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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歷史書 第六堂 撒母耳記下 

一、簡介 

作者：先知拿單和迦得；在希伯來聖經中和撒上原為一整冊。 

時間：1056-1018B.C.；地點：耶路撒冷 

目的：撒母耳記上著重過渡時期（過渡王朝）之歷史，說到他的早年、被召、遭難、逃亡

等等；撒母耳記下著重大衛王（第一個合神心意的王）治國之事蹟，記載他登基作

王和他在神面前所受的對付。 
徒 13:22 既廢了掃羅、就選立大衛作他們的王．又為他作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

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鑰字：(一) ‘牧養’; (二) ‘在耶和華面前’; (三) ‘作…王’ 
撒下 5:4 大衛登基的時候年三十歲、在位四十年。5 在希伯崙作猶大王七年零六個月‧在

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猶大王三十三年。 
撒下 5:12 大衛就知道耶和華堅立他作以色列王、又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國興旺。 
撒下 8:14 大衛無論往那裏去、耶和華都使他得勝。 

主旨：撒母耳記上記載以利是祭司同時又是士師，但是他嚴重的辜負了神，而在他身上，

整個祭司體系和士師的體系都夠不上神的目的。所以神開始來作改變，從士師改到

君王，並且從祭司改到先知。祂興起了撒母耳來作先知，而這先知的等次延續了有

一千年直到施洗約翰。所以撒母耳記上實際上說到轉換，而撒母耳記下說到建立。

換句話說，以色列的國度乃是在大衛王的治理下才被穩固的建立起來。 

在撒母耳記上裡可以看見三個人物，就是撒母耳、掃羅和大衛。撒母耳記下都是講

到大衛，他的一生可以粗略的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大衛是個牧羊人；第二個

時期大衛是個逃亡者；第三個時期大衛作了君王。頭兩個時期是在撒母耳記上，而

最後一個時期是在撒母耳記下。 

他在希伯侖作王七年零六個月，在那段時間，大衛家和掃羅家經常有爭戰的事。大

衛的家越發強盛，而掃羅的家卻越來越衰弱；直到最後，大衛在耶路撒冷加冕成為

全以色列的王有三十三年之久，當他在希伯侖作王的時候，是三十歲；他前後一共

作王四十年。在他的治理下，他使所有的以色列人結合成一個國家，一個國度。他

取得了從地中海到伯拉（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地。神所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和雅

各的都成了大衛治理之下的版圖。這是頭一次，以色列入得著了他們的產業。 

一、撒母耳的治理（撒上 1－7） 
1、早年＝1-3；2、中年＝4-7 

二、掃羅的王朝（撒上 8－15） 
1、膏立＝8-12；2、墮落＝13-15 

三、大衛的王朝（撒上 10-撒下 24） 
1、早年＝撒上 16-31 
2、為王＝撒下 1-10 
3、失敗＝撒下 11-20 
4、附錄＝撒下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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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綱與內容 

本書可分成三大段：大衛之興盛、大衛之失敗、大衛之餘事。 

 (一) 大衛之興盛（1章－10章） 

1. 掃羅和他兒子約拿單的死與大衛作哀歌（一 1～27） 

撒下 1:17 大衛作哀歌、弔掃羅和他兒子約拿單‧18且吩咐將這歌教導猶大人‧這歌名叫

弓歌、寫在雅煞珥書上。19歌中說、以色列阿、你尊榮者在山上被殺‧大英雄

何竟死亡。25英雄何竟在陣上仆倒‧約拿單何竟在山上被殺。 

2. 大衛受膏作猶大王（二 1～11） 

撒下 2:11 大衛在希伯崙作猶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個月。 

3. 內戰和勝利（二 12～四 12） 

撒下 2:17 那日的戰事兇猛、押尼珥和以色列人、敗在大衛的僕人面前。 
撒下 3:1 掃羅家和大衛家爭戰許久‧大衛家日見強盛、掃羅家日見衰弱。 

4. 大衛受膏作全以色列王（五 1～5） 

撒下 5:2 從前掃羅作我們王的時候、率領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華也曾應許你說、

你必牧養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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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衛建都耶路撒冷（五 6～16） 

撒下 5:6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對大

衛說、你若不趕出瞎子、瘸子、必不能進這地方‧心裏想大衛決不能進去。7 然

而大衛攻取錫安的保障、就是大衛的城。8 當日大衛說、誰攻打耶布斯人、當上

水溝攻打我心裏所恨惡的瘸子、瞎子‧從此有俗語說、在那裏有瞎子、瘸子、

他不能進屋去。9 大衛住在保障裏、給保障起名叫大衛城。 
撒下 5:10 大衛日見強盛、因為耶和華萬軍之 神、與他同在。 

6. 大衛運回約櫃（六） 

撒下 6:2 大衛起身率領跟隨他的眾人前往、要從巴拉猶大將 神的約櫃運來‧這約櫃、就

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留名的約櫃。3 他們將神的約櫃、從岡上亞比拿

達的家裏抬出來、放在新車上、亞比拿達的兩個兒子、烏撒和亞希約趕這新車。 
撒下 6:5 大衛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華面前用松木製造的各樣樂器、和琴、瑟、鼓、

鈸、鑼、作樂跳舞。6 到了拿艮的禾場、因為牛失前蹄、烏撒就伸手扶住 神的

約櫃。7 神耶和華向烏撒發怒、因這錯誤擊殺他、他就死在 神的約櫃旁。 
撒下 6:11 耶和華的約櫃在迦特人俄別以東家中三個月‧耶和華賜福給俄別以東和他的全

家。12有人告訴大衛王說、耶和華因為約櫃、賜福給俄別以東的家、和一切屬他

的‧大衛就去、歡歡喜喜的將 神的約櫃、從俄別以東家中抬到大衛的城裏。 
詩 132:6 我們聽說約櫃在以法他‧我們在基列耶琳就尋見了。7 我們要進他的居所、在他

腳凳前下拜。8 耶和華阿、求你興起、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入安息之所。 

7. 大衛有意為神建聖殿（七 1～7） 

撒下 7:1 王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2 那時、王對先知拿

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 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3 拿單對王說、你

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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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 28:2 大衛王就站起來、說、我的弟兄、我的百姓阿、你們當聽我言‧我心裏本想建造

殿宇、安放耶和華的約櫃、作為我 神的腳凳‧我已經豫備建造的材料。3 只是 

神對我說、你不可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戰士、流了人的血。 

8. 神與大衛立約（七 8～29） 

撒下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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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無論往那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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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大衛之失敗（11章－20章） 

1. 大衛犯可怕的罪（十一） 

撒下 11:2 一日太陽平西、大衛從床上起來、在王宮的平頂上遊行、看見一個婦人沐浴容

貌甚美。3 大衛就差人打聽那婦人是誰‧有人說、他是以連的女兒、赫人烏利亞

的妻拔示巴。4 大衛差人去、將婦人接來‧那時他的月經纔得潔淨‧他來了、大

衛與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5 於是他懷了孕、打發人去告訴大衛說、我懷了

孕。 
撒下 11:13 大衛召了烏利亞來、叫他在自己面前喫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烏利亞出去

與他主的僕人一同住宿、還沒有回到家裏去。14次日早晨、大衛寫信與約押、

交烏利亞隨手帶去。15信內寫著說、要派烏利亞前進、到陣勢極險之處、你們

便退後、使他被殺。 . . . 17城裏的人出來、和約押打仗‧大衛的僕人中有幾個

被殺的、赫人烏利亞也死了。 

2. 神定大衛的罪（十二 1～13） 

撒下 12:4 有一客人來到這富戶家裏‧富戶捨不得從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隻豫備給客

人喫、卻取了那窮人的羊羔、豫備給客人喫。5 大衛就甚惱怒那人、對拿單說、

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行這事的人該死‧6 他必償還羊羔四倍、因為他行這

事、沒有憐恤的心。 
撒下 12:7 拿單對大衛說、你就是那人‧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我膏你作以色列的

王、救你脫離掃羅的手‧8 我將你主人的家業賜給你、將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懷

裏、又將以色列和猶大家賜給你‧你若還以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賜給你。9 你

為甚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行他眼中看為惡的事呢。你借亞捫人的刀、殺害赫

人烏利亞、又娶了他的妻為妻。10你既藐視我、娶了赫人烏利亞的妻為妻、所

以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 
詩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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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51:2 求你將

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3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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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衛受罪的審判： 

(1)孩子的死（十二 14～23） 

撒下 12:15 拿單就回家去了。耶和華擊打烏利亞妻給大衛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 
撒下 12:18 到第七日、孩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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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下 12:24 大衛安慰他的妻拔示巴、與他同寢、他就生了兒子、給他起名叫所羅門。耶和

華也喜愛他‧ 

(2)暗嫩的罪（十三 1～22） 

撒下 13:1 大衛的兒子押沙龍有一個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瑪‧大衛的兒子暗嫩愛他。 
撒下 13:28 押沙龍吩咐僕人說、你們注意、看暗嫩飲酒暢快的時候‧我對你們說、殺暗

嫩、你們便殺他、不要懼怕‧這不是我吩咐你們的麼。你們只管壯膽奮勇。 

(3)押沙龍之變（十三 23～十九 43） 

撒下 14:25 以色列全地之中、無人像押沙龍那樣俊美、得人的稱讚‧從腳底到頭頂、毫無

瑕疵。 
撒下 15:10 押沙龍打發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說、你們一聽見角聲、就說、押沙龍在希

伯崙作王了。 
撒下 15:30 大衛蒙頭赤腳、上橄欖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隨他的人、也都蒙頭哭著上

去。31有人告訴大衛說、亞希多弗也在叛黨之中、隨從押沙龍。大衛禱告說、

耶和華阿、求你使亞希多弗的計謀、變為愚拙。 
撒下 18:9 押沙龍偶然遇見大衛的僕人。押沙龍騎著騾子、從大橡樹密枝底下經過、他的

頭髮被樹枝繞住、就懸掛起來‧所騎的騾子便離他去了。 
撒下 18:15 給約押拿兵器的十個少年人圍繞押沙龍、將他殺死。 
 

(三) 大衛之餘事（21章－24章） 

1. 大衛謝恩作詩（二二） 

撒下 22:1 當耶和華救大衛脫離一切仇敵和掃羅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華念這詩 2 說、耶和

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 3 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

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臺、是我的避難所‧我的救主阿、你是救我脫

離強暴的。4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撒下 22:50 耶和華阿、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謝你、歌頌你的名。51耶和華賜極大的救恩給

他所立的王、施慈愛給他的受膏者、就是給大衛和他的後裔、直到永遠。 

2. 大衛臨終之言（二三） 

撒下 23:1 以下是大衛末了的話。耶西的兒子大衛得居高位、是雅各 神所膏的‧作以色列

的美歌者說、2 耶和華的靈藉著我說、他的話在我口中。3 以色列的 神、以色

列的磐石、曉諭我說、那以公義治理人民的、敬畏 神執掌權柄、4 他必像日出

的晨光、如無雲的清晨、雨後的晴光、使地發生嫩草。 

3. 大衛數點以色列人的罪（二四） 

撒下 24:10 大衛數點百姓以後、就心中自責、禱告耶和華、說、我行這事大有罪了‧耶和

華阿、求你除掉僕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撒下 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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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當日迦得來見大衛、對他說、你上

去、在耶布斯人亞勞拿的禾場上、為耶和華築一座壇。 
撒下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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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請列舉撒母耳記中的重要人物，簡單寫出他們身上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