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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上》查经聚会之六 

      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祷告: 为小组聚会 

 

背景(主题綱领)簡介: (组长分享): 15-20 min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撒上 8:1-9:35     

 
撒母耳记上全书大綱: 
 
A. 撒母耳的出身和约櫃的叙述 1-7 
 

a) 撒母耳的童年 1-3 
b) 约櫃的被掳与被送回 4-6 
c) 战胜非利士人 7 

 
B.王权的设立 8-12 
  

a) 以色列人要求立王 8:1-22 
b) 撒母耳私下立扫罗 9:1-10:16 
c) 扫罗公开地被拣选 10:17-27 
d) 扫罗战胜亚扪人 11:1-13 
e) 扫罗登基为王(撒母耳臨别赠言:撒上 12) 11:14-12:25 

 
C.扫罗的王权 13-15 
 

a) 扫罗不听命 13:1-22 
b) 约拿单战胜非利士人 13:23-14:52 
c) 扫罗被棄绝为王 15:1-35 

 
D.扫罗与大卫 撒上 16-撒下 1:27（扫罗的败落与大卫的崛起：d-h大卫逃亡期） 
 

a) 撒母耳膏立大卫 16:1-13 
b) 大卫服事扫罗 16:14-17:58 
c) 扫罗恨大卫 18:1-19:24 
d) 大卫与约拿单 20:1-42 
e) 大卫在挪伯（Nob）21:1-9 
f) 大卫在迦特 2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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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大卫在亚杜兰洞 22:11-5 
h) 扫罗杀祭司于挪伯 22:6-23 
i) 大卫解救基伊拉 23:1-6 
j) 扫罗追杀大卫 23:7-29 
k) 大卫第一次不加害扫罗 24:1-22 
l) 大卫,拿八与亞比该 25:1-44 
m) 大卫第一次放过扫罗 26:1-25 
n) 大卫在非利士人中 27:1-28:2 
o) 扫罗与隐多珥的巫婆 28:2-25 
p) 亚吉差大卫回洗革拉 29:1-11 
q) 大卫击杀亞玛力人 30:1-31 
r) 扫罗自杀 31:1-13 

 
分组时间: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别討論 1, 2或 3, 4, 5, 6, 7, 8，etc大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

參考, *自由犮揮)？ 

 

经文讨论: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撒母耳与人民和主耶和华对话的倒行相对架构: 

 

A. 撒母耳向人民（第 5 节） 

  B.撒母耳向主耶和华（第 6节） 

   C.主耶和华向撒母耳（第 7-9节） 

    D. 撒母耳向人民（第 10-18节） 

   D’撒母耳向人民（第 19-20节） 

  C’撒母耳向主耶和华（第 21 节） 

 B’主耶和华向撒母耳（第 22a 节） 

A’撒母耳向人民（第 22b 节） 

 

第八章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像列国一样---摆脱神的管辖 

 

v1-3撒母耳年邁, 不肖二子不行神的道, 无能继任士师----人的失败. 

 

v4-5以色列人要求立王: 理由是 (1)撒母耳不肖二子不行神的道, (2)“像列国一样”----

以色列人忘记他们是神的选民, 神是他们的国王.(出 19:6) 

 

v6-18 

(1) 撒母耳不满他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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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撒母耳向主耶和华祷告. 

(3) 主耶和华向撒母耳的答复: 1. 按照人民意愿而行. 2. 人民反对的是主耶和华而非撒母

耳. 3. 警告所立之王将会如何虐待他们. 

神容忍他们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4) 以色列人坚持“像列国一样”, 撒母耳容让他们. 

 

 

Q1. I. 以利家教失败, 撒母耳家教也不成功, 撒母耳犯了什么的錯? 你对生命信仰的传承有

什么感受?* 

 

撒母耳首先不应按血统传承士师的聀责, 因为士师是神兴起选召的(士 2:16,18; 3:10,15; 

6:12; 11:29; 13:25), 不应世襲(士 8:22-23). 

  

撒母耳虽有心栽培二子, 分别给他们敬虔的名字, 長子是約珥(主耶和华是神), 次子是亞比

亞(我的天父是神)(8:2, 代上 6:28). 但没有教好他们的道德行为, 因为他们犯了摩西屢次谴

责的贪污罪, 屈枉正直.(8:3, 申 16:18-19; 24:17; 27:19, 出 23:6,8, 箴 17:23)  

 

生命信仰的传承需要有生活的见证和正确的圣经教导, 还需要像哈㧱一样将儿女交托给

神.(1:26-28)  

 

 

Q2. I.A.出以色列人求立王的原因. 作者要强调的要点是什么? 对你现在的身份有何启示? 

 

以色列人忘记他们是神的选民, 是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神是他们的国王.  
 

基督徒应以是神的选民为己任, 不应只按世代文化过活. 

 

 

Q3. O.I.列出神对以色列人的警告. 他们立王对他们的生计影响有多大? 你以为当时的以色

列人明白这警告吗? 为什么? 

 

立王对他们的生计有全面的影响. 

 

当时的以色列人可能不太明白这警告, 因为他们坚持要“像列国一样”有王带兵来保护他们. 

 

 

Q4. I.为何以色列人在神的警告之下仍要立王？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坚持己见？ 

 

主要原因是敌人非利士人压境逼迫他们. 

 

始祖亚当夏娃的试探世代重演，世俗化要擺脱神的管理的眼光, 使以色列人坚持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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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A.追求政府的稳定和和社会的管治本身有錯吗？什么的社会才是最理想的社会？* 士师

与君王有何分别？ 

 

士师乃是神所选召的人民领袖，神仍在上掌管.（sacred） 

 

君王不是神所选召的人民领袖，像世俗列国一样，不愿受神的掌管.(secular) 

 

追求政府的稳定和和社会的管治本身是人民基本的权利. 民主（士师时代）和专制（君主时

代）都有好处和弱点（好处按前后分别如民权和効率；弱点按前后分别如多數人决定道德的

标准和独裁.）世上没有最理想的社会制度, 祗有在天国降临时神人和好时才是最理想的社

会. *自由犮揮. 

 

 

第九章 扫罗被揀选作君王. 

 

v1-2 便雅悯人扫罗一表人才. 

 

v3-10 失驢找神人（先见/先知）求领路.情境製造契机. 

 

v11-14 撒母耳上邱坛献祭. 

 

v15-17 神指示撒母耳, 揀选扫罗, 因为百姓被非利士人压迫, 哀声上达天庭, 神憐悯他们. 

 

v18-27 撒母耳款待扫罗, 扫罗自知卑微, 不明白为何受此礼待. 

 

 

Q6. O. 神是否揀选了扫罗? 扫罗有什么条件? 

 

神是揀选了扫罗. 

 

(1) 神赐他先天的优越的条件. 

(2) 神为他安排环境机会. 

(3) 神为他铺路与撒母耳溝通. 

(4) 神赐他自知之明. 

 

 

Q7. I.既然神明知以色列人要立王是离棄祂，为什么神仍然成完他们？ 

 

是神奇妙的恩典，人虽不顺服祂，祂卻籍着立王一事成完祂的旨意，从合祂心意的王大卫子

孙中兴起救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 



撒母耳记上查经资料 趙任君, 潘柏滔 2019 

    

5 
 

 

 

Q8. O.I.“邱坛”（high place）是什么？（参利 26:29，王上 3:2-5；12:31-32；13:1-2，  

王下 12:1-3； 14:1-4；18:1-4； 23:4-5）为什么撒母耳上邱坛献祭? 士师时期的宗教信仰

是什么? 是否以色列立王已是时机? 

 

“邱坛”是离开城市的山邱上的公开高地.在所罗门建圣殿前似乎以色列人也在邱坛献祭给主

耶和华(9:12, 王上 3:2-5), 但是邱坛也是常被用为拜偶像的场所(王下 12:1-3； 14:1-4；

18:1-4； 23:4-5), 成为宗教妥协的代表, 哈㧱祷告之地示罗(1:3,7), 后来也因与邱坛混

合, 被用为拜偶像的场所, 被神离棄.(利 26:29, 诗 78:58-61). 

 

士师时期的宗教信仰是宗教妥协. 

 

士师时期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17:6; 19:1, 21:25). 以色列立王已是时机. 

 

 

Q9. A. 以色列人要立王是否神的心意?* (参申 17:14-20) 

 

经文显示以色列立王(撒上 8-12)有时是神的旨意有时卻不是，解决的方法在撒上 12: 

 

(1) 立王本身並没问题 

(2) 以色列立王的目的和所立的王差强神意，是要排除神以王取代祂，不守盟约，神心意中

的王是守约臣服祂的人.  

 

在这观点下扫罗是完全失败的王，大卫是不完美之王.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 作整体性總結.) 

 

分组祷告: 15 min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