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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 希伯來文為“在曠野的渡口”。 17:25a 希伯來文為“以特拉”，是益帖的另一種拼寫方式。  
17:25b 與一些希臘文抄本相同（另見代上二17），希伯來文為“以色列人”。 18:1 希伯來文為
“任命千夫長和百夫長”。

亞希多弗提議要怎麼抓他，殺死
他。22於是大衞和所有跟隨他的人連
夜渡過約旦河，所有人在黎明前都
到了河的對岸。
 23 亞希多弗見自己的計謀沒被採
納，就備好驢，回鄉去了。他安頓
好一切以後，就上吊了。他死在那
裏，葬在他家族的墳墓裏。
 24 大衞不久就到了瑪哈念。這
時，押沙龍已經動員以色列全軍，
並率領他的軍隊過約旦河。25押沙
龍任命亞瑪撒作軍隊的指揮官，代
替大衞的指揮官約押。（亞瑪撒跟約
押是表親，他父親益帖*是以實瑪利
人*，他母親是拿轄的女兒亞比該；
亞比該是約押的母親洗魯雅的姐
妹。）26押沙龍和以色列軍隊在基列
地紮營。
 27 大衞到達瑪哈念，受到熱烈的
歡迎。來歡迎王的人有亞捫族的拉
巴人拿轄的兒子朔比、羅．底巴人
亞米利的兒子瑪吉和來自羅基琳的
基列人巴西萊。28他們為大衞和跟
隨他的人帶來了褥子、鍋、碗、小
麥、大麥、麪粉、烤麥子、豆子、
扁豆、29蜂蜜、奶油、綿羊、山羊和
干酪。他們說：“你們在曠野走了
這麼久，一定又渴又餓又累。”

押沙龍敗亡

18 大衞把跟隨他的人召集起
來，任命將軍和隊長*率領

他們。2他把軍隊分成三隊派出，一
隊由約押指揮，一隊由洗魯雅的兒

“戶篩的計謀比亞希多弗的更好。”
其實亞希多弗的主意才是較好的，
只是上主已經決定要阻撓他的計
策，使押沙龍遭禍！

戶篩勸大衞逃走
15戶篩告訴祭司撒督和亞比亞他，亞
希多弗對押沙龍和以色列長老說了
什麼，他自己又提了什麼建議替代
這個計策。16他對他們說：“趕快找
到大衞！極力勸他今晚不要留在約
旦河的淺灘*，他必須馬上過河，進
入遠處的曠野；否則他就會喪命，
他的全軍也要同他一起覆滅。”
 17 約拿單和亞希瑪斯一直留在
隱．羅結，免得進出城時被人看見。
一個女僕按照預先的安排把要傳給
大衞王的信息帶給他們。18但有個
男孩發現他們在隱．羅結，就向押
沙龍報信。於是他們趕快逃到巴戶
琳，那裏有個人把他們藏在他院子
的一口井裏。19那人的妻子在井口
上蓋了一塊布，又把穀物攤在上面
曬，因此沒有人懷疑他們在裏面。
 20 押沙龍的手下到了，問那個
女人：“你見過亞希瑪斯和約拿單
嗎？”
  那個女人回答：“他們來過，
但已經過了那條小溪。”押沙龍的
手下搜捕他們，卻沒有找到，只好
回耶路撒冷去了。
 21 這時兩人從井裏爬出來，急忙
到大衞王那裏，對他說：“快！今
晚要過約旦河！”他們告訴大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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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與兩個希伯來文抄本、一些希臘文和拉丁文抄本相同，大部分希伯來文抄本為“現在有一萬
人像我們一樣”。 18:9 希伯來文為“他的頭”。 18:11 希伯來文為“十舍客勒銀子”，重約4盎司
或114克。 18:12 希伯來文為“一千舍客勒”，重約25磅或11.4公斤。

他在那裏，竟然沒有殺死他？我本
來可以賞你十塊銀子*和一根英雄腰
帶呢！”
 12 那人回答約押說：“就算給我
一千塊銀子*，我也不會殺王的兒
子。我們都聽見王對你和亞比篩、
以太說：‘為了我，請你們留下年
輕人押沙龍的性命。’13如果我背叛
王，殺掉他的兒子，王必查出是誰
幹的，那時你自己就會先撇棄我。”
 14 約押說：“少說廢話。”然後
他拿了三把短劍，對準掛在大樹上
仍然活着的押沙龍，刺入他的心。
15約押手下十個拿盔甲的年輕人就圍
住押沙龍，把他殺死了。
 16 約押吹響號角，追趕以色列軍
隊的手下就都回來。17他們把押沙龍
的屍體拋進林中一個深坑裏，在上
面壘起一大堆石頭。所有以色列人
都各自逃回家去了。
 18 押沙龍在世的時候，曾在王谷
為自己立了一個紀念碑。他說：
“我沒有兒子繼承我的名字。”他用
自己的名字給那紀念碑起名，那碑
稱為押沙龍碑，直到今日。

大衞哀悼押沙龍之死
19撒督的兒子亞希瑪斯說：“讓我跑
去把這個好消息帶給王：上主已經
救他脫離仇敵了。”
 20 約押對他說：“不，王的兒子死
了，對他來說這並不是好消息。你
下次再作我的使者吧，今天不行。”

子約押的兄弟亞比篩指揮，另一隊
由迦特人以太指揮。王對軍隊說：
“我要跟你們一起去。”

 3 但他的手下強烈反對。他們極
力勸他說：“你不能去，如果我們不
得不轉身逃跑，甚至陣亡了一半，
這對押沙龍的軍隊都沒什麼影響，
他們要搜捕的只是你。你抵得過我
們一萬人，*你最好留在這個城裏，
在我們需要的時候派人來增援。”
 4 王就說：“如果你們認為這樣
最好，我就這樣做。”於是他站
在城門旁，所有軍隊分成幾百人一
隊、幾千人一隊地出去了。
 5 王命令約押、亞比篩和以太
說：“為了我，請你們寬待年輕人
押沙龍。”全軍都聽到王對指揮官
的命令。
 6 戰鬥在以法蓮的樹林中展開，
7以色列軍隊被大衞的手下擊退。那
天的戰況非常慘烈，傷亡枕藉，有
兩萬人喪生。8戰火蔓延至整個鄉
間，死在樹林裏的人比死在刀劍下
的還要多。
 9 押沙龍正好在這場戰鬥中遇到
大衞的手下。他試圖騎着騾子逃
跑，但他從一棵茂密的大樹下經過
時，他的頭髮*被樹枝鈎住了，他的
騾子向前跑去，他就被掛在空中。
10大衞的一個手下看見這情景，就告
訴約押說：“我看見押沙龍掛在一
棵大樹上。”
 11 約押質問他：“什麼？你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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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希伯來文為“古實人”，撒下十八23、31、32類同。 18:33 撒下十八33在希伯來文本中為撒
下十九1。 19:1 撒下十九1-43在希伯來文本中為撒下十九2-44。

  亞希瑪斯說：“約押吩咐我來
的時候，情況還是很亂，我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了。”
 30 王吩咐他：“你在這裏等着。”
亞希瑪斯就走到一旁。
 31 接着那個埃塞俄比亞人到了，
他說：“我有好消息報告給我主我
王，今天上主已經救你脫離了所有
背叛你的人。”
 32 王問：“年輕人押沙龍怎麼樣？
他還好嗎？”
  那埃塞俄比亞人說：“我主我
王啊，願你所有的敵人，無論是現
在的還是將來的，都跟那年輕人的
命運一樣！”
 33* 王非常悲痛。他向城門樓的房
間走去，痛哭流涕。他邊走邊哭
喊：“我兒押沙龍啊，我兒啊，我
兒押沙龍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
沙龍啊，我兒，我兒！”

約押責備王

19
1*王為押沙龍哭泣哀慟的消
息很快就傳到了約押那裏。

2眾人聽說王為他的兒子深深哀痛，
當天得勝的喜悅頓時變成了深沉的
憂傷。3他們那天悄悄回城，好像很
羞愧，從戰場上敗逃一樣。4王雙手
掩面，不停地哭喊：“我兒押沙龍
啊！押沙龍啊，我兒，我兒！”
 5 於是約押到王的房間去，對他
說：“我們今天救了你和你妻妾兒
女的命，你卻這樣反應，讓我們自
感羞愧。6好像你愛那些恨你的人，

 21 約押對一個埃塞俄比亞人*說：
“去把你看到的事情告訴王吧。”那
人屈身下拜之後，就跑去了。
 22 但亞希瑪斯繼續懇求約押：
“無論如何，讓我也去吧。”
  約押說：“孩子啊，你為什麼
要去呢？你報的消息是得不到賞賜
的。”
 23 他懇求說：“無論如何，請讓
我去吧。”
  約押終於說：“那好，你去
吧。”於是亞希瑪斯選了平原較易
走的路，比埃塞俄比亞人先跑到了
瑪哈念。
 24 大衞正坐在內外城門之間，守
望的人沿着城牆爬上城門的樓頂觀
望，只見一個人獨自向他們跑來。
25他朝下向大衞大聲報告這事。王
說：“如果是一個人，他就是報信
的。”
  使者跑得更近了，26守望的人又
看見一個人向他們跑來，就朝下喊
着說：“又來了一個人！”
  王說：“這也是報信的。”
 27 守望的人說：“頭一個人奔跑
的樣子好像撒督的兒子亞希瑪斯。”
  王就說：“他是個好人，帶來
的是好消息。”
 28 亞希瑪斯對王大聲說：“一切
順利！”他俯伏在地上向王下拜
說：“讚美上主你的上帝，他交出
了膽敢背叛我主我王的叛亂者。”
 29 王問：“年輕人押沙龍怎麼樣？
他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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