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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第十課 大衛大衛--權柄的失落權柄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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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下十五章13

撒母耳記下十五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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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下十六章 5 - 8
5 大衛王到了巴戶琳，見有一個人出來，

是掃羅族基拉的兒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罵，

6 又拿石頭砍大衛王和王的臣僕；

眾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7 示每咒罵說：「你這流人血的壞人哪，去吧去吧！

8 你流掃羅全家的血，接續他作王；

耶和華把這罪歸在你身上，將這國交給你兒子押沙龍。

現在你自取其禍，因為你是流人血的人。」

13 有人報告大衛說：「以色列人的心都歸向押沙龍押沙龍了！」了！」

列王記上第二章 1 - 6

1 大衛的死期臨近了，就囑咐他兒子所羅門說：

2 「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當剛強，作大丈夫，大丈夫，

3 遵守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照著摩西律法上所寫的行主的道，

謹守他的律例、誡命、典章、法度。

這樣，你無論做甚麼事，不拘往何處去，盡都亨通。

4 耶和華必成就向我所應許的話說：『你的子孫

若謹慎自己的行為，盡心盡意誠誠實實地行在我面前，

就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

5 你知道洗魯雅的兒子約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殺了

以色列的兩個元帥：尼珥的兒子押尼珥和益帖兒子亞瑪撒。

他在太平之時流這二人的血，如在爭戰之時一樣，

將這血染了腰間束的帶和腳上穿的鞋。

6 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頭安然下陰間。

大衛大衛 -- 權柄的失落權柄的失落

堂堂君王大衛可以打敗歌利亞，

卻不能處理暗嫩強姦押沙龍妹妹的案子，

讓押沙龍不服、叛變、想篡位，兒子追殺父親大衛

讓大衛蒙頭赤腳上橄欖山，一面上一面哭，

跟隨他的人都蒙著頭哭著上去

示每還在對面山坡上咒罵他，

拿石頭砍他、拿土揚他、咒罵他

死的時候，

竟然叫小兒子所羅門王把他的將軍約押殺了，

約押是你的手下、為什麼你不處理…

權柄為什麼不見了？權柄會失落的！



大衛大衛 -- 權柄的失落權柄的失落

不要以為你有地位、人家一定尊敬你，

不要以為你是父親、你的兒女一定尊敬你，

不要以為你是老闆、手下一定尊敬你；

任何人想事奉上帝一定被挑戰 ─

摩西的手下可拉兩百五十個人來挑戰他，

姐姐米利暗也質疑他

你我要事奉就要抓到一個原則 ─

權柄是會失落的。

以利亞被四百五十個拜巴力先知挑戰、被亞哈挑戰

施洗約翰被挑戰 ─ 你憑什麼施洗？

耶穌騎驢駒進耶路撒冷，

最後一個禮拜接受多少挑戰

‧權柄不易維持 ‧權柄可以維持

1. 成功是失敗的開始
撒母耳記上十七章歌利亞出現，變成轉折點，

時事造英雄、大衛打倒歌利亞

掃羅忌妒他，開始追殺到三十一章

撒母耳記下轉折點十一章 ─ 大衛跟拔示巴有婚外情

從希伯崙、後來到耶路撒冷為王

卻因為拔示巴事件之後押沙龍追殺大衛

被擠的時候還無所謂，

現在已經成為耶路撒冷的王…
士師之後最重要的聯合王國的國王；

他得心應手，卻因為拔示巴一夜風流之後，

兒子 ─ 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一個死了，

後來就連續發生很多悲劇…

‧權柄不易維持 ‧權柄可以維持

1. 成功是失敗的開始

暗嫩、老大，強暴他瑪

押沙龍刺殺暗嫩，甚至想篡奪父王位

王上第一章 ─ 另外一個兒子亞多尼雅

想奪所羅門王的王位

整個悲劇的關鍵 ─

十一1-2 大衛又差派約押，率領臣僕和以色列眾人出戰。

大衛仍住在耶路撒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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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任何擔心了，我已經很順利了…

這個時候留心 ─ 後面有失敗在等著你！

參孫、大衛、所羅門王，成功是失敗的開始。

‧權柄不易維持 ‧權柄可以維持

2. 英雄難過美人關
掃羅沒有卡死大衛，讓他產生家庭的悲劇是因為色情

男人留意，色情是你一生最麻煩的事，

任何人要事奉上帝，色情會把你卡死

師母知道、師母破碎、教會分裂、教會被瓦解，

誰知道她有沒有結婚…
長得帥的、有錢的，特別留意 ─英雄難過美人關。

在內地會訓練宣教士，給他們看一個影片 ─

撒但教要瓦解基督教的一個方式，很單純，派美女到教會，

聽牧師講道後，跟牧師約時間，談婚姻的不幸……
越談牧師越同情她，沒有留意門應當打開，

就在辦公室做了不可做的事；

事發之後的禮拜天，撒但教的女生出現，說：

「不要聽牧師胡扯，禮拜三在房間強暴我，

不相信，他肚臍旁有一個胎痣！」



‧權柄不易維持 ‧權柄可以維持

聖經提到罪都是連在一起的，具有傳染性，

不要以為只要大罪不犯、小罪不斷，錯了！

大衛因為罪惡的傳染性，一個、一個…犯，

因此他的權柄丟了、在崩盤、在瓦解。

3. 罪惡具有傳染力

犯了一個罪的大衛 ─ 淫亂，馬上犯第二個罪，

把烏利亞找回來，讓烏利亞跟他的妻子拔示巴同房，

好讓烏利亞以為妻子裡面的精子是你的、不是我的，

瞞天過海、作假見證。

這一招行不通，把烏利亞調到最前線，

寫信告訴約押把他放最前線，敵人把他殺了，他殺了，

犯第三個罪 ─ 殺人的罪。

‧權柄不易維持 ‧權柄可以維持

4. 罪惡具有長期殺傷力
大衛跟拔示巴之後，跟拔示巴所生的老大死了

暗嫩強暴他瑪，暗嫩死了

押沙龍跟大衛的妾屋頂上同房，押沙龍死了

亞多尼雅想篡奪所羅門的王位，

要大衛晚年保暖的妾亞比煞，亞多尼雅死了

當拿單告訴他的時候，他說這個人必償還羊羔四倍，

因為他行這事沒有憐恤的心 ─ 四個人死。

5. 父親的背影深深影響兒女
大衛犯淫亂的罪，兒子暗嫩也犯淫亂的罪。

拔示巴所生的老大死了，之後生老二所羅門王，

上帝賜平安赦罪 ─ Solomom，意思是平安；

沒有想到所羅門王犯更大的罪，一千個太太！

‧權柄不易維持 ‧權柄可以維持

這就是為什麼任何君王一上來，

一定把情報局長、國安局長先換掉、

對自己不利的資訊通通刷掉。

大衛失去權柄，

是罪惡、小動作、黑暗，約押抓在手中。

6. 權柄被罪惡拉下去
國事 ─ 約押，

臨死的時候叫兒子所羅門王，注意他、把他殺了，把他殺了，

為什麼自己不處理？

當初把烏利亞找回來、他不回家，派到最前線，

寫了一封信給元帥約押 ─ 那封信抓在約押手中，

如果要殺約押，約押一定會說 ─ 要抓我嗎？可以…
大衛就爆掉了，他有把柄在人家手中。

‧權柄不易維持 ‧權柄可以維持

6. 權柄被罪惡拉下去

家事 ─ 暗嫩強暴他瑪，為什麼押沙龍不服？

押沙龍覺得我同父異母的哥哥強暴我親妹妹，

爸爸你是王你為什麼不處理？

等了兩年設一個騙局，把暗嫩騙出去、把他殺了

然後一不做二不休，叛變為王

所以不要以為你是王、你是父親，下面的人一定服你，

權柄是會失落的！

原因是因為爸爸 ─

你完全不處理、完全沒有任何公義，

因此兒子不服，你就失去權柄。



‧權柄不易維持 ‧權柄可以維持

1. 再聰明的人所犯的罪，

騙的了一時、不能騙一世、更不能騙永世

十一章 ─ 撒母耳記下的作者用一個希伯來字

「差派」shalach，看到大衛多厲害：

第一節 ─ 大衛差約押去了

第三節 ─ 看到拔示巴很漂亮，就差人去問她是誰

第四節 ─ 差人把她找來跟她同房，同房之後懷孕了

第六節 ─ 差人把烏利亞找回來，烏利亞不跟他的妻子同房

十二節 ─ 把他差到最前線

十四節 ─ 差人寫信給約押，讓他被殺

廿七節 ─ 差人把拔示巴迎接到宮

我很厲害、我是王，

地位越高的人，所犯的罪惡越詭詐 ─權謀！

‧權柄不易維持 ‧權柄可以維持

1. 再聰明的人所犯的罪，

騙的了一時、不能騙一世、更不能騙永世

十二章第一節 ─ 耶和華差遣拿單去見大衛，上帝主動了！

上帝知道你 十一章多厲害 ─ 到處差，

但差主權在上帝，祂現在差拿單去；

上帝知道你的過犯、上帝知道你的墮落…

十一章「差」…就好像 撒上十八章「愛」…
聖經作者用一個字連續動作，來重複 ─

上帝無所不知，祂是全知的！

掌權的不是大衛，掌權的是上帝，

你更不能騙永生神。

大衛多厲害，但是真正掌權的是上帝。

‧權柄不易維持 ‧權柄可以維持

2. 留心短暫的罪中之樂後，後面的長久痛苦
希伯來書 ─ 罪中之樂不過是短暫的，後面是長久的痛苦。

不要以為一夜很爽，後面很慘、很久，

要有一個永恆的眼光、歷史的眼光。

3. 地位越高，越需要屬靈夥伴
上帝派拿單去，他先講一個故事…

大衛很生氣 ─ 這個人該死！

拿單抓住他脖子「你就是那個人。」

拿單什麼時候要去找大衛？大衛跟拔示巴生的老大死了，

在犯罪之後十個月到一年，沒有人講你的過犯，

你是王啊！地位越高、沒有人講你，高處不勝寒；

你需要屬靈夥伴，犯了那麼大的罪、一罪一罪連著下去，

竟然沒有任何人指責你，你需要拿單這種朋友。

‧權柄不易維持 ‧權柄可以維持

4. 留心犯罪三部曲
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

看到拔示巴在洗澡，很漂亮；

網路色情、電視、新聞、…
很多美女、很多淫亂的。

5. 權柄復得在於認罪悔改
拿單指責你，說「主啊，我錯了、赦免我！」

生了老大死了，知道我不能改變事實，

順服、起來吃、寫詩篇五十一篇 ─ 認罪，

成為多少人安慰的管道

認罪悔改上帝還是會用你的，

建聖殿的材料是你預備給兒子所羅門王，

雖然你不能建聖殿，上帝仍然要用你的



‧權柄不易維持 ‧權柄可以維持

6. 權柄的維持，在於依靠永恆的權威

王上二1-3 大衛的死期臨近了，就囑咐他兒子所羅門說：

「你當謹守他的律例、誡命、典章、法度。

這樣，你無論做甚麼事，不拘往何處去，盡都亨通。」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要聽從上帝的，告訴兒子 ─

我一生學會一個功課，就是因為離開上帝的道，

因此這麼大的墮落、權柄失落。

求主幫助當父母親、當地位高的人 ─

權柄會失落的，

除非你懂得依靠上帝的話，

趁今天趕快回到上帝面前。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懂得墮落、享樂之後長期的痛苦；

幫助我們知道罪惡會傳染、長期殺傷力；

幫助我們不要依靠自己的聰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都認定你，

特別有墮落犯罪的我們，幫助我們。

求你常常幫助我們這些墮落的人，

求天上的神赦免我們，早點悔改歸向天上的神，

仰望交託給我們憐憫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