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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十四章 21 - 33

21 王对约押说：「我应允你这事。

你可以去 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 」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

22 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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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

24 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

押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

25 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

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26 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

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重二百舍客勒。

27 押沙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女儿名叫她玛 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女儿名叫她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

撒母耳记十四章 21 - 33

28 押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二年，没有见王的面。

29 押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 要托他去见王 约押却不肯来29 押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要托他去见王，约押却不肯来。

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他仍不肯来。

30 所以押沙龙对仆人说：「你们看，约押有一块田，30 所以押沙龙对仆人说：「你们看，约押有 块田，

与我的田相近，其中有大麦，你们去放火烧了。」

押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

31 于是约押起来，到了押沙龙家里，

问他说：「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

32 押沙龙回答约押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

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仍在那里。』

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

33 于是约押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押沙龙来。

押沙龙来见王 在王面前俯伏于地 王就与押沙龙亲嘴押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押沙龙亲嘴。

撒母耳记十八章 9

押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

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

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

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

撒母耳记十八章 14

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
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

就刺透他的心。



押沙龙押沙龙 --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圣经里面长得最帅的，大概就是押沙龙，

他非常酷、头发很长，

每年年底剪一次可以称两百舍客勒；

但死的方式最惨 ─
头发被挂在树上，给约押戳死。

原因 ─ 爸爸为什么不处理妹妹给哥哥暗嫩强暴的案子，

非常生气 爸爸怎么可以这样不处理我的妹妹不公？非常生气，爸爸怎么可以这样不处理我的妹妹不公？

重点就在当父母亲做错、犯罪的时候，你怎么办？
中国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是错的，

每一个人类的父母都有堕落，

亚当、夏娃、所罗门王、大卫，通通有犯罪！

押沙龙押沙龙 --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撒母耳记上下从四个人来看，父母亲都不太完全 ─

 撒上的以利 两个儿子邪恶 堕落 撒上的以利，两个儿子邪恶、堕落，

结果失去了祭司的职分、一家所有男人都死光

撒母耳不正当的选立既贪且恶的儿子为士师撒母耳不正当的选立既贪且恶的儿子为士师，

所以以色列的焦点转向人间政权，
想另外找 找出 扫罗想另外找王，就找出了扫罗 (撒上八1)

扫罗没有好的父亲背影，结果儿子约拿单惨死，
撒上三十一章 ─ 跟爸爸一起死亡在战场

 撒下 悲剧的主角是大卫跟儿子老三押沙龙，

大卫跟拔示巴淫乱堕落之后全家四个人死，

进入强暴之后的凶杀、篡位、刀剑生活

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到儿女。

1. 接纳父母亲有软弱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处理暗嫩？因为暗嫩一定会告诉你 ─

「你有没有好一点，你忘了拔示巴了吗？」

人间父母只要他是人，必然会堕落；

基督徒不祭祖，祖宗怎么伟大，不会是神、仍然是罪人。

暗嫩会骗爸爸说我病了，那个计谋是爸爸那边来的 ─
 爸爸会堕落，强暴拔示巴、把乌利亚杀了

不要有理想主义来看人间的任何人，包括君王、父母。

 暗嫩诈病，强奸了妹妹、让押沙龙不服

不要有理想主义来看人间的任何人，包括君 、父母。
小提琴家海飞兹非常理想主义，

任何人拉错一个音包括他自己，会不舒服的！任何人拉错 个音包括他自己，会不舒服的！

大文豪萧伯纳告诉他说 ─
「你这么高理想主义的人，会遭天谴的。」「你这么高理想主义的人，会遭天谴的。」

你要接纳父母亲有堕落、有软弱…

2. 留心里面过于外面
押沙龙外面漂亮到头发非常重 但是外面压不住里面押沙龙外面漂亮到头发非常重，但是外面压不住里面。

 我们不要单单关心所为、所有，更要关心所是
拿破仑说 我 脾气脾气 拿破仑说 ─ 我可以指挥百万军队，但不能指挥里面的脾气里面的脾气

妹妹被强暴后，押沙龙并不和哥哥暗嫩说好说歹，

诈

撒下十三24-27 押沙龙来见王，说：

押沙龙恨恶他，一天、两天…两年，累积诡诈阴谋阴谋。。

「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
王对押沙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

押沙龙再三请王 王仍是不肯去 只为他祝福押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
押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

王说：「何必要他去呢？」王说：「何必要他去呢？」
押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

两年时间想出这个计谋 爸爸忘了 他里面没有忘两年时间想出这个计谋，爸爸忘了，他里面没有忘…
因此把哥哥骗出来，把他杀了！



2. 留心里面过于外面
躲三年在外面，约押知道，找提哥亚妇人告诉大卫大卫……

大卫就告诉约押说：「好，我让押沙龙回来。 」

我已经离开家好多年了 两年加三年加两年 七年了

撒下十四28 押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二年，没有见王的面。

我已经离开家好多年了，两年加三年加两年，七年了…

撒下十五1 押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
押沙龙常常早晨起来 站在城门的道旁 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押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

押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
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 」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

押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伸诉你伸诉。。」」
押沙龙又说：「恨不得我作国中的士师！

他把爸爸王位的民心都夺走了

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

他把爸爸王位的民心都夺走了，

他外面很美，里面在诡诈、在抢、在夺…

3. 在屋檐下不要拆了屋顶
他想夺爸爸的王位、跟爸爸竞赛，敌人是父亲，

撒下十五30 ─ 叛变，让爸爸蒙头赤脚上橄榄山…
他非常在意的是自己，甚至把爸爸推下去。

当人儿女留心 从耶稣学习两个功课 ─当人儿女留心，从耶稣学习两个功课
耶稣十二三岁，在圣殿忘了要跟爸爸妈妈回去，

马利亚问他「为什么让我们等 让我们担心呢？」马利亚问他「为什么让我们等、让我们担心呢？」

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我父的事为念。」

地上想天上的事地上想天上的事
十字架上的时候看到马利亚，肉身的妈妈，

告诉约翰「这是你的母亲」告诉约翰「这是你的母亲」

告诉马利亚「这是你的儿子」

准备行天父的旨意的时候又不忘记妈妈的可怜准备行天父的旨意的时候又不忘记妈妈的可怜
非常美的当人儿女的榜样。

3. 在屋檐下不要拆了屋顶

押沙龙不是这样子 ─

撒下十六22 于是人为押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棚；撒下十六22 于是人为押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棚；
押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

爸爸再软弱 再堕落爸爸再软弱、再堕落，

不可以用这个方式羞辱父母亲，学习耶稣，

有怜恤父母亲也有软弱

在人家屋檐下面，又不要忘记天父在你身上的计画

上帝让父母亲成为你的父母，这是不能选择的，

服在下面、学习他，学习忍受他，

学习被预备、被上帝磨练、将来更多的成长，

甚至原谅爸爸、也不像爸爸的堕落，甚至原谅爸爸、也不像爸爸的堕落，

更不要像押沙龙 ─ 在屋檐下，把爸爸的屋顶都拆了。

4. 留心在受委屈的时候的交往
约押知道你想念爸爸 找提哥 妇人 约押知道你想念爸爸，找提哥亚妇人…
押沙龙回来了，谢谢约押

爸爸没 放 烧约押的 地 爸爸没有见他，他放火烧约押的田地，

约押果然去找大卫，

这个人看起来是最能讨你的心，

押沙龙见到爸爸了，谢谢约押

却不懂得这个人是见缝插针的，让父子之间有裂缝 ─
最后让你死的就是约押啊！

别人告诉约押，王已经说不能杀押沙龙，

约押不管，硬是冲过去拿枪戳死他。约押不管，硬是冲 去拿枪戳 。

留心受委屈的时候绝对不要交一些烂朋友：

暗嫩听约拿达的诡计 骗爸爸假装生病让他玛来服事暗嫩听约拿达的诡计，骗爸爸假装生病让他玛来服事

夫妻也一样，不容许别人有插针的机会



5. 有其父往往必有其子
犯 爸爸犯色情的罪，暗嫩、所罗门王犯色情的罪

 爸爸小罪累积成大罪，暗嫩、押沙龙小罪累积成大罪

当看到父亲堕落的时候，不要以为你会比父亲好，

趁这一代，靠耶稣的宝血、切断它。

6. 记住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如果忘记恩典 报应是在强处上付代价如果忘记恩典，报应是在强处上付代价，

 所夸口的头发、忘了是上帝的恩典

 不愿把身体献上 却生出堕落 败坏 计谋 不愿把身体献上，却生出堕落、败坏、计谋

 外面的容貌、地位、金钱，不知道归给上帝

求主赦免对爸爸的不满 学习饶恕父亲 为他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强处上夸口，那些可能是卡死你的长头发，

求主赦免对爸爸的不满，学习饶恕父亲、为他祷告。

趁今天，低头到上帝面前求主怜悯我们。

求亲爱的主 祷告祷告求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当父母亲的 ─

祷告祷告
能够在基督的爱当中被赦罪

了解我们有软弱，也愿意认罪悔改

帮助我们作儿女的 ─
能够懂得在屋檐下顺服天上的父

在我们父母亲当中的特权，

敬畏他们、孝顺他们、主里面听从他们

帮助我们不要夸口外面的、更关心里面的
赦罪恩典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与主同行，赦罪恩典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与主同行，

影响到子孙代代敬虔。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