛對  神忠實的心堅定不移，  

 

你曾否用不老實的手段去嬴得升職？你對  神的信心是否和大衛一般強？

你是否耐心等候神的安排，用誠樸、真材實料去嬴取你的獎賞。 
 

Ｅ. 大衛的正式加冕典禮—統一以色列（撒下5:1-3；歷上12:23-40） 

1.大衛被以色列人公認為王 

伊施波設一死，以色列其餘的部落群龍無首，自然地向大衛降服。當 神恩膏大衛時，

他才16歲，而他統一以色列時已經38歲。在這22年裡，他經歷了種種的榮耀和羞恥，而其

中的14年更過著逃亡的生涯；但大衛卻沒有埋怨，只是耐心等待神的時間，神終於把最甘

甜的果實賞賜給這忠心的僕人。 

 2.加冕典禮 

在這個盛大的典禮中，大衛的情緒必定澎湃洶湧，他等了這麼久終於看見萬民一致的

支持他（歷上12:38）。他們為此大事慶祝整整三天！大衛在慶典完畢時，給眾人和自己

訂下公義行為的準則。詩篇101篇很有可能是在這段時期寫的，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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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大衛的首都—耶路撒冷 

Ａ. 征服耶路撒冷（撒下5:6-10；歷上11:4-9） 

耶路撒冷城（或稱耶布斯城）座落於鍚安山上的大平原，海拔三千多公尺高，四周有高牆

和塔，被認為是一個攻不下的城池；這保壘一直掌握在迦南人手上，成為南北國統一的大障

礙。當時耶布斯城人向大衛挑戰說：「你若不趕出瞎子、瘸子，必不能進這地方。」（撒下

5:6）          大衛並沒有受到這些阻礙影響，反而宣布：凡是先攻進耶路撒冷者必被封為

總將軍；結果約押領兵，混水路成功地征服耶城。此秘密的水道於1867年被 St.Charles 

Warren 發現，後來又於1922年再次被證實。日後此城堡就為成為"大衛的城"，它既不屬於南

國也不屬於北國，很自然地得到民眾的接納，成為以色列的首都。大衛得到耶路撒冷後，對

於防範非利士人有了更進一步的保障。現在的耶路撒冷城為公認為聖城，其根源就是起於大

衛時代！今天”錫安”和 “耶路撒冷”已經成為基督教中的宗教術語同時也是基督耶穌和祂

的教會最終得勝以及天堂、神的子民未來要居住的地方的記號 

舊約中 神對大衛或他的子孫關於耶路撒冷的應許，有些至今尚未應驗。 

Ｂ. 耶路撒冷成為敬拜  神的中心點 

 1.約櫃被帶進耶路撒冷（撒下6；歷上13） 

自從耶路撒冷被收回後，大衛迫切地想將  神同在的象徵—約櫃，帶到首府，把耶路

撒冷設成敬拜上帝的中心點。但當時  神的約櫃還放在基列耶琳（Kirjath-jearim）（撒上

4-7:2），大衛必須把它運回來。除了掃羅王的四十年間約櫃被忽略以外，自從以利作士

師以來的七十年，每逢作戰，以色列人必把約櫃抬到戰場上（撒上4）；約櫃成為  神與

以色列人同在的象徵。正因如此，大衛更需要把它帶到一國之都，把  神的殿建立在以色

列國的正中心，好讓人民可以同心一意敬拜 神。 

在你的生活中，你是否也願意把  神放在你的心窩和家庭的軸心呢？ 

約櫃本為一木造的箱子，約三尺長二尺寬，放置在二塊大石頭上；它的蓋子又稱為施

恩之座，是用純金鍊成的，並且有二個真金造的基路伯（Cherubim）坐在其二端，兩目相

對，觀看施恩之座（關於約櫃詳細的記載可以參考—出25:10-22和申31:26）。在摩西和

所羅門的時代，神以光輝的彩雲顯現在約櫃之上，象徵祂的同在（出40:34-35；歷下

5:13），因而約櫃就是至高無上聖潔的代表。    為要強調約櫃的重要性和聖潔，大衛召

集了三萬從各地各省的代表來參與這搬運的事工（代上13:1-8）。大衛王預備了隆重的典

禮來迎接 神同在的代表—約櫃（代上13:8）。可惜的是，大衛忽略了去尋找  神的律法

書，不知道其中詳細地記錄了如何去敬拜  神、搬運約櫃等等。根據  神的旨令，只有利

未支派中的哥轄人才能抬約櫃，其他人不可碰觸，以免得罪  神而死（民4:15-20）。 

大衛對  神的熱心雖然得到不少後人的敬佩，但他和我們一樣也在此事上

學了一堂寶貴的功課—我們要敬拜、服事  神時，唯有依  神所定的方法行

事，不可自以為是。事奉神的方法已明明白白地記錄在聖經上了，我們之所

以不了解是因為我們不去讀（太22:29）在我們今天的教會，領聖餐可能是

最聖潔的敬拜之一，可是觀察我們周遭的人，往往把這聖事草率了，失去聖

餐代表的意義。請參考林前11:18-32。此外，在我們信仰的生活中，我們是

否像烏撒一樣，自認為  神的約櫃需要我們的扶持，以免它會受到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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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大衛對  神的管教感到懷疑與氣憤，他的本意是要把  神的約櫃千里迢迢的運回

耶路撒冷，本不應受到任何阻難，但為何  神卻向烏撒發怒、擊殺他呢（撒下6:6-11）？

三個月後，大衛終於明白了自己的疏忽（代上15:2，12-15），於是更加謹慎地籌備和挑

選適當的人選，各按其職，全心全意地迎接約櫃（代上15）。大衛為此事大大興奮，一連

多日；此事在詩篇96篇中有詳細描述，這也是以色列人靈命的轉捩點。從此各部落每年三

次前往錫安山朝聖。起初約櫃只放在一個帳棚內（撒下7:2）後來被移置到所羅門王為  

神所建造、裝璜華麗的宮殿中。 

      

2.崇拜的組織 

   大衛王從此開始栽培人民去獻唱聖樂，並常常舉行大型的崇拜儀式；他設立了廿四個

音樂部門，亞薩（Asaph）就是其中一位傑出的音樂家，其作品包括了不少詩篇中的詩詞

（代上16:5-6；25:6-7）。此外，大衛也安排了多組的祭司來負責每年到聖殿的朝拜（代

上16:4；23:27-32），並且設立了財務部（代上26:20-29）和律法部（代上26:29-32）。 

 

Ⅲ神與大衛立約 

Ａ. 大衛願為約櫃建一新殿宇（代上17:1-4） 

自從大衛統一南北國後，他念念不忘  神的恩典；他眼看自己居住豪華的皇宮、家財萬

貫，而  神的約櫃仍然放在帳棚內，不禁自嘆：「我怎麼可以只顧自己的享受，忘了神的約

櫃…」。因此，大衛決心要為  神建造一座壯麗的新殿來安放約櫃以榮耀神（撒下7:2）。神

雖喜悅此事（撒下6:8），可是大衛本人是位血氣之士，所以  神挑選了他性情溫柔敦厚的兒

子—所羅門為祂建造（撒下7:12-14）；雖然如此，神大大地祝福大衛的心願，與他立約。 

 

在我們的生命道路中，只要我們真心敬拜  神，即使我們所做的並不見得完

全符合祂的計劃，祂也往往因我們所獻出的一點點而大大地賜福予我們。 
   

Ｂ. 神與大衛的子孫們立的約（撒下7:8-17） 

我們要特別小心地去讀聖經，因為很多內容並非可以直解。其中有些預言並不是指不久的

將來，而是長遠的事。例如撒下7:12-16，表面是指著所羅門王而言，但他的王國並沒有永不

敗亡。後人才明白這章節，原來是預表耶穌基督的國度，而且這詞句不斷反覆地在新、舊約

中多次出現（詩45:6；72:5-8、17；89:35-37；賽9:7；但2:44；路1:32-33；來1:8；啟

11:15）。 

 

其實這些預言對我們來講也是將來的事，我們要耐心等待大衛的子孫耶穌基

督的再來，穩站橄欖山上（亞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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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大衛的征討 

收回耶路撒冷只不過是大衛霸業的開始，為了要穩固他的王國，大衛必須征伐其他的鄰

國，其中包括了一些強大的敵人。其實這些都是  神的安排，神賜大衛具有領袖的智慧，再

加上大衛的順服，神把他的敵人交在大衛的手中。起初大衛立國僅有六千平方哩，但至大衛

臨終時，他的領土遠超過六萬平方哩；正如  神當初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詩篇144:1，大衛強

調他的成功全因  神的同在，神給他力量並親手教導他作戰。 

 

Ａ. 西邊的非利人士（撒下5:17-25；代上14:8-17） 

1.大衛在戰場上的勝利，使得從前的敵人也效忠誠於他 

（請參考代上12；撒下15:18-19、21） 

2.大衛在戰場上所學到的屬靈功課 

   我們身為基督徒也常常面臨屬靈上的爭戰，但聖經教導我們要依靠  神的力量（弗

6:10-18）。我們可以從大衛的事蹟，學習到以下四點功課： 

 

a.大衛的禱告 

  當非利人士聚集在利乏音（距離耶路撒冷西南方三英哩）準備攻打耶路撒冷時，大

衛坦然無懼地在大眾面前求  神給他對此戰的旨意（撒下5:18-20）。這種期待  神的

旨意的態度多次重復記載於撒下5:22-23。 

 

請問你面對順、逆境時，是否先祈求  神的指示呢？ 
 

b. 神的回答 

在大衛的霸業中，神擔任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如經上所記載"神藉我的手沖破敵

人，      如同水沖去一般。"（代上14:11）。如此事實的回應，著實讓人對  神的

信實無可推     諉。數百年後，先知以賽亞再次用這般話鼓勵以色列人要相信神的拯

救（賽28:21）。 

 

請大家數算過去  神對我們的拯救，我們該如何去面對現今的挑戰？ 
 

c. 神的命令 

大衛順服  神的命令（申7:5、25），把一切敵人的偶像焚燬（代上14:12）。約翰 

一書五章廿一節中說 ”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  

 

 請問你有沒有順服  神的命令，也把你生命中的偶像焚燬呢？ 
 

d. 神的勝利 

      大衛得勝，使全國人民看見  神的榮耀及  神與大衛的同在（代上14;17）。 

 

      基督徒在患難中得勝可以使  神的榮耀彰顯，吸引未信者來尋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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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南邊的以東（撒下8:13-14） 

 

     大衛的勢力日漸擴大，自征服以東後，地域更伸展至阿卡巴灣（撒下8:13-14；詩

60）。 

  以東人自稱如石般剛硬的首都，也落在大衛的手中。 

 

Ｃ.征服東邊和北邊 

     1.摩押人（撒下8:2） 

     2.瑣巴人和敘利亞人（撒下 8:5-12） 

     3.亞捫人（撒下10-11:1；代上19） 

 

當哈嫩接任為亞捫王時，大衛好心派遣使者前往祝賀，竟然被他侮辱，因而也引起了大衛

與亞捫人的一場漫長又危機重重的戰爭。當時亞捫王求得瑣巴王哈大底謝的聯盟， 因而勢力

龐大；可是  神與大衛同在，他先後征服了這兩個國家。我們可以從這兩次戰役中看到大衛

的人格和領袖才能。大衛不忘過去別人的恩惠（撒下10:1-2）並且關心尊重僕人們，使他們

不被羞辱（撒下10:4-5）。 

大衛在戰場上幾乎是百戰百勝，可以算是以色列國最成功的君王。但在他戰場得意時，罪的

悲劇卻偷偷地紮根；後來大衛知錯認錯，神因此而寬恕他。下次讓我們一起來了解大衛這段

可悲的日子和他認罪的經過。 

 

在你現今的生活圈子當中，你如何對待你的敵人呢？是有仇報仇嗎？你是否願

意等待 神的時間與安排呢？完全相信祂一定會使你得勝有餘？ 

神是否作你一家之主？你願意凡事求祂的心意，尊祂為你家的主嗎？ 

你有沒有因為  神回答你的禱告，而受到鼓勵和信心增加的經歷呢？ 

如果你正在志得意滿時，以為自己已"做得不錯"，把  神所交託忘了，請小

心，不要被試探所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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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討論日期：3/11/18 

 

第一天：讀上週發的講義及其中所提到的經節。 

1.  請分享你讀了講義以後的心得，那些信息給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   讀撒母耳記下11-12及詩篇32及51章  

2. a. 什麼是造成大衛犯罪的首先因素﹖  

 

 

   b. 敘述大衛從犯罪的念頭到變成罪行的墮落經過﹖ 

 

 

 

3. 從詩篇第32篇中的那幾段經文顯示當大衛的計謀得懲以後，他覺得非常不愉快。  

 

 

4. 從下面三段經文中，你對人的悔改及神的原諒學到什麼功課﹖ 

    a. 撒母耳記下第12章:  

 

 

    b. 詩篇32章  

 

 

    c. 詩篇51章   

 

 

5. a. 舉出三個拿單預言犯罪的後果   

 

 

    b. 當第一個預言實現時，大衛的反應的如何﹖  

 

 

    c. 大衛面對神的處罰的態度與彌迦書7:8-9及18-19的經文有什麼相似之處﹖ 

 

 

 

第三天及第四天讀撒母耳記下13-21  

(請先看題目，並且注意大衛在處理押沙龍及暗嫩事件時所犯的錯，大衛面臨困難時的忠心朋

友，及大衛沒有苦毒的意念及完全依靠神的信心)   

6. a. 為什麼大衛在處理押沙龍的事件上表現得軟弱(以一個士師的身份)，並且拒絕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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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比較大衛在撒母耳記上18:16及撒母耳記下15:1-10中的表現，說明大衛的跟隨者缺少了什

麼，而給押沙龍成功的機會﹖  

 

 

7. 從撒母耳記下15-17章中，以大衛的朋友來顯示大衛的個性，舉出朋友的名字及每一個朋友真

實友情的表現。  

 

8. a. 那一位大衛最傑出的謀士加入押沙龍為叛黨﹖  

 

    b. 大衛對他如何的禱告﹖ 

 

    c. 神如何成就大衛的祈求﹖  

 

 

9.  當你讀今天的經文時，請指出那些經文顯示大衛在如此困苦的情形之下仍然願意順服神，依

靠神及愛護跟隨他的人  

     a. 順服神               b.  信靠神    c.  愛護跟隨他的人  

 

 

第五天  讀撒母耳記下22，23:1~23 及歷代志上11  

10. 從撒母耳記下22-23:8中 舉出經文顯示  

     a. 大衛對神的態度及大衛與神的關係  

 

     b. 神對大衛的仁慈  

 

11. 比較在撒母耳記下23所記載的勇士及撒母耳記上22:1-2的群眾  

       a. 你對那一個故事有最深刻的印象  

 

       b. 你如何解釋如此的改變  

 

c.  你是否相信，神也用同樣的方式改變我們？ 

 

第六天  讀撒母耳記下24 及歷代志上21, 22 

12. 從歷代志上21章中，舉出大衛對神的態度是我們很好的模範   

 

13. a. 大衛所購買的土地，在以後的歷史上有什麼特別的用途？ 

           (參閱歷代志上21:18-22:2及歷代志下3:1)  

 

b.  你是否記得亞伯拉罕在摩利亞山上所發生的事情  

 

14. 歷代志上22章，記載大衛的改變及他為所羅門的代禱，那一段經文給你最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