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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作以色列

王二年；惟独犹大家归从大卫。

大卫在希伯仑作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撒

下2:8-9)



希伯仑

耶布斯 (耶路撒冷)

玛哈念

元帅押尼珥立扫罗之子

伊施波设为王，在玛哈

念治理其他以色列人。

大卫在希伯仑作犹大家

的王，共七年半。

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许久。

大卫家日见强盛；扫罗家日

见衰弱。(撒下3:1)



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仑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
的骨肉。

从前扫罗作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
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
作以色列的君。

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仑见大卫王，大卫在
希伯仑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膏大卫作以
色列的王。

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

在希伯仑作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作以
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
耶布斯人。
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
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

大卫日见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

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
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

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作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
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



基遍 (迦巴)
基色

大卫再度击溃非利士人

耶路撒冷

迦特

亚实突

亚实基伦

迦萨

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乏音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

要一直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

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

非利士人的军队。」

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迦巴直到基色。(撒

下5:22-25)

以革伦



耶路撒冷

基列耶琳

大卫迎约柜
约柜



约柜

被掳

米斯巴

之役

扫罗

作王

大卫作

犹大王

大卫作

以色列王

20年 ? 40年 7.5年

大卫

迎约柜

约柜在基列耶琳 > 70年

基列耶琳(森林之城)
山上亚比拿达的家



乌撒

拿艮的禾场

到了拿艮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或作：惊跳），乌撒

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

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撒下6:6-7)



耶路撒冷

基列耶琳

大卫迎约柜
约柜

俄别以东：利未人，可拉后裔

(代上26:1,4,19)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

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毗列斯乌

撒(意为 Outbreak against 

Uzzah) ，直到今日。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

「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

里来？」

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

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迦特人

俄别以东的家中。(撒下6:8-10)



耶路撒冷

基列耶琳

大卫迎约柜
约柜

俄别以东：利未人，可拉后裔

(代上26:1,4,19)

耶和华的约柜在迦特人俄别以

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

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

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

家和一切属他的。」

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

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

的城里。(撒下6:11-12)



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

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

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撒下6:13-15)



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

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撒

下6:16)



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

「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

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撒下6:20)



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

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作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

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

那些婢女，她们倒要尊敬我。」

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撒下6:21-23)



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靖，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

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

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

在。」

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

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

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撒下7:1-7)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

色列的君。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

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

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

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靖，不被

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

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

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

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

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撒下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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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城

圣殿

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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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日见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

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

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

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作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

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

大卫离开希伯仑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

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沙母亚、朔罢、拿单、

所罗门、益辖、以利书亚、尼斐、雅非亚、以利沙玛、

以利雅大、以利法列。(撒下5:10-16)

他(王)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

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申17:17)



犹大

以色列

亚扪

琐巴

摩押

以东

哈马

非利士

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

(或译：以东，见诗60诗

题)一万八千人回来，就

得了大名；

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

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

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

都使他得胜。

大卫作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民秉公行义。(撒

下8:13-15)

大马色

大河

盐谷



以东

摩押

亚扪

亚兰-
大马色

亚兰-
琐巴

哈马
伯拉大河

腓尼基

非利士

埃及小河

大卫、所罗门

时代之疆域

以色列
大卫征服之地

所罗门的经济

势力所及之处
以色列的

全盛时代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30岁作犹大王

37岁作以色列王

(50岁)生所罗门

(48岁)杀乌利亚，娶拔示巴

(45岁)恩待米非波设(20岁)

(31岁)生暗嫩

(33岁)生押沙龙

(51岁)暗嫩强暴他玛

(53岁)押沙龙杀暗嫩

(56岁)押沙龙返耶路撒冷

(58岁)大卫接见押沙龙

(62岁)押沙龙叛变

大卫王年谱(推估)

70岁驾崩



一日，太阳平西，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
妇人沐浴，容貌甚美。(撒下11:2)



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
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撒下11:14-15)



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
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
利亚也死了。(撒下11:16-17)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

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

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

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

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

加倍地赐给你。你为甚么藐视耶和华

的命令，行祂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

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

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

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

的家。』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

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

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

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

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日光之下，报应你。』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

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

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

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我得罪耶和华了！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乾净；

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诗51:7-13)

利14；民19



杀暗嫩！
过了二年 ...



再过三年

约押大卫

押沙龙



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

没有委人听你伸诉。恨不

得我作国中的士师！凡有

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

我必秉公判断。



希伯仑

耶路撒冷

有人报告大卫说：「以

色列人的心都归向押沙

龙了！」

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

他的臣仆说：「我们要

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

躲避押沙龙了；要速速

地去，恐怕他忽然来到，

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

合城的人。」(撒下

15:13-14)



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

都蒙头哭着上去。

有人告诉大卫说：「亚希多弗也在叛党之中，随从押沙

龙。」

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希多弗的计谋变为

愚拙！」

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户筛，衣服撕

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

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必累赘我；你若回城去，

对押沙龙说：『王啊，我愿作你的仆人；我向来作你父

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作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

以为我破坏亚希多弗的计谋。」(撒下15:30-34)



大卫逃难

希伯仑

耶路撒冷



亚希多弗
户筛押沙龙

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今夜我就起

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

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

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

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

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



亚希多弗
户筛押沙龙

亚希多弗这次所定的谋不善。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

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

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

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

凡听见的必说：『跟随押沙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

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

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



亚希多弗
户筛押沙龙

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

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

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

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

留下。他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

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



亚希多弗
户筛押沙龙

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希

多弗的计谋更好！





我儿押沙龙啊！我儿，

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

得替你死，押沙龙啊，

我儿！我儿！



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
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
数目。

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
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
事呢？

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
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



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迦得，就是大卫
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
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与你。

于是迦得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
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
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
覆那差我来的。

大卫对迦得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
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七万人。



这块以色列人建造圣殿的根基，原来是一块积放禾捆
的禾场。上面住着两兄弟：阿珥楠和亚劳拿。他们兄
弟虽已分家，却极其亲睦。哥哥阿珥楠家人口多，弟
弟亚劳拿家人口少，二人的禾场相连在一起。收割的
时候，亚劳拿心里想，哥哥家人口多，自己家人口少，
应当送些给他。于是到了夜晚时分，亚劳拿就暗暗搬
了些禾捆到哥哥那里。这边，哥哥阿珥楠心里也想，
弟弟人口虽少，总还是比自己年幼，何况神赐的是如
此丰盛，理当送些给弟弟。夜晚时分，阿珥楠也搬了
些禾捆到弟弟那里。

第二天，兄弟两人到自己禾场上，却见禾捆一点也没
少，心里都很诧异，不知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兄弟
二人又这样暗暗的互送禾捆。一连好几天，有一天晚
上，二人终于在送禾捆时相遇了。当他们各自说出送
禾捆的缘由时，不禁相拥而泣。后来大卫王要寻找一
块地，建造圣殿，就选上了这块弟兄相爱的禾场；此
即史上著名的阿珥楠禾场。（代上二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