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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課   大衛的罪與神的懲罰   3/11/18 

 
I. 大衛的罪 - 撒母耳記下 11 - 12 

A. 導至大衛犯罪的起因 

像大衛這樣屬神的人很少會突然中斷與神的交通而犯如此的大罪。 歷史中記載人的過

失，通常始於所謂的偶爾失去與神同在的小失誤﹐ 然後幾次 “小的”似乎神都沒有注意到的

不順服神，不理會聖靈的提醒的行為﹐最後演變成不可挽回的大罪。這很可能就是當年大衛

的犯罪的寫照, 在此之前, 大衛一直過非常敬虔的生活﹐從詩篇中可以看出他與神同行, 經

歷神的同在, 當大衛犯罪的時候也正是他的事業達於最高峰的時期﹐那時他戰勝了無數敵人, 

如歷代志上14:17 所說﹕“ 於是﹐大衛的名傳揚到列國﹐耶和華使列國都懼怕他。”又如歷

代志上18:13“大衛無論往那兒去, 耶和華都使他得勝。”也在那時候大衛儲存了大量的金銀

銅準備為他的神建聖殿 (18: 7 - 11)。 大衛的成就使他漸漸陷入驕傲之中﹐且他隨從當時

的一夫多妻而不順從神的律法, 又不去履行出戰的職責. 撒下11:1記載 “到列王出戰的時

侯,大衛又差派約押率領臣僕和以色列眾人出戰,大衛那時仍住在耶路撒冷。”他也逐漸為自

己聚斂財寶,而忘記了神在申命記17:16-20 的警告。 

當我們受到神的祝福, 在教會事工, 生活或事業上有所成就時, 就應當常常

保持儆醒, 防止撒但的趁機攻擊, 切記時時與神同行, 避免慢慢地偏離神的教

導﹐而犯了違背神的大罪. 

B. 大衛的罪 

1.  思想階段  -  撒母耳下 11:2 

在整個事件過程中, 拔示巴並非完全無可指責的.在此節經文裡, 神譴責拔示巴的不莊

重, 自我暴露, 和挑逗的行為.大衛遇到這種情況並沒有像他以往對付戰場的敵人那樣, 

為此事向神禱告, 求神帶領. 而是選擇放縱自己的情慾.其實在大衛心中動了淫念時, 他

已經犯罪了. 經上說 ”凡看見婦人就動淫念的, 這人心裡已經與他犯姦淫了”.（馬太

5:28）然而, 不論我們遇到那一種方式的試探, 譬如性的誘惑, 姦淫, 沮喪, 自殺, 害

怕,嫉妒, 仇恨. 圖謀惡計, 神都可以幫助我們從這些試探中得到釋放. 但是得勝這些試

探的先決條件是立刻把它帶到神的面前, 由聖靈的力量來攻破這誘惑, 否則它在你心中就

會形成一種強烈的慾望, 使撒旦得逞（林後10:4）我們確知的是從大衛的時代到今天我們

的世代, 神的誡命永不改變, 十誡中,神已經明明昭示”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 也不可貪戀

人的妻子, 僕婢, 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記20:17） 

 

2.  大衛的首次行動 - 撒母耳下 11:3-4 

大衛請人去打聽並接拔示巴入宮同房, 這種行為本身，以當時他所處的君王地位而言

並非不可接受的.  然而, 作為一個認識神並蒙神恩典的人, 決不能滿足于停留在公眾的

生活道德準則中.加拉太書 1:4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 要求我們脫離

這罪惡的世代."  我們就不能僅僅用屬世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我們的言行, 也更不能存僥倖

的心理, 心想 “也許就這一次, 神也許不注意”, 為自己的慾望找藉口, 連大衛這樣蒙神

祝福的君王, 也不能逃避因罪而帶來神對他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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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衛第二次行動 - 撒母耳記下 11:5 - 27 

烏利亞不是以色列人, 是赫人.  但他像路得一樣, 他選擇了投身于神所帶領的以色列

人, 非常忠於職守, 在征戰期間即使回鄉述職﹐也不回家與妻子同房 (撒母耳記下 11:5 

- 13).  這樣就使得大衛無法去掩飾他的罪過, 只好用更大的罪 (設謀使烏利亞死于戰

場) 來掩蓋前一次所犯的罪.  暗中指令約押讓烏利亞死于戰場﹐幾乎等于謀殺, 儘管他

自己沒有直接去殺烏利亞.   

  

我們應當時常保持儆醒, 是否有什麼罪還處於萌芽階段, 應該趕緊處 

理, 免得以後犯更深的罪. 
 

C.  大衛的罪受到內在的譴責  - 詩篇 32 

大衛在犯罪後﹐是否覺得他所認識的神可以讓他免受因犯罪所應得的懲罰﹖ 起初, 從

外表看來好像確實如此. 在大衛犯罪後一年多的時日, 神一直保持沉默, 等待大衛主動的

悔改. 神的沉默並沒有使大衛享受到他與拔示巴在一起的歡樂. 其實他的心靈一直在受折

磨, 害怕他的罪惡被人揭露.  詩篇 32:34: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侯, 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

乾,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液耗盡, 如同夏天的乾旱." 儘管如此, 大

衛還是不願意真誠地回到神的面前認罪悔改.  神的等待﹐並不意謂神容忍罪永遠地被掩

蓋而不受譴責和懲罰.  神最終派遣先知拿單來譴責大衛。 

 

D.  大衛的罪受到公開譴責 - 撒母耳記下 12:1 - 15 

1. 大衛對自己罪的無知 - 義正辭嚴譴責他人- 撒母耳記下12:5 - 6 

有時看起來很奇怪, 像大衛這樣與神有親密關係的人, 竟然看不到自己的過失, 反而

義正辭嚴地譴責他人.   

 

想想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不也是經常為一篇精湛的講道喝彩歡呼, 雀躍不

已, 可是我們應用了多少這樣精彩的教義到我們的每日生活, 工作中來解剖

自己的罪呢 ?  我們善於評擊政治的骯髒, 共產主義的專制,種族主義的暴

行, 淫亂的醜惡, 然而我們卻經常看不見自己的陰影, 驕傲,怒氣, 嫉妒, 

等等所造成的言語, 行為的過失.  其實在神眼裡, 罪就是罪, 無論大小, 

都是不蒙神所喜悅的. 我們只有把它帶到神面前, 求主饒恕潔淨, 才能恢復

與神的相交, 做神所喜悅的器皿, 為主廣傳福音, 榮耀主的名. 
 

2.  大衛的罪讓耶和華的仇敵得到褻瀆神的機會 - 撒母耳記下12:14 

拿單對大衛說:" 只是你行這事, 讓耶和華的仇敵大得褻瀆的機會..." (撒母耳記下

12:14).  讓我們經常保持儆醒, 我們的教義是正統的. 然而, 如果我們看不見我們的罪

和過失, 經常表現出缺乏誠實, 暴躁, 粗言, 自私, 驕傲, 等. 非基督徒從我們身上不但

沒有看到神的恩典, 反而給撒旦機會來褻瀆我們的神, 阻撓更多的人歸向主.  這是何等

的罪過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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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衛的罪得到不可逃脫的後果 -  撒母耳記下12:10, 14 

當神的兒女犯了罪, 我們必須到神面前認罪, 求神的饒恕和潔淨, 使我們能再次親近

神, 與神同在.  然而, 我們所犯的罪仍然會有不可避免的後果.  拿單預言大衛的罪帶來

三個不可脫逃的後果: 一: 刀劍永不離開你的家..., 二: 在你面前把你的妃嬪賜給別人; 

他在日光之下就與他們同寢. 三: 你的孩子必定要死. 這些預言逐一在大衛後來的生活中

得到印證.（撒母耳記下12:10,12:14） 

 

II. 大衛的悔改與神的恕罪 

A. 大衛迅速且完全地認罪 - 詩篇51 

大衛的認罪是簡短, 迅速而完全的 (撒母耳記下12:13): "我得罪耶和華了."  與掃羅不  

同的是, 大衛不推卸責任, 不抱怨, 也不與神爭執他是否應受到這樣的懲罰.  他徹底地承認

自己的過錯,要求神的饒恕, 洗淨, 重新建立與神的親密關係. 詩篇51是深感人心的懺悔詩,

述說了大衛向神哭述悔過的一顆破碎欲裂之心, 求主重新引導. 這一點正反應了大衛屬靈的

偉大和他與神的親密關係. 

  

B. 大衛清楚意識到神赦免了他的罪 - 詩篇32 

在詩篇32篇和撒母耳記下12:20 - 23, 敘述了大衛在痛苦地完全認罪和祈求神的恕罪後,  

清楚地意識到神對他的罪已經赦免,儘管罪的後果造成了他與拔示巴的孩子夭折. 他明白了神

已經洗去了他所犯的罪, 便 "從地上起來, 沐浴, 抹膏, 換了衣裳, 進耶和華的殿敬拜" (撒

母耳記下12:20). 當我們犯罪後向神祈求赦免, 我們能否明白神的心意, 迅速地與神和好

呢 ? 

 

III.  大衛的罪帶來不可避免的結果 

當神自己來洗淨人的罪時, 一個清楚的,很美好的印證便是當被赦免的人與神的關係得以恢

復, 心中有說不出的平安, 沉重的負擔被解除. 然而, 罪人還必須認識到儘管他與神的關係得以

恢復, 但他還是要承擔他的罪所帶來的懲罰. 就如同一個有智慧的父親, 他總是在教導孩子成為

守法和社會上可信靠的成員.  當孩子不守法規而造成交通車禍事故時, 他可能饒恕了孩子的過

錯﹐與一個孩子恢復親密的關係, 但他或許會停止孩子開車一段時間, 或者讓孩子自己付部份經

濟損失﹐來教育孩子不守法規是會帶來後果的. 

 

A. 拔示巴孩子的死 - 撒母耳記下 12:14 - 31 

大衛在向神認罪並得到神的饒恕後, 他還希望神能免除對他與拔示巴通姦所生孩子的懲  

罰, 終日祈求禱告。然而公正的神卻對他說"不", 小孩死了. 大衛接受了神正義的懲罰 ,他

知道這是他的罪所帶來的結果. 儘管這是很痛苦的, 但神已經赦免了他的罪, 還是會提昇他

進入天國的. 很多人沒有認識到, 無論神赦免了你的罪與否,遲早你要面對罪所帶來的後果, 

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B. 大衛家中的刀劍 - 撒母耳記下 13 - 18 

這幾章描寫了大衛生活中最黑暗最悲劇的幾年.  大衛所犯的罪在這時候得到報應和懲罰.

大衛在他犯罪時所要極力隱瞞的惡行, 卻在他的後代們一一重演, 而大衛卻無力制止他們.大

衛的長子暗嫩強姦他同父異母胞妹, 就如同大衛對待烏利亞的妻子拔示巴一樣 ( 撒母耳記下 

13:10 - 15).  這場家庭災難剛過, 大衛所寵壞的兒子押沙龍, 為了復仇殺死了他的弟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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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 在大衛早期﹐他能自信地在國家事務和平息叛亂等重大事件中起領袖作用. 然而卻無法

去制止他自己家人的罪行。這種自食惡果的故事在聖經出現了多次 ! 雅各對他父親撒謊 - 

後來他兒子對他撒謊就是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不要抱怨別人對不起我們, 而應該反省一下自己是否也曾經對神對人如

此的冷漠, 忘恩負義？ 對父母撒過謊, 背後議論人家? 我們現在的痛苦是否由

于我們先前的罪所遭到的報應 ?   
 

C.下面是幾點有關押沙龍的叛逆. 

1.  大衛對押沙龍管教的失敗 

押沙龍殺戮他哥哥暗嫩是拿單三個預言的第二次實現.  這個事件導致大衛王國一系列

內戰，直到押沙龍被殺死 (撒母耳記下 18). 押沙龍畏罪逃到加利利東邊流亡三年 (撒母

耳記下 13:38).  如照當時的律法, 押沙龍當被處死或至少長期流放.  然而約押知道大

衛對兒子押沙龍的軟弱, 便利用一位婦女磕頭之詭計使大衛准許押沙龍回來.  約押是一

個奸臣, 他設法滿足大衛的個人慾望, 但實際上卻削弱了他的正義判斷的領導地位.  大

衛的軟弱表現在他決定讓押沙龍不受懲罰地回來, 但又拒絕會見他. 這就意味押沙龍無需

嚴竣地面對他所犯的罪, 也沒人提供機會讓他在父前悔過, 更沒有得到他父親原諒赦罪的

保證. 正如當今世界許多父母一樣, 大衛害怕面對面與孩子談論他們的罪, 因為他怕孩子

們質問他自己先前所犯的類似的罪.  所以他採取一種軟性的懲罰方式 - 兩年不見押沙龍

的面 (撒母耳記下 14:28).  然後他又在押沙龍求見的壓力下沒有任何懲罰地會見了他.

這樣不但使押沙龍沒有機會認罪悔改, 反而使他更為傲慢,認為他什麼事都可以逃過去,             

直至篡奪王位. 大衛受限於他先前所犯的罪國人盡知 (儘管罪已被洗淨),這不但使他無法

管教押沙龍, 更使他遠離百姓.  押沙龍借此機會, 籠絡人心 (撒母耳記下15:1-11),最後

大衛被迫流亡. 

 

2.  押沙龍的天賦魅力 

押沙龍個人的天賦魅力, 美男子, 平易近人, 吸引人心等 (撒母耳記下 14:25-26, 

32; 15:1-6)給他的篡位帶來了很多幫助.   

 

天賦魅力可來至父母遺傳, 生活環境熏陶.  可助人成功, 也可使人變成

邪惡.  我們應當小心儆醒, 提防一些富有天賦, 口才, 阿臾奉承但缺乏正

直的人.  我們更應當警惕那些滿有魅力但藐視神和神的道的人.保羅提醒我

們在信仰上不要被那些花言巧語所迷惑而偏離我們真正的首領主耶酥基督 

(歌羅西書 2:4, 8). 
 

3.  大衛堅定忠誠的追隨者 

在大衛受災難的那些日子裡, 我們的神, 既允許這些苦難的發生, 也賜給大衛許多忠

心的朋友, 給他帶來難以言予的安慰.  大衛擁有從家人, 祭司, 和許多當地人的忠誠跟

隨和聽他的指揮 (撒母耳記下 15, 16, 17). 證明他有真正的領導才能也證明神特殊的恩

典, 這些跟隨者是冒了很大的危險, 如經上記載 "叛逆的勢存甚大,因為隨從押沙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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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日漸增多" (撒母耳記下 15:12).  然而這些跟隨者並不僅僅是只限於愛大衛而已, 

他們更知道神是與大衛同在, 跟隨大衛就可以與神同在.所以他們實際的風險是很小的.  

你是否曾經跟隨過神，和不被當今世界所歡迎的神的僕人 ?  

 

4.  大衛在逆境中對神的堅信和委身 

大衛對神的謙卑, 委身, 和信心在押沙龍叛變期間更加提昇。 他堅信神的約櫃應該被

送回耶路撒冷聖地 (撒母耳記下 15:25-27).  他禱告祈求神"使亞希多弗的計變為愚拙" 

(撒母耳記下 15:31).  神回應了大衛的禱告 (撒母耳記下 16:20 - 17:4).  如果亞希多

弗的計謀被採納 (撒母耳記下 17:1-4), 押沙龍也許成為勝利者.  但神卻讓押沙龍決定

採納戶篩的錯誤建議 (撒母耳記下 17:14).  像叛徒猶大一樣,亞希多弗死于自殺 (撒母

耳記下 17:23).  在另外一個場合, 大衛被示每咒罵, 誣蔑, 說他流掃羅全家的血。  然

而大衛並不讓他手下人去報復, 而是俯首接受認為這是神藉示每的口對他的指責, 並相信

神藉此指責會給他帶來益處 (撒母耳記下 16:10-12). 

 

5. 押沙龍的死和大衛因罪所帶來的後果 

押沙龍戲劇性的死: 他的馬離他而去, 他引以為榮耀的滿頭長髮﹐使他掛在樹幹上被

刺死 (撒母耳記下 18:14). 押沙龍的死給刀劍不離大衛家的預言的劃上了句號.   

當時大衛對因他的罪帶來的災難充滿了悲哀 (撒母耳記下18:33, 19:1-4).  然而, 他

很快地把這些個人的悲傷置于一邊, 擔當起真正的國家領導的職責, 把他自己的愛﹐投入

到跟隨他的人民中, 帶領他們再次富裕地生活到那個時代的結束.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神回應了大衛的謙卑, 委身, 悔悟, 和對神的不變的信

心.  儘管大衛從他自身所犯的罪，以及從他未能對孩子加以管教所造成的

罪，受了很大的痛苦, 神一直在塑造他﹐ 更加深了他與神的親密關係, 也

認識到了教育孩子的重要性.  他親自承擔了對幼子所 羅門屬靈方面的

培養教育 (歷代志上28-29). 
 

 IV.  大衛的頌歌 -  撒母耳記下 22 

大衛在撒母耳記下22章1-4節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永活真神的愛以及大衛畢生敬拜神的態度. 第

4 - 7節述說了大衛的遭難和禱告.  8 - 19節是感謝神對大衛的解救.  20 - 28節強調了神的屬

性和要求. 這首歌函蓋了神對大衛一生的拯救. 大衛為那不配得的恩典感謝神, 為上帝的教導, 

和在任何境況下賜給他的力量(30 -35)感謝神. 最後大衛展望將來, 其中一些預言直到大衛的後

裔主耶穌基督來後才得以實現 (44 - 49 節) 

 

V.  大衛購買建聖殿之地 - 撒母耳記下 24, 歷代志上 21:1 - 22:5 

A. 撒母耳記下 24 與年代順序不一致的解釋 

撒母耳記下 24章明顯沒有按照大衛生平的年代順序安排而放在比較前面的一部分. 據說

聖經的編者是為了與下一本引進所羅門的書的連結順序而把這一章放在撒母耳記下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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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衛自我意願的驕傲 - 撒母耳記下 24:1-9 

撒母耳記下 24:1 和歷代至上 21:1好像相互矛盾, 到底是神還是撒旦激起大衛去數點人

數做人口普查 ? 在聖經裡經常提到神去做或神讓誰去做. 實際上應該是神允許人去做, 因為

神並不試探我們 (雅各書1:13-15).  在這裡, 神允許大衛受撒旦的引誘去證明和揭露他心裡

的驕傲之罪.  儘管聖經裡沒有明確禁止人口普查, 但大衛的頑固堅持, 不顧約押的忠告, 顯

示了大衛內心的驕傲, 企圖自誇他所領導的王國的成長.   

我們基督徒不也經常自以為如何屬靈, 誇口如何有能力帶許多人歸主. 其實

我們人能有多少能力呢, 這一切不都是來自於神的能力嗎 ? 

 
C.  大衛的悔悟 - 撒母耳記下 24:10 - 16 

人口普查剛一做完, 大衛的看見了自己驕傲的罪. 在先知迦得奉神的差遣來到之前，他就

向神低頭認罪, 請求赦免.  大衛對神性的敏感與熟知也表現在他對先知所提供懲罰條件的選

擇 (撒母耳記下 24:13 -14), 他選擇了落在耶和華的手裡, 而不落在人手裡.  因為他知道

神的憐憫. 

 

D.  大衛愛護受災難的百姓 - 撒母耳記下 24:17 

無疑地, 當時全國都陷入普查之罪.  然而, 領導者總是負最大的責任.  無論是家長, 主

日學老師, 還是基督教領袖, 如你偏離了神的真道, 你的下屬, 家庭都得不到神的祝福.大衛

對他的百姓的愛護在此節也表現出來了. 他愛他的百姓勝過愛他自己（撒母耳記下 24:17 ; 

歷代志上 21:17） 

 

E.  大衛的奉獻 - 撒母耳記下 24:18 - 25; 歷代志上 21:23 - 27 

當神回答了大衛和他的臣僕們的痛苦的禱告後, 大衛為感謝神的憐憫而尋求謙卑的奉獻 

就在此時, 先知迦得奉耶和華的名來見大衛, 要他在耶布斯人亞勞拿的禾場上, 為耶和華築

一座壇. 當大衛上亞勞拿的禾場去買他的地時時, 亞勞拿卻願意把地，連同牛都免費給大衛

作為祭物, 大衛說: "我不肯用白得之物作燔祭, 獻給耶和華我的神." (撒母耳記下 24:24).

這句話顯示了大衛和一切愛神之人的心和他們所經歷到神的恩典和憐憫。 

 

F.  奉獻的摩利亞山 - 歷代志下 3:1 

很有趣的是我們知道摩利亞山就是當年大衛花錢買來築壇祭獻給神的地方, 也是當年亞 

伯拉罕把他唯一兒子以撒奉獻給神的地方 (創世記 22:2, 9).  也就在此地, 神把他的獨生

子賜給我們並為我們的罪而死.  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東西奉獻給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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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討論日期：3/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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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列王上記1  

2. 亞多尼雅在押沙龍以後出生  

    a. 亞多尼雅的那些舉動使你想起押沙龍﹖  

 

  

    b. 那一段經文告訴我們，這可能是因為大衛在亞多尼雅年幼時沒有好好管教﹖ 

 

 

3. 那段經文告訴我們大衛由於過去的經歷而變成強硬﹖(不像過去面對押沙龍的軟弱)  

 

 

4. 雖然亞多尼雅的行為應得一死，但所羅門王如何向他顯示憐憫﹖  

 

 

第三天  讀歷代志上28-29 

5.  a. 從歷代志上28章中，神給所羅門王什麼特權﹖根據以弗所書1:4，我們基督徒也同樣有如    

      此的特權。 

 

 

b.  從歷代志上28章中，那段經文告訴我們，建殿所有的細節都是大衛的計劃並且是神親自

的指示   

 

 

 

6. a. 在歷代志上29章中那段經文記載大衛以自己奉獻為榜樣來告誡百姓要奉獻﹖  

 

 

 

    b. 從歷代志上29章中，舉出所有神對奉獻的人的祝福的句子  

 

 

 

7. 大衛在歷代志上29章中，為所羅門王禱告，那一段經文留給你最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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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讀歷代志下1章及列王記上3:5-28  

8.  a. 試著從所羅門王的禱告及神的應許去了解馬太福音6:32-33 ﹖ 

 

 

 

b.  你是否為你家人的緣故向神求某種恩賜或能力，神不但答應你的禱告並且賜給你超過你

所求所想，請分享  

 

 

9. 舉出箴言1:1-2:11中，所羅門王提到智慧的經文  

 

 

 

 

10.  馬太福音7:24，所弗所書5:17，歌羅西書1:9及2:23提到智慧與耶穌基督及神的話的關連，

請分享你的感受及了解  

 

 

 

第五天  讀列王記上第8章及歷代志下5:1-7:8  

11. 從羅門王在禱告以前對百姓所講的道中(從列王記上8:5及歷代志下6:4開始)舉出給你最深印

象的二個意念  

 

 

 

12. 從所羅門王的禱告中(從歷代志下6:14開始)舉出至少三個句子，顯示他知道他所相信的神是

又真，又活，又有能力的神，卻是其他國家不認識的  

 

 

 

 

13.  所羅門王指出那七種情況下，無論是以色列人或是相信神的外邦人都必須在聖殿中禱告才

能 

       得到原諒﹖  

 

 

 

 

 

14. 神如何在所有百姓面前答應所羅門王的祈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