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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僕人大衛我的僕人大衛我的僕人大衛我的僕人大衛（（（（撒下撒下撒下撒下 7777::::8888））））    
奧蘭多， 2015 年 11 月 20-22 日 

 

讀經:詩 23:1-4;  撒下 5:4-5;  7:8-12, 16 ; 詩 51:3, 16-17;  徒 13:22, 36;  啟 5:5, 22:16 

 

大衛在神心中的地位大衛在神心中的地位大衛在神心中的地位大衛在神心中的地位    

 

a. 我的僕人大衛（撒下 7:8;  王上 11:36） 

i.耶和華以大衛來衡量以後在位的以色列和猶大諸王 

 

b. 我尋得大衛....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徒 13:22） 

i. 大衛在他的世代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徒 13:36） 

 

c. 基督耶穌被稱為大衛的根和他的後裔。（啟 5:5, 22:16） 

 

 

第一堂第一堂第一堂第一堂::::        牧人與逃亡者牧人與逃亡者牧人與逃亡者牧人與逃亡者    ----    三十歲前的大衛三十歲前的大衛三十歲前的大衛三十歲前的大衛    

 

a.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詩 23）- 與神的關係，對羊的責任 

i. 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邊 

ii. 為祂的名走義路  

iii. 死蔭的幽谷， 祢與我同在 

iv. 曠野的筵席，頭上的膏油 

v. 一生一世要住在祂的殿（家）中 

 

b. 受膏者成為逃犯 - 十字架的道路 

i. 耶和華是大衛唯一的依靠。耶和華是: 

1. 顯我為義的 - 在被追趕的日子（詩 4:1; 59:16） 

2. 我臉上的榮光 - 在非利士人面前裝瘋（詩 34:5） 

3. 我的高臺 - 在被尋索的日子（詩 59:1, 16-17） 

4. 我所依靠的慈愛 -  知道祭司全家因為他的緣故被殺之後（詩 52:1, 8） 

ii. 有四百人，他們是受窘迫的、欠債的、心裡苦惱的都聚集到大衛那裡。（撒上 22:2） 

1. 大衛認識受窘迫、欠債和心裡苦惱的感受 

2. 大衛有一個根，是滿有憐憫的那一位 

a. 祂多受痛苦，常經憂患（賽 53:3b） 

b.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祂有憐憫。 

iii. 大衛心中自責，因為他割了掃羅的衣襟。（撒上 24:5） 

1. 「 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撒上 24:6） 

2. 大衛不容許有任何事物隔在他的心和神中間 

a.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

有...」（詩 139:23-24） 

 

c. 他寶貴在耶和華的產業上所得的份 

i. 虼蚤，鷓鴣，祭物，咒詛，產業，別神，耶和華的面。（撒上 26:19） 

ii. 基督耶穌，就是今天我們在神的產業上所得的分，我們當以忌邪的心來寶貴並且保守祂。 

iii. 同時，基督是豐盛的。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我們在他裡面也得了豐

盛。(西 2:9-10) 

iv. 今天我們如何面對這產業？像那兩個半支派？像浪子和他生氣的哥哥？或是像路得，大衛的曾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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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第二堂第二堂第二堂::::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約櫃約櫃約櫃約櫃，，，，神的家神的家神的家神的家    －－－－大衛大衛大衛大衛做做做做王王王王的前期的前期的前期的前期    
 

作為以色列的王，大衛尋求神的心意。照著神的心意做了三件事 
 

a. 他立刻攻取耶路撒冷作京城 

i. 以色列人進迦南地已經四百年。 

ii. 是艱難的。耶布斯人都是強壯的而且有堅固的保障。 

iii. 大衛知道神心意中有一個獨特用來獻祭的地方。見申 12:5, 11, 3 

iv. 在大衛的詩篇裡常常出現『錫安』。（詩 9:11; 14:7; 20:2; 51:18; 69:35; 132:13） 

a. 因為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詩 132:13） 

v. 他登基後馬上取得耶路撒冷，並不遲延。 

vi. 從此，耶路撒冷成了對神旨意極重要的地方。 

1. 從 1000BC-100AD，是神與祂的百姓相處的中心點。 

2. 新約中神心意的所在被稱為屬天的耶路撒冷，或新耶路撒冷。 
 

b. 他在樹林裡尋到約櫃，就把它搬到耶路撒冷 

i. 約櫃已經被遺忘了超過 60 多年。（撒上 7:1-2; 代上 13:4） 

ii. 他知道約櫃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用盡方法去尋找並且把它搬到耶路撒冷。（詩 132：1-6） 

a. 他發動全以色利去迎回約櫃。（代上 13:1-4） 

iii. 約櫃的意義 

1. 耶和華對人說話的地方 

2. 誡命的法板，盛瑪哪的金罐，亞倫發芽的杖，還有施恩座 

3. 今天對你和我的意義 
 

c. 他起意要為耶和華建造殿宇 

i. 他愛耶和華，不能讓約櫃留在幔子內，沒有安居之所。他要在自己的王宮旁邊為耶和華建造殿宇。 

ii. 耶和華雖不容許他這樣做，卻被他感動， 應許把國交托給他和他的後裔。 

iii. 雖然神不容許他建造殿宇，但他得著建殿的樣式、地點並且預備一切需要的材料。 

iv. 為著建造神的家，他自己盡心盡力，還帶領全以色列將自己獻給耶和華。（代上 29） 

1. 「我算什麼，我的民算什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

你。 」（代上29:14） 

2. 林後八章反映出這優美的奉獻的靈。（林後8:3-5） 

v. 這後來稱為聖殿的殿宇，雖是為神建造的，但在神眼中看為寶貴的，惟獨是祂子民的屬靈光景。 

1. 在主耶穌的日子，耶路撒冷的聖殿已經成為做買賣的地方。（約 2:16） 

2. 主耶穌親自成為殿，人要來到主那裡，並非去物質的殿。 

a. 祂才是贖罪祭：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 1:29） 

b. 祂才是神的殿：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約 2:19） 

c. 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但在靈和真實裡。（約 4:21, 23） 

3. 祂的教會成了神的殿，神的靈住在裡頭。（林前 3:16） 

a. 現在祂的聖殿就是祂的教會，就是我們！ 
 

d. 大衛為何能夠對神的旨意那樣敏銳和順服呢？ 

i. 大衛和神之間有不間斷的歷史。他從來沒有離開過神的面。只有一次離開，就犯了罪，那是他一生最

痛苦的經歷。 

ii. 大衛有一個根，是神的兒子基督耶穌。以後祂來，為要照天父的旨意行。（來 10:7-9） 

1. 當耶穌十二歲的時候說:「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路 2:49b） 

2. 「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來 10:5-7） 

3. 在客西馬尼園內:「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 26:39b） 

4. 在祂最後的禱告中，祂說:「父啊，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約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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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那生命，就是耶穌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裡面成為我們的根。我們是否看祂是我們的

源頭、是我們不改變的依靠和終極的源頭呢？ 

 

第三堂第三堂第三堂第三堂::::        悔改與悔改與悔改與悔改與受受受受憐憫憐憫憐憫憐憫    －－－－    大衛大衛大衛大衛做做做做王王王王的後期的後期的後期的後期    

 

a. 犯罪、管教、悔改 

i. 「行這事的人該死！」（撒下 12:5b） 

ii. 「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撒下 12:10） 

iii.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骨頭枯乾。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詩 32:3-4） 

iv. 「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 51:17） 

1.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V.2） 

2.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V.9） 

3. 「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V.10a） 

4.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V.11） 

5. 「你本不喜愛祭物....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V.16-

17） 

6. 「求你隨你的美意善待錫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V.18） 

b. 我們的教訓 - 我們必須任何時候都住在主裡面，行在祂的光中，活在祂的同在中。 

i. 大衛將耶和華常擺在他面前。（詩 16:8） 

ii. 大衛求神鑒察他的心思，看在他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詩 139:23-24） 

iii.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約 15:5a） 

1.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弗 4:30） 

c. 此後大衛過一個悔改與蒙憐憫的生活。他被稱為以色列的燈。 

i. 「以後你不可再與我們一同出戰，恐怕熄滅以色列的燈。」（撒下 21:17） 

ii. 「祢的溫和使我為大。」（撒下 22:36） 

iii. 「我願落在耶和華的手裡，因為祂有豐盛的憐憫。」（撒下 24:14a） 

d. 大衛在他的世代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徒 13:36） 

i. 事奉神第一要緊的是在乎內心，是心的態度。 

1. 大衛的心在追求神的心。（徒 13:22b） 

ii. 事奉神是一生的追求，向著一個最終的目標:就是神的旨意。 

1. 在過程中，神的僕人長大成熟並得以完全。 

e. 耶和華用大衛作量度後來的君王的標準。 

i. 祂告訴所羅門:「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衛所行的...」（代下 7:17） 

ii. 祂告訴耶羅波安:「你卻不效法我僕人大衛，遵守我的誡命，一心順從我，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

（王下 14:8） 

iii. 祂與約沙法同在; 因為他行他祖大衛初行的道。（代下 17:3） 

iv. 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代下 29:2） 

 

 

第四堂第四堂第四堂第四堂::::        大衛的根大衛的根大衛的根大衛的根    

    

a. 大衛靠著恩典與神同行，走裡面的路 

i. 他能夠認罪並且悔改（詩 32, 51） 

ii. 他有足夠的謙卑能夠接受別人的改正。（亞比該，拿單，迦得，約押） 

iii. 他知道自己必須活在和行在耶和華面前。（詩 16:8） 

iv. 他向主耶和華完全敞開： 

1.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

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詩139:23-24） 

v. 「你本不喜愛祭物....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詩 5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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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看獻祭的外表，只看裡面的真實。 神的話何等清晰，從舊約到新約都一樣。 

1. 撒母耳:「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撒下 15:22） 

2. 大衛：「祢本不喜愛祭物。若喜愛我就獻上。燔祭你也不喜悅。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

呀，憂傷痛悔的心祢必不輕看。」（詩 51:16-17） 

3. 基督:「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 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

（來 10:5-7） 

 

b. 大衛看見一位公義的王，這位王並不是他自己。（撒下 23:3-5） 

i. 那以公義治理人民的，敬畏神執掌權柄; ... 

1. 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無雲的清晨， 

2. 雨後的晴光，使地發生嫩草。 

3. 我家在神面前並非如此; 神卻與我立永遠的約。 

ii. 這一位大衛在異象中看見的王，在大衛坐在寶座上的日子指引大衛如何做王。 

1. 願人永遠尊你的名為大，說:『萬軍之耶和華是治理以色列的神。』這樣，你僕人大衛的家必

在你面前堅立。（撒下 7:26） 

iii. 對我們有甚麼意義？ 

c. 大衛看見『我主』坐在耶和華神的右邊 

i.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詩 110:1） 

ii. 今天，我們是否看見基督耶穌是『我主』，他坐在父神的右邊？ 

1. 我們是否願意在作任何決定的時侯知道主就在眼前？在學校、在工作、在家裡、在教會弟兄

姊妹之間？ 

d. 大衛看見基督的身體和屬靈的事奉。（詩 133） 

i.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V.1） 

1.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V.2）  

a. 我們都是基督身上的肢體（林前 12:12）。基督是頭，是一切屬靈生命和供應的源頭（西

2:19） 

b. 貴重的膏油說到是聖靈把我們在神前面的的事奉分別為聖。是祂給我們帶領和力量，使我

們有屬靈的事奉。（林後 3:6） 

2.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 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V.3） 

a. 那永遠的生命是從天上來的（像從黑門山降到錫安）。 

b. 神所命定的福在錫安。錫安是神眼中耶路撒冷應該是的屬靈光景；神願意揀選錫安為自己

的居所（詩 132:13）。 

3. 我們中間若要有真正的合一，必須先要有我們與神之間的交通與合一。 

a. 若想要 133 篇第 1 節在我們中間堅固持久，第二。三節必須成為實際。 

 

ii. 大衛不讓自己成為神祝福和生命流通的攔阻，相反的，他選擇成為神透明的器皿。 

a. 他能接受神的靈對他的管教。（大衛心中自責，或譯作答問的心擊打他，撒上 24:5） 

b. 他能接受別人對他的忠告或責備。（亞庇該，那單，伽得，約押） 

c. 我們是否也願意同樣做呢？每一位都願意嗎？ 

e. 大衛的根和大衛的後裔 

i. 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啟 5:5） 

1. 獅子是權柄與能力。 

2. 根是一切從神而出的事物的源頭，是一切屬靈事物的源頭。 

ii. 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啟 22:16） 

1. 提到大衛的後裔，基督耶穌提醒我們神應許大衛永遠的國度和永遠的寶座，都已經因祂成全了。 

2. 但是第一和最重要的是，主耶穌基督要我們看見祂是大衛的根，從祂那裏大衛得到心中對神的渴

慕和順服。向著祂大衛一生的生活和工作做見證。 

a. 今天，基督是我們的生命（西 3:4a）祂應當是我們的根，我們的源頭，和我們的見證。 

b. 我們是否願意讓祂作我們的根，而沒有別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