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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中年時期（一）
大衛作王和建立王國（撒下1-5章）

詩篇上（七）

• 在希伯倫作猶大王（撒下1-2 章）
• 大衛家的興起與掃羅家的沒落 （撒下3-4章）

張瓊濱牧師
6/03/2018

• 大衛作以色列的王（撒下5章）
• 大衛擊敗非利士人（撒下5章）

大衛屬靈生命的光景
1）殺了報信的亞瑪力人 (撒下1：16)
2）對掃羅和約拿單之死顯出哀痛並作輓歌
（撒下1：17－27）
3）對以色列百姓－勸勉便雅敏（掃羅）支派
的基列雅比人（撒下2：5－7）
4）與神的關係－求問神（撒下2：1）
5）大衛的個人生活－在希伯崙時已娶六個妻。
（撒下 3：2－5）

大衛的哀歌（撒下1：19-27）
19 以色列啊，你尊榮者在山上被殺！大英雄何竟死亡！
20 不要在迦特報告；不要在亞實基倫街上傳揚；免得非利士的女子
歡樂；免得未受割禮之人的女子矜誇。
21 基利波山哪，願你那裡沒有雨露！願你田地無土產可作供物！因
為英雄的盾牌在那裡被污丟棄；掃羅的盾牌彷彿未曾抹油。
22 約拿單的弓箭非流敵人的血不退縮；掃羅的刀劍非剖勇士的油不
收回。
23 掃羅和約拿單─活時相悅相愛，死時也不分離─他們比鷹更快，比
獅子還強。
24 以色列的女子啊，當為掃羅哭號！他曾使你們穿朱紅色的美衣，
使你們衣服有黃金的妝飾。
25 英雄何竟在陣上仆倒！約拿單何竟在山上被殺！
26 我兄約拿單哪，我為你悲傷！我甚喜悅你！你向我發的愛情奇妙
非常，過於婦女的愛情。
27 英雄何竟仆倒！戰具何竟滅沒！

大衛的屬靈爭戰
A．押尼珥歸降（撒下3：6－13 )
B．大衛犯律法－要回米甲（撒下3：13－16 ）
C．大衛的處境–內憂外患（撒下3：28－29 ，
39）
D．勝過試探，殺死殺伊施波設的利甲和巴拿
（撒下4:1-12)

分段
19 ：引言
20：不願意將陣亡的事在非利士宣揚。
21：咒詛基利波山，因為是掃羅喪命之地。
22：歌頌掃羅和約拿單在戰場上的英勇。
23：大衛哀悼掃羅和約拿單。
24：以色列當為掃羅哀哭
26：大衛為約拿單悲傷
25，27 節 - 副歌：英雄何竟在陣上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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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9篇
1.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你一切奇妙的作為。
2. 我要因你歡喜快樂；至高者啊，我要歌頌你的名！
3. 我的仇敵轉身退去的時候，他們一見你的面就跌倒滅亡。
4. 因你已經為我伸冤，為我辨屈；你坐在寶座上，按公義審判。
5. 你曾斥責外邦，你曾滅絕惡人；你曾塗抹他們的名，直到永永
遠遠。
6. 仇敵到了盡頭；他們被毀壞，直到永遠。你拆毀他們的城邑，
連他們的名號都歸於無有。
7。 惟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他已經為審判設擺他的寶座。
8. 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正直判斷萬民。
9. 耶和華又要給受欺壓的人作高臺，在患難的時候作高臺。
10.耶和華啊，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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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9篇
11. 應當歌頌居錫安的耶和華，將他所行的傳揚在眾民中。
12. 因為那追討流人血之罪的─他記念受屈的人，不忘記困苦人的
哀求。
13. 耶和華啊，你是從死門把我提拔起來的；求你憐恤我，看那恨
我的人所加給我的苦難，
14. 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錫安城的門因你的救恩歡樂。
15. 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們的腳在自己暗設的網羅裡纏
住了。
16. 耶和華已將自己顯明了，他已施行審判；惡人被自己手所做的
纏住了17. 惡人，就是忘記 神的外邦人，都必歸到陰間。
18. 窮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遠落空。
19. 耶和華啊，求你起來，不容人得勝！願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審判！
20. 耶和華啊，求你使外邦人恐懼；願他們知道自己不過是人。

背景與分段

應用

• 這是一篇稱頌神感恩的詩，是一首字母詩。這
是慶祝大衛戰勝非利士敵人所寫的詩，與第10
篇原來是合在一起，
1-4 引言：大衛立志稱讚耶和華，因他相信神必
應允他祈禱。
5-12 祈求的基礎：因著神過去的作為（5-6），
和保護受欺壓者的屬性，大衛可以大膽求神伸手
援助。由於他對神的信心，他甚至邀請人同來歌
頌神（11-12），好像神已聽了他的祈禱。
13-20 祈求的內容：大衛求神執行審判對付外邦
人。

• 我們是否常常開口稱謝神呢？當我們得勝的時
候，是否想到這是萬軍之耶和華在幫助我們，
不是運氣，不是巧合？
• 大衛受到仇敵壓迫，但相信靠著坐在寶座上，
行公義審判的神，必定讓敵人退去，惡人也必
落入自己設的陷阱當中。我們是否有這麼大的
信心？
• 效法大衛的榜樣，歡喜快樂，歌頌神的名，述
說神一切的美德，並在神面前承認我們只是一
個軟弱又卑微的人。

詩篇10篇

詩篇10篇

1 耶和華啊，你為甚麼站在遠處？在患難的時候為甚麼隱藏？
2 惡人在驕橫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願他們陷在自己所設的計謀裡。
3 因為惡人以心願自誇；貪財的背棄耶和華，並且輕慢他（或作：
他祝福貪財的，卻輕慢耶和華）。
4 惡人面帶驕傲，說：耶和華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為沒有
神。
5 凡他所做的，時常穩固；你的審判超過他的眼界。至於他一切的
敵人，他都向他們噴氣。
6 他心裡說：我必不動搖，世世代代不遭災難。
7 他滿口是咒罵、詭詐、欺壓，舌底是毒害、奸惡。
8 他在村莊埋伏等候；他在隱密處殺害無辜的人。他的眼睛窺探無
倚無靠的人；
9 他埋伏在暗地，如獅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擄去困苦人；他拉
網，就把困苦人擄去。

10 他屈身蹲伏，無倚無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爪牙：或作強暴人）
之下。
11 他心裡說： 神竟忘記了；他掩面永不觀看。
12 耶和華啊，求你起來！ 神啊，求你舉手，不要忘記困苦人！
13 惡人為何輕慢 神，心裡說：你必不追究？
14 其實你已經觀看；因為奸惡毒害，你都看見了，為要以手施行報
應。無倚無靠的人把自己交託你；你向來是幫助孤兒的。
15 願你打斷惡人的膀臂；至於壞人，願你追究他的惡，直到淨盡。
16 耶和華永永遠遠為王；外邦人從他的地已經滅絕了。
17 耶和華啊，謙卑人的心願，你早已知道（原文作聽見）。你必預
備他們的心，也必側耳聽他們的祈求，
18 為要給孤兒和受欺壓的人伸冤，使強橫的人不再威嚇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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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分段

應用

• 這是一首個人申訴和求告的詩
1-11 祈求的基礎：詩人繼續描寫惡人野蠻兇
悍，整天在搞害人的詭計，故認為神應聽禱
告，把他們完全除滅。
12-15 祈求的內容：神必看見也必要追究惡人
的行為，直到清清楚楚。
17-18 稱頌神的作為

• 現今的世代，惡人和邪惡的勢力仍然存在，
我們要為這種不公不義發聲，祈求神公義
的彰顯

詩篇53篇

詩篇14篇

1. 愚頑人心裡說：沒有 神。他們都是邪惡，行了可憎惡的
罪孽；沒有一個人行善。
2. 神從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沒有？有尋求他的沒有？
3. 他們各人都退後，一同變為污穢；並沒有行善的，連一個
也沒有。
4. 作孽的沒有知識麼？他們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飯一樣，並
不求告 神。
5. 他們在無可懼怕之處就大大害怕，因為 神把那安營攻擊
你之人的骨頭散開了。你使他們蒙羞，因為 神棄絕了他們。
6. 但願以色列的救恩從錫安而出。 神救回他被擄的子民那
時，雅各要快樂，以色列要歡喜。

背景與分段
• 53篇是大衛的訓誨詩，這是一篇論及愚頑人的
智慧詩。本篇與14篇， 除了第5節有別之外，
其餘大致相同，不過14篇多稱神為耶和華，而
本篇卻稱為神。
1-3 詩人描述愚頑人：他們否認神，任意作惡。
4-5 詩人宣告愚頑人的結局
6 詩人的願望：他盼望神改變選民的命運，不
叫他們繼續受苦。「以色列的救恩從錫安而出」：
因錫安是聖殿（耶和華居所）的所在地。

• 不要向惡勢力低頭，要信靠神，惡人暫時
得逞，但終久神必定追究，因為耶和華是
仍然在寶座上掌權的神。

1 愚頑人心裡說：沒有 神。他們都是邪惡，行了可憎惡
的事；沒有一個人行善。
2 耶和華從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沒有，有尋求
神的沒有。
3 他們都偏離正路，一同變為污穢；並沒有行善的，連一
個也沒有。
4 作孽的都沒有知識麼？他們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飯一
樣，並不求告耶和華。
5 他們在那裡大大地害怕，因為 神在義人的族類中。
6 你們叫困苦人的謀算變為羞辱；然而耶和華是他的避難
所。
7 但願以色列的救恩從錫安而出。耶和華救回他被擄的子
民那時，雅各要快樂，以色列要歡喜。

應用
• 大衛從自己的經歷中，明白敬畏神，才是
聰明，愚頑人心中沒有神。
• 神的救恩，從神的居所（錫安）而出，神
必定救贖祂的百姓。

3

2018 Spring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學：詩篇上
（七） 張瓊濱牧師

詩篇60篇
1. 神啊，你丟棄了我們，使我們破敗；你向我們發怒，求
你使我們復興！
2. 你使地震動，而且崩裂；求你將裂口醫好，因為地搖動。
3. 你叫你的民遇見艱難；你叫我們喝那使人東倒西歪的酒。
4. 你把旌旗賜給敬畏你的人，可以為真理揚起來。
5. 求你應允我們，用右手拯救我們，好叫你所親愛的人得
救。
6. 神已經指著他的聖潔說我要歡樂；我要分開示劍，丈量
疏割谷。

背景與分段
• 這是一篇團體的祈禱詩，大衛與兩河間的亞蘭並瑣巴的
亞蘭爭戰的時候，約押轉回，在鹽谷攻擊以東，殺了一
萬二千人。那時，大衛作這金詩叫人學習，交與伶長。
調用為證的百合花。
1-4 大衛見同胞的苦況：神拋棄了他們，使他們被敵人擊
打，一敗塗地。
5 祈求的內容和基礎：大衛求神拯救，因為他們是神所疼
愛的選民
6-8 預告勝利：大衛好像聽見祭司代表神所發的喻言：神
會使他們勝過仇敵。
9-12 結語：大衛用祈求作為結束；他知道人的幫助都是枉
然的，故求神幫助，且向神表示他堅強的信心。

詩篇101
1. 我要歌唱慈愛和公平；耶和華啊，我要向你歌頌！
2. 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幾時到我這裡來呢？我要存完全的
心行在我家中。
3. 邪僻的事，我都不擺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惡，
不容沾在我身上。
4. 彎曲的心思，我必遠離；一切的惡人，我不認識。
5. 在暗中讒謗他鄰居的，我必將他滅絕；眼目高傲、心裡驕縱的，
我必不容他。
6. 我眼要看國中的誠實人，叫他們與我同住；行為完全的，他要
伺候我。
7. 行詭詐的，必不得住在我家裡；說謊話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
8. 我每日早晨要滅絕國中所有的惡人，好把一切作孽的從耶和華
的城裡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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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60篇
7. 基列是我的，瑪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蓮是護衛我頭
的；猶大是我的杖。
8. 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東拋鞋。非利士啊，
你還能因我歡呼麼？
9. 誰能領我進堅固城？誰能引我到以東地？
10. 神啊，你不是丟棄了我們麼？ 神啊，你不和我
們的軍兵同去麼？
11. 求你幫助我們攻擊敵人，因為人的幫助是枉然的。
12. 我們倚靠 神才得施展大能，因為踐踏我們敵人
的就是他。

應用
• 在困境當中不要灰心，要仰望神
• 神將得勝的旌旗賜給敬畏神的人
• 人的幫助是枉然的，唯有神的幫助才是真
實的
• 我們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為神將會踐
踏仇敵。

背景，分段與應用
這是一篇有關君王的詩。
1-4 君王應有的品性：他要追求慈愛和公平，要
學習行完全的道，渴求神的援助和同在，更要遠
離惡事，不與壞人來往。
5-8 君王施政的原則：他立志剷除惡人，只選召
忠心和誠實的人作他的臣僕。
• 這是大衛在希伯倫作王時，神要塑造他，成為
合神心意的君王。
• 神也同樣要塑造我們成為神眼中看為美好的，
在家中以基督為一家之主，以智慧誠實和禱告
來管理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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