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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第二任君王達味，是以色列史上最重要和
最傳奇性的人物。有些歷史學家甚至懷疑他的真
實性，認為只是人們對古代英雄的虛構故事，因
為除聖經外，找不到其他相關的經外文獻或考古
文物來佐証。然而大部分歷史學者及和聖經學者
都相信，達味是個有血有肉的真實歷史人物。



1993年在以色列北部的丹遺址（Tel Dan），首
次發現了提及「達味宗室」的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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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味宗室」(Beit-David) 碑文

父王前赴〔-〕應戰〔-〕。父王逝世，歸到〔祖
先〕那裡。以色列王曾入侵父王的領土。〔其
後〕哈達得使我為王，哈達得在我前邁進。我
遂出離我所統治的七〔⋯⋯〕，我誅殺了
〔七〕十位王子，他們率領千軍萬馬出戰，但
我卻誅滅了以色列王〔⋯⋯〕之子〔耶曷〕蘭
和達味宗室的〔⋯⋯〕之子〔阿哈齊〕雅。我
〔摧毀了他們的城邑〕，〔蹂躪了〕他們的土
地〔⋯⋯〕其他，並〔⋯⋯為以〕色列王。我
遂圍攻〔⋯⋯〕

(1993年在丹廢墟 Tel Dan 發現的亞蘭王哈匝耳 Hazael 石碑，現存耶
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

亞蘭王哈匝耳 
Hazael 
(842-806BC) 

以色列王耶曷蘭 
Jehoram 
(852-842BC) 

猶大王阿哈齊雅 
Ahaziah  
(842BC)



天主親自作証說：「我找到了葉瑟的兒子達
味，他是一個合我心意的人，他要履行我的一
切旨意。」（宗13:22）



聖經也直言不諱，描寫這位文武雙全，深得人
民愛戴，然而也不乏人性弱點，卻堅信上主的
偉大君王。 

讓我們聽聽《撒慕爾紀下》11至12章有關達
味王的故事：



年初，正當諸王出征的季節，達味派約阿布率領
他的將官和全以色列人出征；他們蹂躪了阿孟子
民，就包圍辣巴。當時達味住在耶路撒冷。一天
傍晚，達味由床上起來，在宮殿的房頂上散步；
從房頂上看見一個女人在沐浴，這女人容貌很
美。達味遂派人打聽那女人是誰；有人告訴他
說：「這不是厄里安的女兒，赫特人烏黎雅的妻
子巴特舍巴（Bathsheba）嗎？」達味就派人將
她接來；她來到他那裡，達味就與她同寢，那時
她的月經剛潔淨了。⋯⋯



事後，她便回了家。不久，那女人自覺懷孕，
就打發人告訴達味說：「我懷了孕。」達味派
人給約阿布說：「打發赫特人烏黎雅來見
我。」約阿布就打發烏黎雅去見達味。烏黎雅
一來到他跟前，達味就問：「約阿布近來如
何？士兵好嗎？戰事怎樣？」達味向烏黎雅
說：「你下到家中洗洗腳罷！」烏黎雅剛離開
王宮，隨後就送來了王的飲食。烏黎雅卻同他
主人的僕役一起睡在宮門旁，沒有下到家裡。
⋯⋯



有人報告達味說：「烏黎雅並沒有回到自己家
裡。」達味便向烏黎雅說：「你不是由遠道回
來的嗎？為什麼不下到你家裡去呢？」烏黎雅
回答達味說：「約櫃、以色列和猶大人都住在
帳幕裡，我主約阿布和我主的僕人都在野外露
宿，我豈能回家吃喝，和我妻子一起睡覺？上
主永在，陛下萬歲！我決不做這樣的事。」達
味向烏黎雅說：「今天你還留在這裡，明天我
要打發你回去。」⋯⋯



烏黎雅那一天就留在耶路撒冷。第二天，達味
召他來與自己一起宴飲，將他灌醉。傍晚，烏
黎雅出去，仍與他主人的僕役睡在一起，並沒
有到家裡去。到了早晨，達味給約阿布寫了一
封信，要烏黎雅親手帶去。他在信上寫說：
「你應派烏黎雅到戰事最激烈的前線，然後，
在他後邊撤退，讓他受攻擊陣亡。」約阿布查
看那城以後，知道那裡有最強悍的敵人，就派
烏黎雅到那裡去了。城內的人出來，與約阿布
交戰，達味的僕役中，有些人陣亡了，赫特人
烏黎雅也陣亡了。⋯⋯



約阿布派人去向達味報告這次戰事的一切經
過。⋯⋯達味向報信的人說：「你去告訴約阿
布說：不必對這事過於傷心，因為刀劍有時砍
這人，也有時砍那人；你只管加緊攻城，將城
毀滅。你要鼓勵他！」烏黎雅的妻子聽說他丈
夫陣亡了，就為他丈夫舉哀。居喪期一滿，達
味就派人將她接到自己的宮中，成了他的妻
子，給他生了一個兒子。達味這樣行事，使上
主大為不悅。 



達味與有夫之婦巴特舍巴通姦，故然是罪大惡
極，加上他身為一國之君，立下惡表，更是罪
無可恕。然而在上主眼中，更大的邪惡卻在於
達味運用權勢，借刀殺害忠良，這不公不義的
罪更令人不齒，「使上主大為不悅。」「於是
上主打發納堂（Nathan）先知去見達味」
（撒下11:27-12:1）



納堂先知並沒有在達味面前直斥其非，只是給
他講了個小母羊的比喻（撒下12:1-4）。但達
味卻以為納堂向他提出了一件案件，請他來作
判斷：



在一座城裡有兩個人，一富一貧：富的有很多
牛羊；貧的，除了一隻小母羊外，什麼也沒
有。這隻小母羊是他買來餵養的，在他和他兒
女身邊長大，吃他自己的食物，喝他自己杯中
的飲料，睡在他的懷裡，待牠如同自己的女兒
一樣。有一個客人，來到富人那裡，他捨不得
拿自己的牛羊，款待那來到他這裡的旅客，卻
取了那貧窮人的母羊，來款待那到他這裡來的
人。



達味聽到這裡，已按奈不住，「對這人大發忿
怒，向納堂說：『上主永在！作這事的人該
死！並且，因為他這樣行事，捨不得自己的牛
羊，他應七倍償還。』納堂對達味說：『這人
就是你！』」（撒下12:5-7）



首先我們要知道納堂講這個比喻的前因後果，
亦即比喻的上下文/語境（context）。多次，
一個比喻的主旨或核心教訓，可從它的上下文
確定出來。「小母羊比喻」的上文是撒下
11:1-27所載達味借刀殺人，奪取他人妻子的
罪行。而下文就是撒下12:13達味認罪懺悔：
「我得罪了上主！」。可見這比喻的用意十分
明顯，即要喚醒達味的良知，叫他認罪懺悔。
但上主並沒有免除他的罪罰：「那個孩子，必
要死去。」（12:14） 



讓我們再細心看一遍納堂先知所講的「小母
羊」的比喻，以及達味聽了這比喻後的反應：



❖「在一座城裡有兩個人，一富一貧」（1）：
這是許多比喻的標準引子，福音比喻中不乏此
例： 

- 「從前有一個人，有兩個兒子⋯⋯」（瑪
21:28） 

- 「一個債主有兩個債戶：一個欠五百德納，
另一個欠五十⋯⋯」（路7:41） 

- 「某城中曾有一個判官⋯⋯在那城中另有一
個寡婦⋯⋯」（路18:2,3）



- 「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祈禱：一個是法利塞
人，另一個是稅吏⋯⋯」（路18:10） 

-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路15:11） 

- 「有一個富家人⋯⋯另有一個乞丐⋯⋯」
（路16:19,20） 

明顯的，納堂先知是在說比喻，但達味似乎把
它當作一個案件來看待，他聽得投入，態度認
真。這正是古代先知和耶穌說比喻的共有技
巧，原來他們所講的，正是聽眾的自身處境，
而聽眾往往卻把它看成他人的情況。



❖「富的有很多牛羊」（2）：古人的財富常以
牲畜的多少來衡量。 

- 亞巴郎「有許多牲畜和金銀」（創13:2） 

- 雅各伯「越來越富，擁有許多羊群，婢女和
奴僕，駱駝和驢子」（創30:43） 

- 約伯敬畏天主，而且很富有，他的「家畜有
七千隻羊，三千駱駝，五百對牛，五百母
驢，且有很多僕人。」天主繼續祝福他，
「使他的牲畜在地上繁殖增多」（約
1:3,10）



❖「貧的除了一隻小母羊外，什麼也沒
有⋯⋯」（3）：這個窮人的小母羊不只是他
僅有的財富，更是他的寵物，因為「是他買來
餵養的，在他和他兒女身邊長大，吃他自己的
食物，喝他自己杯中的飲料，睡在他的懷裡，
待牠如同自己的女兒一樣。」 

這隻小母羊對這窮人來說，除了有經濟上的價
值外，還有感情上的價值，就仿如家庭的一個
成員。 



❖「有一個客人，來到富人那裡，他捨不得拿
自己的牛羊，款待那來到他這裡的旅客，卻取
了那貧窮人的母羊，來款待那到他這裡來的
人」（4）：富人「捨不得拿自己的牛羊，款
待那來到他這裡的旅客」，這非因他對自己的
牛羊有感情，只是出於吝嗇和貪財。他「取了
那貧窮人的母羊」來款客，不僅強奪他人的財
富，更傷害了他的感情，是個雙重的不義行
為。



❖「達味對這人大發忿怒，向納堂說：上主永
在！作這事的人該死！⋯⋯」（5）：犯了雙
重大罪的達味，還沒有悟出自己的不義，反而
自充判官，判斷別人的罪。 

「上主永在」是一句誓詞（民8 :19；盧
3:13；撒上19:6; 28:10；撒下2:27; 11:11; 
12:5; 15:21；列上1:29；友13:16；耶4:2; 
5:2; 12:16; 16:14,15; 38:16; 44:26；歐
4:15），言者表示不能反悔或食言，或証明事
實真確無誤。



❖「因為他這樣行事，捨不得自己的牛羊，他
應七倍償還」（6）：原文本作「四倍」，似
乎是後日故意修改的，以符合出21:37的法
律：「假使有人偷了牛或羊，無論是宰了或是
賣了，應用五頭牛賠償一頭牛，四隻羊賠償一
隻羊。」 

稅吏長匝凱也曾這樣承諾補償他曾欺騙過的
人：「主，你看，我把我財物的一半施捨窮
人；我如果欺騙過誰，我就以四倍賠償。」
（路19:8）



❖「這人就是你」（7）：納堂講故事的目的，
是要達味醒覺自己的罪過，當達味認定故事中
的富人罪大惡極時，先知隨即指出「這人就是
你」，而達味也立即認罪說：「我得罪了上
主！」（13） 

這正是納堂所想看到的，達味在判斷別人的罪
時，其實就是判斷自己，這樣他便能明白自己
罪惡的嚴重性。



❖「以色列的天主上主這樣說：是我給你傅
油，立你作以色列的君王⋯⋯如果你還以為太
少，我願再加給你這樣那樣的恩惠。但是，你
為什麼輕視上主，做出他眼中視為邪惡的事，
借刀殺了赫特人烏黎雅，為佔取他的妻子，據
為己有？」（7-9）：達味通姦的罪，使他良
心麻木，罪上加罪，更犯了殺害無辜的罪。通
姦之罪，雖然嚴重，但殺害無辜是更大的不
義，無異於「輕視上主，做出他眼中視為邪惡
的事。」



❖「你借阿孟子民的刀，殺了烏黎雅；從此，
刀劍永不離開你家！」（9-10）：達味事後雖
然認罪求恕，上主的公義也必須伸張：「從
此，刀劍永不離開你家。」納堂的預言最終完
全應驗了，達味王室出現了互相侵奪殺戮的事
（見撒下13：阿貝沙隆與同父異母兄弟阿默農
相爭，殺死了他；15-18：阿貝沙隆背叛，企
圖篡位為王，事敗被殺；列上1-2：達味逝
世，撒羅滿與阿多尼雅爭奪王位，後者被
殺）。



❖「我得罪了上主！」（13）：相比於第一任
以色列的君王撒烏耳，達味在納堂先知指責
後，立即認罪懺悔，因而獲得天主的赦免：
「上主已赦免了你的罪過，你不致於死。」至
於撒烏耳，當他被撒慕爾指責沒有聽從上主的
命令，並且貪取敵人的牛羊和財物時，仍狡辯
來掩飾自己的罪行，說：「我的確聽從了上主
的命令，⋯⋯但是軍民由當毀滅的勝利品中，
選出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耳加耳祭獻上主，
你的天主。」（撒上15:20-21）結果他遭到
上主廢棄。



事後，達味寫了一篇懺悔聖詠，編者在引言中
清楚指出，這聖詠「作於納堂先知前來指責他
與巴特舍巴犯姦之後」（詠51:2）： 

「因為我認清了我的過犯，我的罪惡常在我的
眼前。我得罪了你，惟獨得罪了你，因為我作
了你視為惡的事；因此，在你的判決上，顯出
你的公義，在你的斷案上，顯出你的正直。」
（詠51:5-6）



達味真心懺悔之情，尤其流露於他所作的這篇
聖詠：「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憐憫我，依
你豐厚的慈愛，消滅我的罪惡⋯⋯」（拉丁教
會傳統稱為‟Miserere”），這是《聖詠集》
內七首懺悔聖詠之一（6; 32; 38; 51; 102; 
130; 143），教宗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選定為四旬期每日或至少於星
期五誦唸，按傳統還要跪着誦唸。



我們雖然未必會像達味一樣，犯上姦淫和殺人
的大罪，但在上主眼中，漠視和剝削社會中的
窮人和弱小者，是同樣不義的行為。我們在批
判他人時，必須看看自己有否犯上同樣的不公
義。



納堂先知的「小母羊」比喻，不會在主日的彌
撒讀經中出現，只見於雙數年常年期第三週星
期六的讀經中（撒下12:1-7a, 10-17）。至於
達味聽比喻後認罪懺悔，以及天主赦免他的
罪，卻施行了公義的懲罰的記載，卻會在上述
的平日讀經及丙年常年期第十一主日中誦讀。



讓我們以達味的懺悔聖詠（51）結束對這比喻的反省：

1 達味詩歌，交與樂官。   
2 作於納堂先知前來指責他與巴特舍巴犯姦之後。  
3 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憐憫我，依你豐厚的慈愛，消滅我的罪惡。   
4 求你把我的過犯洗盡，求你把我的罪惡除淨，   
5 因為我認清了我的過犯，我的罪惡常在我的眼前。 
6 我得罪了你，惟獨得罪了你，因為我作了你視為惡的事； 
 因此，在你的判決上，顯出你的公義，在你的斷案上，顯出你的正直。 
7 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惡，我的母親在罪惡中懷孕了我。 
8 你既然喜愛那出自內心的誠實，求在我心的深處教我認識智慧。   
9 求你以牛膝草灑我，使我皎潔，求你洗滌我，使我比雪還要白。 
10 求你賜我聽見快慰和喜樂，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歡躍。



11 求你掩面別看我的罪過，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惡。   
12 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你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   
13 求你不要從你的面前把我拋棄，不要從我身上將你的聖神收回。 
14 求你使我重獲你救恩的喜樂，求你以慷慨的精神來扶持我。 
15 我要給惡人教導你的道路，罪人們都要回頭，向你奔赴。   
16 天主，我的救主，求你免我血債，我的舌頭必要歌頌你的公義。 
17 我主，求你開啟我的口唇，我要親口宣揚你的光榮。   
18 因為你既然不喜悅祭獻，我獻全燔祭，你也不喜歡。 
19 天主，我的祭獻就是這痛悔的精神， 
 天主，你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 
20 上主，求你以慈愛恩待熙雍，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城。 
21 那時，你必悅納合法之祭，犧牲和全燔祭獻； 
 那時，人們也必要把牛犢奉獻於你的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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