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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下 
•  作者：拿單與迦得 
•  日期：970B.C. 
•  地點：耶路撒冷 
•  主旨：以色列人民如何在大衛王冶理之下，鞏固

國勢 
•  時代背景：以色列自掃羅為王以來，逐漸趨外敵，

在神祝福下，國勢日漸穩固，大衛為王時，更加
強大，或為當代的大國。 



分段大綱 
A. 大衛的興盛(1-10) 
  -在希伯崙為猶大王 (1-4) 
  -為全以色列王, 定都耶路撒冷(5-10) 
B. 大衛的失敗(11-20) 
  -個人的失敗 (11-12) 
  -家庭的失敗 (13-18) 
  -國家的失敗 (19-20) 
C. 大衛其他的事 (21-24) 
  -國事 (21) 
  -頌歌(22) 
  -雜事(23-24) 



大衛在希伯崙
作猶大王 (1：1 
– 4:12)  

大衛作以色列
的王，國家昌
盛 (5:1 – 9:13)  

大衛干犯及其
牽連 (10:1– 
20:26)  

大衛當政期間
事蹟 (21:1 – 
24:25)  

大衛為掃羅及
約拿單舉哀  

統一全國及
克制外敵。  

大衛干犯的
詳情。  

基遍人與三
年饑荒  

大衛與伊設
波設兩王朝  

抬約櫃進京  暗嫩亂倫與
被殺。  

大衛與非利
士人交戰  

伊施波設王
朝敗落。  

神應許大衛
國位永存。  

押沙龍獲赦
回國。  

大衛的感恩
讚美詩。  

伊施波設王
朝亡  

大衛的文治
武功。  

押沙龍叛變。  大衛臨終之
詩。  

大衛寬待米
非波設。  

大衛返京與
示巴背叛。  

因統計全民
人數而惹神
怒。  



主要人物 
•  押尼珥: 掃羅的堂弟。在掃羅軍中為帥（撒上14:51，

17:55）。大衛稱押尼珥為“作元帥的大丈夫”（3:35-39） 

•  伊施波設 -掃羅的幼子, 在瑪哈念被立為以色列王 
•  米非波設 – 約拿單之子, 與大衛同桌飲食 
•  約押:洗魯雅的兒子。洗魯雅與大衛是姊弟（代上2:16)，

是大衛的元帥，殺押尼珥，押沙龍，亞瑪撒. 有兄弟亞比
篩、亞撒黑 

•  拔示巴:烏利亞的妻子，大衛與她通姦，並迎娶進宮。生所
羅門。亞希多弗的孫女 （撒下15:12，23:34）。 

•  暗嫩:大衛的長子, 玷污同父異母押沙龍妹妹她瑪, 為押沙
龍所殺 

•  押沙龍:大衛的三子, 叛離大衛, 引起宮廷內戰,大衛因而出
逃 



主要人物 
•  拿單: 先知, 神藉他頒大衛之約, 斥責大衛之姦淫和殺人之

罪, 傳遞神的懲罰 
•  迦得:先知,傳遞神對大衛數點軍兵的懲罰, 叫大衛為神築壇

來止住以色列瘟疫 
•  亞希多弗:大衛的謀士, 後與押沙龍一齊叛離大衛。亞希多

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問　神的話一樣．他昔日給大衛今
日給押沙龍所出的主意 (16:23) 

•  戶篩:大衛的朋友, 破壞亞希多弗追殺大衛的主意 
•  示每:掃羅族人, 在大衛逃難時咒罵大衛,拿石頭砍大衛王和

王的臣僕 ,  
•  示巴:便雅憫人,在大衛逃難回京時, 鼓動以色列人離開大衛

來跟隨他, 几乎引起以色列王國的分裂 



大衛作王時期 
• 大衛三十歲登基為王, 君臨以色列達40年之久。在希伯崙

即位為猶大王，統治猶大7年6個月。掃羅的繼承人伊施波
設死後，大衛始被各支派尊為以色列王，並定都耶路撒冷。
隨後的10年，他藉著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擴展，統一了以色
列王國。跟著的10年，皇室內亂；大衛在位的晚年則集中
籌備建聖殿事，經由其子所羅門完成其事。



希伯崙時期 撒下2:1-4

• 大衛稱王之前曾歷盡磨難，他在掃羅麾下曾與非利士人長
期作戰，屢建奇功，累積不少軍事經驗；逃亡時期出沒於
猶大南部的沙漠地帶，有保境安民之功，與南方的居民和
牧主結成了密切的關係，也和非利士人和摩押人打過交道。





大衛與掃羅家爭戰 
•  掃羅死後，以色列暫時出現了混亂局面。非利士人佔據了

大片土地；而以色掃羅的元帥押尼珥將掃羅的兒子伊施波
設帶到瑪哈念，立他為王，做以色列王两年。猶大支派則
堅決擁立大衛。 

•  押尼珥殺亞撒黑，與约押結仇 
•  大衛軍與掃羅嫡系終由對峙而至交鋒。大衛軍頗得民心，

歸附者日眾；掃羅部將押尼珥雖已立掃羅幼子伊施波設為
王，但因伊施波設的指責，轉而與大衛講和。大衛的條件
是要與公主米甲復婚，押尼珥及隨從送米甲到希伯崙，並
傳達以色列民擁護之意。不料大衛麾下的大將約押為報殺
弟之仇而手刃了押尼珥，不久，伊施波設也為部將所殺。
大衛厚葬押尼珥，並處死了殺伊施波設的兩名兇犯。掃羅
的王朝到此終結，大衛被視為合理的繼承人，於是以色列
全民歸心，一致擁立大衛為全以色列的王（撒下2-4）。 



大衛王曾被膏抹三次 


• 撒上16:13 撒母耳就用角裏的膏油，在他諸兄中膏了
他；從這日起，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撒母
耳起身回拉瑪去了。 

• 撒下2:4 猶大人來到希伯崙，在那裏膏大衛作猶大家
的王。 

撒下5:4在希伯崙作猶大王七年零六個月...

• 撒下 5:3,“於是以色列的長老都來到希伯崙見大衛王，
大衛在希伯崙耶和華面前與他們立約，他們就膏大
衛作以色列的王.

• 撒下5:4 ...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猶大王三十三年。，
他們就膏大衛作以色列的王。”



•  士1:8「猶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將城攻取。」後來卻說：
「便雅憫人沒有趕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
仍在耶路撒冷與便雅憫人同住，直到今日（士1:21）顯
然當初此城為猶大人所攻佔，但並未消滅城中的耶布斯
人，其後他們重新佔領此城，在此安居。 

•  耶布斯水源豐足，有天然屏障足以禦敵。三面深谷：東
面是汲淪谷，西面和南面為欣嫩谷，容易佈防。 

•  耶布斯位於猶大及便雅憫
邊界上，大衛佔領後，改
名為「大衛之城」，或稱
古耶路撒冷。耶布斯人是
迦南人的一族(創10:15)。
神多次應許將此城及鄰近
之地賜給以色列人(出3:8，
13:5，23:23，33:2，34:11；
民13:29；申7:1，20:17) 



大衛建都耶路撒冷 
•  大衛作了以色列王，第一件事便是建都耶路撒冷，耶路撒

冷也獲「大衛的城」之稱號（代上11:4-9）。 
•  驅除非利士人（撒下5:17-25；代上14:8-17）。經此一役，

以色列的國土得以統一。 
•  大衛又計劃將耶路撒冷建成全以色列的宗教中心（撒下6；

代上13-16）。從亞比拿答家中二度將約櫃運來。運約櫃
受挫之事，使他明白雖貴為君王，仍需謹照神的指示行事。 

•  耶路撒冷的國都地位既定，大衛欲建聖殿而諮詢先知拿單。
拿單即時回應同意大衛的計劃。當夜，神卻向拿單指示不
許大衛建聖殿。但神應許大衛的王位必永存，他必有一子
繼位，使國長存，並將由他建成聖殿（撒下7；代上17）。 



大衛之約 7:8-16  
•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

不再跟從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無論往哪裏
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
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
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
….., 並且我耶和華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你壽數滿
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
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
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原
文是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
遠。』 



大衛之約 
•  不是大衛為神建殿，而是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  神與大衛立约: 後裔，國位，土地 
Ø 神堅立以色列的國位。我也要使他的後裔，存到永遠，使他
的寶座，如天之久。」(詩89:29) 他的後裔要存到永遠，他的寶
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遠堅立，如天上確實的
見證。(詩 89:36-37) 
–  大衛家室要永遠做王。神把大衛的國位納入了他對以色列人
的計劃；好完成他對以色列人，以至全人類的工作，由那個
時代起直到世界的末了。 

–  大衛的後裔將建造聖殿 
–  像對自己兒子般的管教，但神的慈愛總不離開 

Ø 永遠堅立的國度, 無條件的應許，將在耶穌基督身上應
驗，直到千禧年，基督將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永遠為王. 
「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
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賽9:7)



大衛的禱告 

– 謙卑 撒下7:18-19  主耶和華啊，我是誰？我的家算
甚麼？你竟使我到這地步呢？主耶和華啊，這在你眼
中還看為小，又應許你僕人的家至於久遠，主耶和華
啊，這豈是人所常遇的事嗎？ 

– 尊崇神的主權  撒下7:21你行這大事使僕人知道，是
因你所應許的話，也是照你的心意 

– 尊神為大   撒下7:22,26,28 
– 順服、放棄自已的夢想 
– 傾注財力、精力為後人預備建殿所需 代上22 



大衛的勝利 (8-10) 
•  大衛無論往那裏去, 耶和華都使他得勝(8:6, 8:14) 
•  大衛東征西討攻打非利士人,摩押人,瑣巴王,亞蘭

人,以東人使鄰國給他進貢。 
•  8:11大衛王將這些器皿、和他治服各國所得來的

金銀、都分別為聖獻給耶和華．  
•  8:15大衛作以色列眾人的王．又向眾民秉公義。 
•  善待米非波設 - 9:7大衛說、你不要懼怕、我必因

你父親約拿單的緣故施恩與你、將你祖父掃羅的
一切田地都歸還你、你也可以常與我同席吃飯。 



大衛犯罪(10-12) 
•  背景 – 亞捫王哈嫩羞辱大衛派去安慰他的臣僕,大衛

派約押帶領以色列人攻打亞捫與亞蘭人,約押大敗亞
捫與亞蘭人聯軍,圍攻亞捫京城拉巴。大衛留在耶路
撒冷。 

•  罪行 – 

     

姦淫 與拔示巴通姦 第七誡：不可姦淫 

貪戀人的妻子 強奪烏利亞的妻子 第十誡：不可貪戀人的
妻子並一切所有的 

作假見証 騙烏利亞回家，以隱藏拔示
巴從大衛受孕的事 

第九誡：不可做假見証
陷害人 

謀殺烏利亞 命約押送烏利亞到前線，令
他人退後，借敵人之人手殺
烏利亞 

第六誡：不可殺人 



大衛犯罪的惡果 
•  一生刀劍不離他的家, 撒下12:11-14 耶和華如此說：

我必從你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
妃嬪賜給別人，他在日光之下就與她們同寢；你在暗
中行這事，我卻要在以色列眾人面前，日光之下報應
你...只是你行這事，叫耶和華的仇敵大得褻瀆的機會 
– 拔示巴所生的小孩夭折  撒下12:18

– 女兒他瑪被兒子暗嫩强姦  撒下13  

– 兒子暗嫩被另一子押沙龍所殺 撒下13:28

– 押沙龍叛變，大衛逃亡到瑪哈念 撒下15:10-12

– 押沙龍在百姓面前與大衛妻妾同房 撒下16-22

– 押沙龍被殺    撒下18:15

– 四子亞多尼雅被十子所羅門所殺      王上2:25 



大衛宮庭之變(13-19) 
•  暗嫩裝病藉她瑪探病時玷辱她瑪。大衛知道後大發怒氣

但沒有作什麼 
•  兩年後押沙龍設計殺暗嫩，報胞妹她瑪被辱之仇 
•  押沙龍殺兄後自知必被處死，便逃至外祖基述國王處躲

避。三年後經約押求情，大衛王免了押沙龍的罪，准許
他歸國，但两年都不召見 

•  押沙龍暗中籠絡人心，圖謀自立為王 
•  四年後在希伯崙稱王，得亞希多弗幫助聲勢日壯，大衛

出逃到瑪哈念, 示每在路上咒罵羞辱大衛, 巴西萊在瑪哈
念供應飲食給大衛 

•  大衛設間諜户篩，破壞亞希多弗的計謀 
•  大衛三路出兵在以法蓮樹林迎戰押沙龍, 囑咐軍兵不得

殺押沙龍 
•  押沙龍被橡樹纏住頭髮，死於約押槍下 
•  大衛聞訊，極其悲慟 - 



大衛宮庭之變(13-19) 
•  大衛聞訊，極其悲慟 - 18:33王就心裏傷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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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3那日眾民暗暗的進城、就如敗陣逃跑慚愧的
民一般。 

•  約押進諫，勸大衛出去安撫民心，警告大衛 -我
指著耶和華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無一人與
你同在一處．這禍患就比你從幼年到如今所遭的
更甚。  

•  善待亞瑪撒，取代約押為元帥來挽回猶大眾人的
心、如同一人的心  



示巴反叛(20) 
•  以色列人不滿猶大支派在請大衛回耶路撒的事上

獨斷, 藐視以色列人 
•  便雅憫人示巴搧動以色列人離開大衛 - 於是以色

列人都離開大衛、跟隨比基利的兒子示巴．但猶
大人、從約但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緊緊跟隨他們
的王。 (20:2) 

•  大衛派亞瑪撒要在三日之內將猶大人招聚了來  
•  大衛派約押追殺示巴、約押趁機殺亞瑪撒。示巴

在亞比拉被眾人所殺結束以色列的內亂 
•  大衛重派約押作以色列全軍的元帥  



基遍人復仇掃羅家 
•  大衛年間有饑荒、一連三年．大衛就求問耶和華。

耶和華說、這饑荒是因掃羅、和他流人血之家、
殺死基遍人。  

•  大衛問基遍人要以色列人如何償罪、基遍人要求
大衛將掃羅家子孫七人交給他們處死 

•  大衛保護米非波設、將掃羅妾所生的二子和掃羅
大女兒所生的五個兒子交給基遍人 

•  大衛將掃羅和約拿單的骸骨和被懸挂七人的骸骨
收殮在掃羅家的祖墳 

•  此後　神垂聽國民所求的。  
 



大衛數點人口 (24) 

•  命元帥约押數點百姓 
•  约押勸阻無效，用了九個月零二十天統計以色列拿刀的

勇士有八十萬．猶大有五十萬。 
•  大衛數點後，心中自責，求告耶和華除去罪孽 
•  神遣迦得任由大衛從 1.七年飢荒 2.被敵人追殺三個月 

3.三日瘟中 選擇一災 
•  耶和華降瘟疫，民間死了七萬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

要滅城的時候，耶和華後悔，吩咐滅民的天使說：「夠
了，住手吧！」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亞勞拿的
禾場那裏。 大衛看見滅民的天使，就禱告耶和華說：
「我犯了罪，行了惡，但這群羊作了甚麼呢？願你的手
攻擊我和我的父家。。」 

•  大衛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獻燔祭和平安祭，如
此，耶和華垂聽國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
了。 



大衛的影響 
詩篇 
•  詩篇是以色列人自古以來 喜愛的聖經書卷之一，也是

歷代以來，無數的人中，頌讀 廣的書卷。詩篇亦可在
崇拜儀式中誦讀或歌唱。詩篇中有73篇被認為是大衛所
著，俱出於作者個人與神及與人的關係。 

•  詩篇卷一（1-41篇）和卷四（90-106篇）大概是大衛所
輯，因主要是他自己所著；卷二（41-72篇）則可能是
所羅門所輯，其中五十一至七十一篇為大衛所著。這些
詩可在崇拜儀典上歌詠，後來的人陸續加上其他詩歌，
直至以斯拉的時代。 

•  大衛的詩為崇拜儀典提供了詩歌，他又設置了演奏的樂
器，組織祭司和利未人奏樂領唱（代下七6，八14），
他創立的一切在歷代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中成了定制。 



先知書--大衛是以色列 偉大的君王，先知書常以大衛為
比較的標準 

•  以賽亞（賽7:2、13）和耶利米每提及當朝的君王，常說他們是
「大衛家」，或「在大衛的寶座上」；斥責離神悖道的君王，則
預言彌賽亞將要「在大衛的寶座上」行公義和正義的統治，直到
永遠（賽9:7；耶33:15）；以賽亞預言那將來的王是出自大衛之
父耶西（賽11:1-9）及未來普世太平的日子，王國必建都於錫安，
即大衛的城（賽2:1-4）。 

•  以西結預言神必定立祂的「僕人大衛」為眾民的王（結37:24、
25）和全以色列的「牧人」（結34:23），這是指末世的彌賽亞。 

•  何西阿以大衛代表那即來的君王（何3:5）。 
•  阿摩司說神到那日必修復大衛的「帳幕」（摩9:11），使以色列

民永受庇護。 
•  撒迦利亞則5次提及「大衛家」（亞12，13），激勵民心盼望大

衛尊榮的王朝的復興。大衛在位時蒙神應許永固王位，這應許在
先知的信息中延續不斷，儘管先知們正對當朝的君民宣佈審判將
臨。 



新約 
•  福音書的作者常提及大衛之名，追溯耶穌是「大衛的子

孫」。神曾與大衛立約，應許必有永恆的王從大衛家興
起（太1:1，9:27，12:23；可10:48，12:35；路18:38、
39，20:41）。據馬可福音11:10和約翰福音7:42所記，
耶穌時代的猶太人均相信彌賽亞（基督）必為大衛的後
裔。福音書在肯定耶穌是大衛苗裔的同時，也明確宣告
耶穌是神的兒子（太22:41-45；可12:35-37；路
20:41-44）。 

•  使徒行傳視大衛為承受神的應許，而這應許應驗在耶穌
基督的身上；同時也視大衛為受聖靈感召而寫成詩篇的
先知（徒1:16，2:22-36，4:25，13:26-39）。 

•  在啟示錄，耶穌被稱為掌握「大衛的鑰匙」者（啟
3:7），是「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啟5:5），
並記耶穌基督說：「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
是明亮的晨星」（啟22:16）。 



神學意義 
•  大衛是 有恩賜和才能的舊約人物之一，在以色列人歷

史中，其地位僅次於摩西。他深知神揀選他建立王國
（詩18；撒下22），並且也承受了彌賽亞永久王國的應
許。 

•  大衛親歷艱難、迫害和幾瀕絕境的際遇，使他寫下富有
預言含義的詩歌，表徵彌賽亞的受難和死亡（詩2，22，
110，118）。正如使徒彼得在五旬節的講道指出，詩
篇16篇早已經預示了復活的喜訊（徒2:25-28）。 

•  大衛比從前任何人更意識到個人與神的重要關係。大衛
深知，單靠墨守律法或謹遵儀典並不足以為神所悅納；
光憑獻祭奉祀而缺少謙卑悔悟之心，不足以清愆贖罪。
大衛許多禱詞既可作舊約時代敬畏神者的心聲，也可適
切地表達新約時代基督徒對神的敬拜。大衛的著作表明，
在舊約時代，認識神也和使徒保羅的時代一樣真實，儘
管神藉耶穌基督的完全啟示尚在未來。 



詩 篇 (51) 
•  〔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先知拿單來見他．他作這詩、交與伶

長。〕　  
•  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51:2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  
51:3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51:4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這惡、以致你責備我
的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  
51:5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51:7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  
51:8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  
51:9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  
51:10　神阿、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51:11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51:12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51:14　神阿、你是拯救我的　神．求你救我脫離流人血的罪．我的
舌頭就高聲歌唱你的公義。  
51:15主阿、求你使我嘴唇張開、我的口便傳揚讚美你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