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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十四章 21 - 33

21 王對約押說：「我應允你這事。

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龍帶回來。」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龍帶回來。」

22 約押就面伏於地叩拜，祝謝於王，又說：「王既應允

僕人所求的，僕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僕人所求的 僕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 」

23於是約押起身往基述去，將押沙龍帶回耶路撒冷。

24 王說：「使他回自己家裡去，不要見我的面。」說 自 家 不 我 」

押沙龍就回自己家裡去，沒有見王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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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他的頭髮甚重，每到年底剪髮一次；
所剪下來的，按王的平稱一稱，重二百舍客勒。

27 押沙龍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

女兒名叫她瑪 是個容貌俊美的女女兒名叫她瑪，是個容貌俊美的女子。

撒母耳記十四章 21 - 33

28 押沙龍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二年，沒有見王的面。

29 押沙龍打發人去叫約押來，要託他去見王，約押卻不肯來。29 押沙龍打發人去叫約押來，要託他去見王，約押卻不肯來。

第二次打發人去叫他，他仍不肯來。

30所以押沙龍對僕人說：「你們看，約押有一塊田，30所以押沙龍對僕人說 你們看 約押有 塊田

與我的田相近，其中有大麥，你們去放火燒了。」

押沙龍的僕人就去放火燒了那田。押沙龍的僕人就去放火燒了那田

31於是約押起來，到了押沙龍家裡，

問他說：「你的僕人為何放火燒了我的田呢？」

32押沙龍回答約押說：「我打發人去請你來，好託你去見王，

替我說：『我為何從基述回來呢？不如仍在那裡。』

現在要許我見王的面；我若有罪，任憑王殺我就是了。」

33於是約押去見王，將這話奏告王，王便叫押沙龍來。

押沙龍來見王 在王面前俯伏於地 王就與押沙龍親嘴押沙龍來見王，在王面前俯伏於地，王就與押沙龍親嘴。

撒母耳記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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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十八章 14

約押說：「我不能與你留連。」

約押手拿三杆短槍，趁押沙龍在橡樹上還活著，約押手拿三杆短槍 趁押沙龍在橡樹上還活著

就刺透他的心。



押沙龍押沙龍 --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聖經裡面長得最帥的，大概就是押沙龍，

他非常酷、頭髮很長，

每年年底剪一次可以稱兩百舍客勒；

但死的方式最慘 ─ 
頭髮被掛在樹上，給約押戳死。

原因 ─ 爸爸為什麼不處理妹妹給哥哥暗嫩強暴的案子，

非常生氣，爸爸怎麼可以這樣不處理我的妹妹不公？非常生氣，爸爸怎麼可以這樣不處理我的妹妹不公？

重點就在當父母親做錯、犯罪的時候，你怎麼辦？

中國人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句話是錯的，

每一個人類的父母都有墮落，

亞當、夏娃、所羅門王、大衛，通通有犯罪！

押沙龍押沙龍 --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撒母耳記上下從四個人來看，父母親都不太完全 ─
 撒上的以利 兩個兒子邪惡 墮落 撒上的以利，兩個兒子邪惡、墮落，

結果失去了祭司的職分、一家所有男人都死光

撒母耳 當的 既貪 的兒子為士師撒母耳不正當的選立既貪且惡的兒子為士師，

所以以色列的焦點轉向人間政權，

想另外找王，就找出了掃羅 (撒上八1)

掃羅沒有好的父親背影，結果兒子約拿單慘死，

撒上三十一章 ─ 跟爸爸一起死亡在戰場

 撒下悲劇的主角是大衛跟兒子老三押沙龍，

大衛跟拔示巴淫亂墮落之後全家四個人死，

進入強暴之後的兇殺、篡位、刀劍生活

父親的背影深深影響到兒女。

1. 接納父母親有軟弱的時候

他為什麼不處理暗嫩？因為暗嫩一定會告訴你 ─
「你有沒有好一點，你忘了拔示巴了嗎？」

人間父母只要他是人，必然會墮落；

基督徒不祭祖，祖宗怎麼偉大，不會是神、仍然是罪人。

暗嫩會騙爸爸說我病了，那個計謀是爸爸那邊來的 ─
 爸爸會墮落，強暴拔示巴、把烏利亞殺了

不要有理想主義來看人間的任何人，包括君王、父母。

 暗嫩詐病，強姦了妹妹、讓押沙龍不服

不要有理想主義來看人間的任何人，包括君王、父母。

小提琴家海飛茲非常理想主義，

任何人拉錯一個音包括他自己，會不舒服的！任何人拉錯 個音包括他自己，會不舒服的！

大文豪蕭伯納告訴他說 ─ 
「你這麼高理想主義的人，會遭天譴的。」你這麼高理想主義的人，會遭天譴的。」

你要接納父母親有墮落、有軟弱…

2. 留心裡面過於外面
押沙龍外面漂亮到頭髮非常重 但是外面壓不住裡面押沙龍外面漂亮到頭髮非常重，但是外面壓不住裡面。

 我們不要單單關心所為、所有，更要關心所是

拿破崙說 萬 拿破崙說 ─ 我可以指揮百萬軍隊，但不能指揮裡面的脾氣裡面的脾氣

妹妹被強暴後，押沙龍並不和哥哥暗嫩說好說歹，

撒下十三24-27 押沙龍來見王，說：

押沙龍恨惡他，一天、兩天…兩年，累積詭詐陰謀陰謀。。

「現在有人為僕人剪羊毛，請王和王的臣僕與僕人同去。」

王對押沙龍說：「我兒，我們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費太多。」

押沙龍再 請 仍是不肯去 只為他祝福押沙龍再三請王，王仍是不肯去，只為他祝福。

押沙龍說：「王若不去，求王許我哥哥暗嫩同去。」

王說：「何必要他去呢？」王說： 何必要他去呢？」

押沙龍再三求王，王就許暗嫩和王的眾子與他同去。

兩年時間想出這個計謀 爸爸忘了 他裡面沒有忘兩年時間想出這個計謀，爸爸忘了，他裡面沒有忘…
因此把哥哥騙出來，把他殺了！



2. 留心裡面過於外面

躲三年在外面，約押知道他躲，找提哥亞婦人告訴大衛大衛……
大衛就告訴約押說：「好，我讓押沙龍回來。」

我已經離開家好多年了，兩年加三年加兩年，七年了

撒下十四28 押沙龍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二年，沒有見王的面。

我已經離開家好多年了，兩年加三年加兩年，七年了…

撒下十五1 押沙龍為自己預備車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頭奔走。
押沙龍常常早晨起來 站在城 的道旁 有爭訟要去求 判斷的押沙龍常常早晨起來，站在城門的道旁，凡有爭訟要去求王判斷的，

押沙龍就叫他過來，問他說：「你是哪一城的人？」

回答說：「僕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回答說： 僕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

押沙龍對他說：「你的事有情有理，無奈王沒有委人聽你伸訴你伸訴。」。」

押沙龍又說：「恨不得我作國中的士師！

他把爸爸王位的民心都奪走了，

凡有爭訟求審判的到我這裡來，我必秉公判斷。」

他把爸爸王位的民心都奪走了，

他外面很美，裡面在詭詐、在搶、在奪…

3. 在屋簷下不要拆了屋頂

他想奪爸爸的王位、跟爸爸競賽，敵人是父親，

撒下十五30 ─ 叛變，讓爸爸蒙頭赤腳上橄欖山…
他非常在意的是自己，甚至把爸爸推下去。

當人兒女留心，從耶穌學習兩個功課 ─當人兒女留心 從耶穌學習兩個功課

耶穌十二三歲，在聖殿忘了要跟爸爸媽媽回去，

馬利亞問他「為什麼讓我們等、讓我們擔心呢？呢？」」馬利亞問他 為什麼讓我們等 讓我們擔心呢？呢？」」

耶穌說：「豈不知我應當我父的事為念。」

地上想天上的事地上想天上的事

十字架上的時候看到馬利亞，肉身的媽媽，

告訴約翰「這是你的母親」告訴約翰 這是你的母親」

告訴馬利亞「這是你的兒子」

準備行天父的旨意的時候又不忘記媽媽的可憐準備行天父的旨意的時候又不忘記媽媽的可憐

非常美的當人兒女的榜樣。

3. 在屋簷下不要拆了屋頂

押沙龍不是這樣子 ─

撒下十六22 於是人為押沙龍在宮殿的平頂上支搭帳棚；撒下十六22 於是人為押沙龍在宮殿的平頂上支搭帳棚；

押沙龍在以色列眾人眼前，與他父的妃嬪親近。

爸爸再軟弱、再墮落，

不可以用這個方式羞辱父母親，學習耶穌，

憐恤父母親也有軟弱

在人家屋簷下面，又不要忘記天父在你身上的計畫

上帝讓父母親成為你的父母，這是不能選擇的，

服在下面、學習他，學習忍受他，在 學習 學習

學習被預備、被上帝磨練、將來更多的成長，

甚至原諒爸爸、也不像爸爸的墮落，甚至原諒爸爸 也不像爸爸的墮落

更不要像押沙龍 ─ 在屋簷下，把爸爸的屋頂都拆了。

4. 留心在受委屈的時候的交往
約押 道你想念爸爸 提哥亞婦人 約押知道你想念爸爸，找提哥亞婦人…
押沙龍回來了，謝謝約押

 爸爸沒有見他，他放火燒約押的田地，

約押果然去找大衛，

這個人看起來是最能討你的心，

押沙龍見到爸爸了，謝謝約押

這個人看起來是最能討你的心

卻不懂得這個人是見縫插針的，讓父子之間有裂縫 ─
最後讓你死的就是約押啊！最後讓你死的就是約押啊

別人告訴約押，王已經說不能殺押沙龍，

約押不管，硬是衝過去拿槍戳死他。押不管 是衝 拿 戳

留心受委屈的時候絕對不要交一些爛朋友：

暗嫩聽約拿達的詭計，騙爸爸假裝生病讓他瑪來服事暗嫩聽約拿達的詭計，騙爸爸假裝生病讓他瑪來服事

夫妻也一樣，不容許別人有插針的機會



5. 有其父往往必有其子

 爸爸犯色情的罪，暗嫩、所羅門王犯色情的罪

 爸爸小罪累積成大罪，暗嫩、押沙龍小罪累積成大罪

當看到父親墮落的時候，不要以為你會比父親好，

趁這一代，靠耶穌的寶血、切斷它。切斷它

6. 記住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如果忘記恩典 報應是在強處上付代價如果忘記恩典，報應是在強處上付代價，

 所誇口的頭髮、忘了是上帝的恩典

 不願把身體獻上 卻生出墮落 敗壞 計謀 不願把身體獻上，卻生出墮落、敗壞、計謀

 外面的容貌、地位、金錢，不知道歸給上帝

求主赦免對爸爸的不滿 學習饒恕父親 為他禱告

求主幫助我們不要在強處上誇口，那些可能是卡死你的長頭髮，

求主赦免對爸爸的不滿，學習饒恕父親、為他禱告。

趁今天，低頭到上帝面前求主憐憫我們。

求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
求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當父母親的 ─

禱告禱告

能夠在基督的愛當中被赦罪

瞭解我們有軟弱，也願意認罪悔改

幫助我們作兒女的 ─
能夠懂得在屋簷下順服天上的父

在我們父母親當中的特權，

敬畏他們、孝順他們、主裡面聽從他們孝順

幫助我們不要誇口外面的、更關心裡面的

赦罪恩典賜給我們，好讓我們與主同行，赦罪恩典賜給我們 好讓我們與主同行

影響到子孫代代敬虔。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 阿們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