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撒母耳記下講經      
 

撒母耳記下 

大衛王朝 
 

第一講    掃羅陣亡兒子同死 

撒母耳記下第一章 1至 10節 

一，開始大衛王朝 

二，亞瑪力少年報信 

三，詩篇十八篇 

 

第二講   大衛哀悼全國傷痛 

撒母耳記下第一章 11節至 27節 

ㄧ，大衛殺亞瑪力少年 

二，大衛作歌哀弔掃羅與約拿單 

三，詩篇第九篇 

第三講   大衛受膏作猶大王 

撒母耳記下第二章 1至 7節 

一，大衛在希伯崙作猶大王 

二，大衛厚待基列雅比人 

三，詩篇十五篇及一百廿四篇 

 

第四講   掃羅之子接續作王 

撒母耳記下第二章 8至 32節 

一，押尼珥擁伊施波設為王 

二，押尼珥與約押兩軍相交 

三，詩篇一百〇八篇 

 

第五講   掃羅大衛兩家爭戰 

撒母耳記下第三章 1至 21節 

一，大衛家日漸強盛 

二，伊施波設惹怒押尼珥 

三，詩篇廿篇 

第六講   約押報復殺弟之仇 

撒母耳記下第三章 22至 39節 

一，押尼珥與大衛立約 

二，約押殺押尼珥 

三，詩篇一百〇一篇 

 

甘霖媒體資訊  版權所有 
 



2    撒母耳記下講經      
 

第七講   掃羅王朝從此結束 

撒母耳記下第四章 

一，以色列人惶恐 

二，伊施波設被殺 

三，詩篇廿一篇 

 

第八講   上帝同在統一全國 

撒母耳記下第五章 

一，大衛受膏為全以色列王 

二，戰敗非利士人 

三，詩篇廿四篇 

 

第九講   迎接約櫃放回聖所 

撒母耳記下第六章 

一，運約櫃遭不測 

二，約櫃運回耶路撒冷 

三，詩篇九十六篇及九十七篇 

 

第十講   感恩圖報籌建聖殿 

撒母耳記下第七章 1至 17節 

一，大衛立意為上帝建殿 

二，上帝不允大衛建殿 

三，詩篇卅篇 

 

第十一講   獻上祈禱大衛謝恩 

撒母耳記下第七章 18至 29節 

一，大衛祈禱感恩 

二，求神堅定應許 

三，詩篇九十八篇及九十九篇 

 

第十二講   制服強敵以法治國 

撒母耳記下第八章 

一，大衛戰敗鄰邦諸國 

二，大衛組織政府 

三，詩篇五十八篇及一百一十篇 

 

第十三講   大衛恩待米非波設 

撒母耳記下第九章 

一，大衛召米非波設來 

二，大衛恩待米非波設 

三，詩篇一百卅八篇及一百卅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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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講   外族入侵再次迎戰 

撒母耳記下第十章 

一，大衛使者被亞捫人羞辱 

二，戰敗亞捫及亞蘭聯軍 

三，詩篇六十篇及六十八篇 

 

第十五講  靈性鬆懈大衛犯罪 

撒母耳記下第十一章 1至 13節 

一，大衛與烏利亞妻同房 

二，遣烏利亞返耶路撒冷見大衛 

三，詩篇卅二篇及四篇 

 

第十六講   淫人之妻殺人之夫 

撒母耳記下十一章 14至 27節 

一，大衛設謀殺烏利亞 

二，約押執行王命 

四，詩篇五十一篇及二十七篇 

 

第十七講   先知拿單宣布懲罰 

撒母耳記下十二章 1節至 15節 

一，拿單用比喻指明大衛干罪 

二，拿單宣告審判的信息 

三，詩篇第五篇及第六篇 

 

第十八講   孩子死了大衛敬拜 

撒母耳記下第十二章 16節至 31節 

一，大衛之子重病致死 

二，孩子死後大衛敬拜 

三，詩篇廿八篇及卅八篇 

 

第十九講   同父異母兄妹相欺 

撒母耳記下十三章 1節至 19節 

一，暗嫩暗戀他瑪 

二，他瑪勸暗嫩無效 

三，詩篇廿六篇 

 

第廿講   混亂家庭兄弟殘殺 

撒母耳記下十三章 20節至 39節 

一，大衛教子無方 

二，押沙龍暗算兄長 

三，詩篇一百〇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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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講   巧婦相助王子回家 

撒母耳記下十四章 1節至 20節 

一，約押尋得巧婦 

二，大衛納諫 

三，詩篇六十二篇 

 

第廿二講   押沙龍燒約押之田 

撒母耳記下十四章 21節至 33節 

一，押沙龍回京 

二，押沙龍燒約押之田 

三，詩篇十二篇 

 

第廿三講   兒子造反大衛逃亡 

撒母耳記下十五章 1至 23節 

一，押沙龍自立為王 

二，大衛出城避難 

三，詩篇三、卅九篇 

 

第廿四講   大衛用計攻敵之謀 

撒母耳記下十五章 24節至 37節 

一，大衛遣約櫃返京 

二，大衛差戶篩投靠押沙龍 

三，詩篇四十、五十五篇 

 

第廿五講   任人咒罵不加干涉 

撒母耳記下十六章 1節至 23節 

一，示每咒罵大衛 

二，亞希多弗獻計 

三，詩篇六十三、六十四篇 

 

第廿六講   上帝保守大衛免災 

撒母耳記下十七章 1節至 29節 

一，戶篩破亞希多弗之謀 

二，大衛速過約旦河 

三，詩篇第六十九、七十篇 

 

第廿七講   叛亂之子戰場陣亡 

撒母耳記下十八章 1節至 33節 

一，押沙龍敗陣 

二，二人報信 

三，詩篇四十ㄧ、六十一、八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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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八講   兒子被殺大衛傷痛 

撒母耳記下十九章 1節至 23節 

一，約押諫王 

二，大衛返京 

三，詩篇十八篇 

 

第廿九講   迎王回京收拾殘局 

撒母耳記下十九章 24節至 43節 

一，米非波設自白 

二，巴西萊的請求 

三，詩篇卅六篇 

 

第卅講   約押私心剪除政敵 

撒母耳記下廿章 1節至 26節 

一，約押殺亞撒黑 

二，平示巴之亂 

三，詩篇卅七篇 

 

第卅一講   基遍追討掃羅之罪 

撒母耳記下廿ㄧ章 1節至 22節 

一，基遍追討掃羅之罪 

二，非利士人又與大衛交戰 

三，詩篇七十一篇 

 

第卅二講   大衛頌讚奇妙上帝（上） 

撒母耳記下廿二章 1節至節 

一，大衛再念詩篇十八篇 

二，大衛說出對人生的觀察 

三，詩篇六十五篇 

 

第卅三講   大衛頌讚奇妙上帝（下） 

撒母耳記下廿二章節至 51節 

一，上帝的道完全 

二，耶和華是活神 

三，詩篇一百廿二篇 

 

第卅四講   大衛勇士各顯大能 

撒母耳記下廿三章 

一，大衛終末之言 

二，大衛的勇士 

三，詩篇一百卅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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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五講  數點百姓遭受瘟疫 

撒母耳記下廿四章 

一，大衛數點以色列百姓 

二，國中遭瘟疫 

三，詩篇一百卅八篇 

 

第卅六講   亞多尼雅自立為王 

列王記上第一章 1至 10節，41節至 53節 

一，亞多尼雅自立為王 

二，亞多尼雅驚恐求饒 

三，詩篇一百四十五篇 

 

第卅七講   大衛立所羅門為王 

列王記上第一章 11節至 40節 

一，大衛立所羅門繼承王位 

二，所羅門登基為王 

三，詩篇一百卅三篇 

 

第卅八講   大衛指示所羅門王 

列王記上第二章 1節至 25節 

一，大衛對所羅門的吩咐 

二，亞多尼雅見殺 

三，詩篇一百四十三篇 

 

第卅九講   為國除害安定政局 

列王記上第二章 26節至 46節 

一，約押見殺 

二，示每見殺 

三，詩篇一百〇三篇 

 

第四十講  蓋棺論定償還四倍 

總復習 

一，從蒙召到作王 

二，因犯罪賠上四個兒子 

三，詩篇一百零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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