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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晚年時期（二）
大衛的晚年和敬拜生活（撒下20-24章）
• 赤巴的叛變（撒下20章）
• 基遍人的血債（撒下21章）
• 大衛數典人數（撒下24章）
• 大衛的讚美詩（撒下22章，詩篇18篇）
• 大衛的遺言（撒下23章）

禱告的五個內容
1、讚美： 以敬虔的心來頌贊神的偉大作爲，稱
頌神的大能、威嚴、慈愛、聖潔等。
2、感恩：為自己所蒙的恩典而向神獻上由衷的
感謝。對自己所遭遇的患難，也要心存感恩。
3、認罪：在禱告中存著敬畏的心向神承認自己
的罪並支取神的赦免。
4、祈求：抓住並信靠神的話，把自己所需所願
的向神陳明，尋求他的賜福。
5，代求：存著對別人的愛，照著他們所需的向
神祈求。

大衛犯罪審判和悔改（撒下11-20章）
• 大衛犯罪（撒下11章）
• 大衛家中的審判（撒下12-13章）
• 押沙龍的叛變（撒下14-15章）
• 大衛逃亡（撒下15-16章）
• 押沙龍被殺（撒下17-18章）
• 大衛重登王位（撒下19-20章）

神對大衛犯罪的審判
1．刀劍永不離他的家。
2．神興起禍患攻擊他。
3．將他的妃嬪賜給別人。
4．神在百姓面前、在日光下報應他。
5．拔示巴生的孩子必死。
要用四倍來償還！與拔示巴所生的兒子，暗
嫩，押沙龍，亞多尼雅

詩篇32篇
1.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2. 凡心裡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3.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乾。
4.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
5. 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
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細拉）
6. 為此，凡虔誠人都當趁你可尋找的時候禱告你；大水泛溢的時候，必
不能到他那裡。
7. 你是我藏身之處；你必保佑我脫離苦難，以得救的樂歌四面環繞我。
8. 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
9. 你不可像那無知的騾馬，必用嚼環轡頭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馴服。
10. 惡人必多受苦楚；惟獨倚靠耶和華的必有慈愛四面環繞他。
11. 你們義人應當靠耶和華歡喜快樂；你們心裡正直的人都當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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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這是一篇懺悔的詩，與6，38，51，102，
130，143 同列為悔罪詩。
• 大衛犯罪之後，被罪壓傷心中苦悶，認罪
之後，得到赦免的喜樂。

應用
• 大衛的經歷，讓我們感受到被罪壓傷的痛
苦和無助，所以不要隱瞞罪，必需帶到神
的面前。
•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的不義，認罪得赦免是喜樂的
• 神的救贖和無條件的愛，是我們喜樂的源
頭

詩篇51篇（二）
10. 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11.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13.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過犯的人，罪人必歸順你。
14.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 神；求你救我脫離流人血的罪！我
的舌頭就高聲歌唱你的公義。
15.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張開，我的口便傳揚讚美你的話！
16. 你本不喜愛祭物，若喜愛，我就獻上；燔祭，你也不喜悅。
17.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
不輕看。
18. 求你隨你的美意善待錫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
19. 那時，你必喜愛公義的祭和燔祭並全牲的燔祭；那時，人
必將公牛獻在你壇上。

6/17/2018

分段
1-2 引言：大衛先指出一個罪得赦免的人是何
等的有福，他的生命也最有意義。大衛親身
經歷過這種被赦罪的福氣。
3-9 大衛敘述不肯認罪的困境和獲救的經過
10-11 大衛教導我們倚靠神，好被神的慈愛包
圍保護。

詩篇51篇（一）
1.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2.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
3.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4.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這惡，以致你責備我
的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
5. 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6. 你所喜愛的是內裡誠實；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
7. 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
8. 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
9.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

背景
• 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先知拿單來見他；
他作這詩，交與伶長 （參考撒下11-12章）
• 大衛犯罪，被拿單責備，真心痛悔，向神
認罪，求神寬恕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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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
1-2 開始的祈禱：大衛求神憐憫，洗除他的罪污。
3-6 祈求的基礎：大衛坦然到神面前認罪悔改，
而神也喜歡大衛出自內心的誠實（6）；所以，大
衛求神寬恕他一切的罪。
7-12 祈求的內容：大衛詳盡地求神洗滌罪污，叫
他靈性再次復興起來。
13-19 結語：A）13-17大衛許願要獻上感恩祭和在
大會中宣告神赦免他一切的罪；
B）18-19大衛求神建造耶路撒冷，讓祭物的供獻
可以再次執行。

6/17/2018

應用
• 學習大衛向神認罪的真誠，是蒙神所喜悅的。
• 要知道自己的過犯，是否得罪神，得罪人，
才能真正到神面前認罪

詩篇143篇

詩篇143篇

1. 耶和華啊，求你聽我的禱告，留心聽我的懇求，憑你
的信實和公義應允我。
2. 求你不要審問僕人；因為在你面前，凡活著的人沒有
一個是義的。
3. 原來仇敵逼迫我，將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處，
像死了許久的人一樣。
4. 所以，我的靈在我裡面發昏；我的心在我裡面悽慘。
5. 我追想古時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為，默念你手的工
作。
6. 我向你舉手；我的心渴想你，如乾旱之地盼雨一樣。

7. 耶和華啊，求你速速應允我！我心神耗盡！不要向
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樣。
8. 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慈愛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
使我知道當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
9. 耶和華啊，求你救我脫離我的仇敵！我往你那裡藏
身。
10.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 神。你的
靈本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11. 耶和華啊，求你為你的名將我救活，憑你的公義，
將我從患難中領出來，
12. 憑你的慈愛剪除我的仇敵，滅絕一切苦待我的人，
因我是你的僕人。

背景

分段

• 這是懺悔詩的最後一首，是大衛在困苦逼
迫時所寫的
• 大衛虔誠的認罪禱告祈求。
• 這是一首很特別的集錦詩篇，每一節都可
以在其他詩篇中找得到相類似的經文。

1-2 開始的禱告：大衛求神聽他的禱告，不要
審判他。
3-6 大衛述說自己的苦況：仇敵要置他於死地，
令他感到愁苦。
7-12 大衛憑信心向神祈求：大衛既是神的僕
人，所以可求神不再掩面不理他，應按祂的
慈愛和應許，救大衛脫離患難，剷除欺壓他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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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 學習大衛單純的信心，憑著神的慈愛向神
祈求，也相信因為自己是神的僕人的身份，
神必定會搭救。
• 大衛不只求神讓他脫離患難，更求神讓他
要仰望神，依靠神，明白並遵行神的旨意

背景
• 大衛逃避他兒子押沙龍的時候作的詩。
• 這是一篇求神對付仇敵的祈禱詩，
• 押沙龍叛變的事蹟，參考撒下15-17章。

應用
• 當我們遇見難處，受到困惑時，是否對神
仍然有信心？是否相信神必定會保守？
• 我們是否有信心相信神不會讓我們羞愧，
神必會讓我們抬起頭來，在敵人面前誇勝。

6/17/2018

詩篇3篇
1. 耶和華啊，我的敵人何其加增；有許多人起來攻擊我。
2. 有許多人議論我說：他得不著 神的幫助。
3. 但你─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
抬起頭來的。
4. 我用我的聲音求告耶和華，他就從他的聖山上應允我。
5. 我躺下睡覺，我醒著，耶和華都保佑我。
6. 雖有成萬的百姓來周圍攻擊我，我也不怕。
7. 耶和華啊，求你起來！我的 神啊，求你救我！因為
你打了我一切仇敵的腮骨，敲碎了惡人的牙齒。
8. 救恩屬乎耶和華；願你賜福給你的百姓。

分段
1-2 大衛的苦況： 他被押沙龍無理的攻擊。
3-6 祈求的基礎： 大衛信賴神，相信神必幫助
和保護。
7-8 祈求的內容: 大衛向神禱告，求神消滅敵
人。

詩篇63篇
1.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
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2. 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為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
3. 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你。
4. 我還活的時候要這樣稱頌你；我要奉你的名舉手。
5-6. 我在床上記念你，在夜更的時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
飽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歡樂的嘴唇讚美你。
7. 因為你曾幫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蔭下歡呼。
8. 我心緊緊地跟隨你；你的右手扶持我。
9. 但那些尋索要滅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
10. 他們必被刀劍所殺，被野狗所吃。
11. 但是王必因神歡喜。凡指著他發誓的必要誇口，因為
說謊之人的口必被塞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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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大衛逃離押沙龍在猶大曠野的時候，作了
這詩。
• 大衛在逃亡曠野中時，渴望得到神的保護
與同在。
• 大衛在飢渴當中，思想與神同在的美好

應用
• 大衛用三個“我的心”來描述渴慕與神的
同在。
• 我的心切慕袮，我的心就像飽足了骨髓肥
油，我心緊緊地跟隨你，我們是否有切慕
的心，飽足的心和緊緊跟隨的心呢？

背景與分段
• 大衛在獻殿的時候，作這詩歌。這是一篇感恩詩
1-3 大衛敘述遭難和獲救的經過：大衛老年曾患重病，
病入膏肓，臨近死亡邊緣；在此情形下，他求神治愈
他的病。神果然聽他的祈禱、醫好了他。
4-5 大衛邀請旁觀者一同感恩
6-12 大衛再次描述遭難和獲救的經歷，
• 6 表明大衛在順境時心生驕傲，忘記了他的一切好
處都是神的賜予。
• 7-10 神的刑罰臨到時，大衛立刻向神禱告，並將當
時的祈禱文記錄下來。
• 11-12 由於神聽禱告，醫治了大衛，故此他繼續向
神感恩。
12下是全篇的結語，大衛立志永遠要稱謝神。

6/17/2018

分段
1-2 祈求的內容：大衛盼望有神同在，再次經
歷神的能力和榮耀。
3-8 祈求的基礎：大衛曾親身經歷神的恩典和
幫助，故可憑信心向神祈求。
9-11 祈求的內容：大衛因受敵人謀害，十分
痛苦，故求神殲滅他們。當敵人遭難時，王
就會歡喜。

詩篇30篇
1. 耶和華啊，我要尊崇你，因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敵向我誇耀。
2. 耶和華─我的 神啊，我曾呼求你，你醫治了我。
3. 耶和華啊，你曾把我的靈魂從陰間救上來，使我存活，不至於下坑。
4.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要歌頌他，稱讚他可記念的聖名。
5. 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
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6. 至於我，我凡事平順便說：我永不動搖。
7. 耶和華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穩固；你掩了面，我就驚惶。
8. 耶和華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華懇求，說：
9. 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甚麼益處呢？塵土豈能稱讚你，傳說你的
誠實麼？
10. 耶和華啊，求你應允我，憐恤我！耶和華啊，求你幫助我！
11.你已將我的哀哭變為跳舞，將我的麻衣脫去，給我披上喜樂，
12. 好叫我的靈歌頌你，並不住聲。耶和華─我的 神啊，我要稱謝你，
直到永遠！

應用
• 大衛在凡事平順的時候，就驕傲說“我永不動
搖” 他在困境中呼求神，深怕神掩面不理。
但神仍然拯救醫治他，這讓我們明白，神的怒
氣不過是轉眼之間；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 如大衛在這詩篇所言，神有時會藉著難處來管
教我們，目的是要我們來信靠祂，求告祂，當
神應允我們禱告的時候，會將我們的哀哭變為
跳舞，將我們的悲哀變為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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