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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大卫--权柄的失落权柄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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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下十五章 13
有人报告大卫说 「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押沙龙押沙龙了了 」」

撒母耳记下十五章30

13 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押沙龙押沙龙了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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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记下十六章 5 - 8
5 大卫王到了巴户琳 见有一个人出来5 大卫王到了巴户琳，见有 个人出来，

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

6 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6 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

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7 示每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哪 去吧去吧！7 示每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哪，去吧去吧！

8 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

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 将这国交给你儿子押沙龙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押沙龙。

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

列王记上第二章 1 - 6

1 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

2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作大丈夫大丈夫，，

3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

这样，你无论做甚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

4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

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

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断 』

5 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

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珥的儿子押尼珥和益帖儿子亚玛撒。以色列的两个元帅 尼珥的儿子押尼珥和益帖儿子亚玛撒。

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如在争战之时一样，

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

6 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

大卫大卫 -- 权柄的失落权柄的失落
堂堂君王大卫可以打败歌利亚，

却不能处理暗嫩强奸押沙龙妹妹的案子却不能处理暗嫩强奸押沙龙妹妹的案子，

让押沙龙不服、叛变、想篡位，儿子追杀父亲大卫

让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 一面上一面哭让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 面上 面哭，

跟随他的人都蒙着头哭着上去

示每还在对面山坡上咒骂他示每还在对面山坡上咒骂他，

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咒骂他

死的时候，

竟然叫小儿子所罗门王把他的将军约押杀了，竟然叫小儿子所罗门 把他的将军约押杀了，

约押是你的手下、为什么你不处理…

权柄 权柄权柄为什么不见了？权柄会失落的！



大卫大卫 -- 权柄的失落权柄的失落
不要以为你有地位、人家一定尊敬你，
不要以为你是父亲、你的儿女一定尊敬你，不要以为你是父亲、你的 女 定尊敬你，
不要以为你是老板、手下一定尊敬你；

任何人想事奉上帝一定被挑战 ─任何人想事奉上帝 定被挑战
摩西的手下可拉两百五十个人来挑战他，

姐姐米利暗也质疑他姐姐米利暗也质疑他

以利亚被四百五十个拜巴力先知挑战、被亚哈挑战
施洗约翰被挑战 你 凭什么施洗施洗约翰被挑战 ─你 凭什么施洗？

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

最后 个礼 接受多少挑战

你我要事奉就要抓到一个原则 ─

最后一个礼拜接受多少挑战

权柄是会失落的。

‧权柄不易维持 ‧权柄可以维持

1. 成功是失败的开始
 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歌利亚出现，变成转折点，

 时事造英雄、大卫打倒歌利亚

 扫罗忌妒他，开始追杀到 三十一章

 撒母耳记下转折点 十一章 ─ 大卫跟拔示巴有婚外情
 从希伯仑、后来到耶路撒冷为王

 却因为拔示巴事件之后押沙龙追杀大卫

被挤的时候还无所谓被挤的时候还无所谓，
现在已经成为耶路撒冷的王…

士师之后最重要的联合王国的国王；士师之后最重要的联合王国的国王；

他得心应手，却因为拔示巴一夜风流之后，

儿子 ─ 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死了儿子 ─ 跟拔示巴所生的第 个死了，

后来就连续发生很多悲剧…

‧权柄不易维持 ‧权柄可以维持

1. 成功是失败的开始
暗嫩、老大，强暴他玛暗 老大，强暴
押沙龙刺杀暗嫩，甚至想篡夺父王位

 王上第一章 ─ 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雅王上第 章 另外 个儿子 多尼雅
想夺所罗门王的王位

整个悲剧的关键 ─整个悲剧的关键

十一1-2 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日 太阳平西 大卫从床上起来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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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任何担心了，我已经很顺利了…
这个时候留心 ─ 后面有失败在等着你！这个时候留心 后面有失败在等着你

参孙、大卫、所罗门王，成功是失败的开始。

‧权柄不易维持 ‧权柄可以维持

2 英雄难过美人关2. 英雄难过美人关
 扫罗没有卡死大卫，让他产生家庭的悲剧是因为色情

男人留意 色情是你 生最麻烦的事 男人留意，色情是你一生最麻烦的事，

任何人要事奉上帝，色情会把你卡死

在内地会训练宣教士，给他们看一个影片 ─
撒但教要瓦解基督教的一个方式，很单纯，派美女到教会，

听牧师讲道后 跟牧师约时间 谈婚姻的不幸听牧师讲道后，跟牧师约时间，谈婚姻的不幸……
越谈牧师越同情她，没有留意门应当打开，

就在办公室做了不可做的事；就在办公室做了不可做的事；
事发之后的礼拜天，撒但教的女生出现，说：

「不要听牧师胡扯，礼拜三在房间强暴我，

师母知道、师母破碎、教会分裂、教会被瓦解，
谁知道她有没有结婚

不相信，他肚脐旁有一个胎痣！」

谁知道她有没有结婚…
长得帅的、有钱的，特别留意 ─英雄难过美人关。



‧权柄不易维持 ‧权柄可以维持

3. 罪恶具有传染力
犯了一个罪的大卫 ─ 淫乱，马上犯第二个罪，

把乌利亚找回来，让乌利亚跟他的妻子拔示巴同房，

好让乌利亚以为妻子里面的精子是你的、不是我的，好 乌利 为妻子 面的精子是你的、不是我的，

瞒天过海、作假见证。

这一招行不通 把乌利亚调到最前线这 招行不通，把乌利亚调到最前线，

写信告诉约押把他放最前线，敌人把他杀了，他杀了，

犯第三个罪 ─ 杀人的罪

圣经提到罪都是连在一起的，具有传染性，

犯第三个罪 ─ 杀人的罪。

不要以为只要大罪不犯、小罪不断，错了！

大卫因为罪恶的传染性，一个、一个…犯，

因此他的权柄丢了、在崩盘、在瓦解。

‧权柄不易维持 ‧权柄可以维持

具有长期杀伤力4. 罪恶具有长期杀伤力
 大卫跟拔示巴之后，跟拔示巴所生的老大死了

 暗嫩强暴他玛，暗嫩死了

 押沙龙跟大卫的妾屋顶上同房，押沙龙死了

 亚多尼雅想篡夺所罗门的王位，

要大卫晚年保暖的妾亚比煞，亚多尼雅死了

当拿单告诉他的时候，他说这个人必偿还羊羔四倍，

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 ─四个人死。

5. 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儿女
大卫犯淫乱的罪 儿子暗嫩也犯淫乱的罪大卫犯淫乱的罪，儿子暗嫩也犯淫乱的罪。

拔示巴所生的老大死了，之后生老二所罗门王，

上帝赐平安赦罪 ─ Solomom 意思是平安；上帝赐平安赦罪  Solomom，意思是平安；

没有想到所罗门王犯更大的罪，一千个太太！

‧权柄不易维持 ‧权柄可以维持

权柄被 拉 去6. 权柄被罪恶拉下去
 国事 ─ 约押，

临死的时候叫儿子所罗门王，注意他、把他杀了，把他杀了，

为什么自己不处理？

当初把乌利亚找回来、他不回家，派到最前线，

写了一封信给元帅约押 ─ 那封信抓在约押手中，

如果要杀约押，约押一定会说 ─要抓我吗？可以…
大卫就爆掉了，他有把柄在人家手中。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君王一上来，
一定把情报局长、国安局长先换掉、定把情报局长、国安局长先换掉、

对自己不利的资讯通通刷掉。

大卫失去权柄大卫失去权柄，

是罪恶、小动作、黑暗，约押抓在手中。

‧权柄不易维持 ‧权柄可以维持

权柄被 拉 去6. 权柄被罪恶拉下去
 家事 ─ 暗嫩强暴他玛，为什么押沙龙不服？

押沙龙觉得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强暴我亲妹妹，

爸爸你是王你为什么不处理？

 等了两年设一个骗局，把暗嫩骗出去、把他杀了

 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叛变为王

原因是因为爸爸 ─
你完全不处理、完全没有任何公义，

因此儿子不服，你就失去权柄。

所以不要以为你是王、你是父亲，下面的人一定服你，

权柄是会失落的！



‧权柄不易维持 ‧权柄可以维持

再聪明的人所犯的罪1. 再聪明的人所犯的罪，
骗的了一时、不能骗一世、更不能骗永世

十一章 ─ 撒母耳记下的作者用一个希伯来字

「差派」shalach，看到大卫多厉害：「差派」 ，看到大 多厉害

第一节 ─ 大卫差约押去了

第三节 ─ 看到拔示巴很漂亮，就差人去问她是谁第三节  看到拔示巴很漂亮，就差人去问她是谁
第四节 ─ 差人把她找来跟她同房，同房之后怀孕了

第六节 ─ 差人把乌利亚找回来 乌利亚不跟他的妻子同房第六节  差人把乌利亚找回来，乌利亚不跟他的妻子同房

十二节 ─ 把他差到最前线
十四节 ─ 差人写信给约押 让他被杀十四节  差人写信给约押，让他被杀

廿七节 ─ 差人把拔示巴迎接到宫

我很厉害 我是王我很厉害、我是王，
地位越高的人，所犯的罪恶越诡诈 ─ 权谋！

‧权柄不易维持 ‧权柄可以维持

再聪明的人所犯的罪1. 再聪明的人所犯的罪，
骗的了一时、不能骗一世、更不能骗永世

十二章第一节 ─ 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上帝主动了！
上帝知道你 十一章 多厉害 ─ 到处差，上帝知道你 十 章 多厉害  到处差，

但差主权在上帝，他现在差拿单去；

上帝知道你的过犯、上帝知道你的堕落上帝知道你的过犯、上帝知道你的堕落…

十一章「差」…就好像 撒上十八章「爱」…爱
圣经作者用一个字连续动作，来重复 ─

大卫多厉害，但是真正掌权的是上帝。

上帝无所不知，他是全知的！
掌权的不是大卫 掌权的是上帝

大卫多厉害，但是真 掌权的是上帝。

掌权的不是大卫，掌权的是上帝，

你更不能骗永生神。

‧权柄不易维持 ‧权柄可以维持

留心短暂的 中之乐 的长 痛2. 留心短暂的罪中之乐后，后面的长久痛苦
希伯来书 ─ 罪中之乐不过是短暂的，后面是长久的痛苦。

不要以为一夜很爽，后面很惨、很久，

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历史的眼光。

3. 地位越高，越需要属灵伙伴
上帝派拿单去，他先讲一个故事…帝派拿单去，他先讲 故

大卫很生气 ─这个人该死！

拿单抓住他脖子「你就是那个人。」拿单抓住他脖子「你就是那个 。」

拿单什么时候要去找大卫？大卫跟拔示巴生的老大死了，

在犯罪之后十个月到一年，没有人讲你的过犯，在犯罪之后十个月到 年，没有人讲你的过犯，

你是王啊！地位越高、没有人讲你，高处不胜寒；

你需要属灵伙伴 犯了那么大的罪 一罪一罪连着下去你需要属灵伙伴，犯了那么大的罪、 罪 罪连着下去，

竟然没有任何人指责你，你需要拿单这种朋友。

‧权柄不易维持 ‧权柄可以维持

留心犯 部曲4. 留心犯罪三部曲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

看到拔示巴在洗澡，很漂亮；

网路色情、电视、新闻、…
很多美女、很多淫乱的。

5. 权柄复得在于认罪悔改5. 权柄复得在于认罪悔改
 拿单指责你，说「主啊，我错了、赦免我！」

 生了老大死了 知道我不能改变事实 生了老大死了，知道我不能改变事实，

顺服、起来吃、写诗篇五十一篇 ─ 认罪，

成为多少人安慰的管道成为多少人安慰的管道

 认罪悔改上帝还是会用你的，

建圣殿的材料是你预备给儿子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材料是你预备给儿子所罗门王，

虽然你不能建圣殿，上帝仍然要用你的



‧权柄不易维持 ‧权柄可以维持

6. 权柄的维持，在于依靠永恒的权威

大卫的死期临近了 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王上二1-3 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
「你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

这样 你无论做甚么事 不拘往何处去 尽都亨通 」这样，你无论做甚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要听从上帝的 告诉儿子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要听从上帝的，告诉儿子

我一生学会一个功课，就是因为离开上帝的道，

因此这么大的堕落 权柄失落因此这么大的堕落、权柄失落。

求主帮助当父母亲、当地位高的人 ─

权柄会失落的权柄会失落的，

除非你懂得依靠上帝的话，

趁今天赶快回到上帝面前。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懂得堕落 享乐之后长期的痛苦；帮助我们懂得堕落、享乐之后长期的痛苦；

帮助我们知道罪恶会传染、长期杀伤力；

帮助我们 要依靠自 的聪帮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都认定你，

特别有堕落犯罪的我们，帮助我们。

求你常常帮助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求你常常帮助我们这些堕落的人，

求天上的神赦免我们，早点悔改归向天上的神，

仰望交托给我们怜悯的机会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仰望交托给我们怜悯的机会。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