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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上》查经聚会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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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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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扫罗的下㘯 
 

v1-3 撒母耳重申神兴起膏立扫罗为王的使命. 

 

（1）治理以色列民. 

（2）报复亚玛力人恶待以色列民的寃仇. 

 

 

Q1. O.I. 温習出埃及时亚玛力人如何恶待以色列民（参出 17:8-16） 

 

在西乃山附近利非订对抗亚玛力人之役：摩西举手祷告，约韦亚争战，亚伦户珥扶着摩西的

手，主耶和华为以色列民争战（耶和华尼西），又说主耶和华己经起誓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

争战. 

 

 

Q2. O.I. 亚玛力人（Amalekites）是何许人也？ 

 

亚玛力人（Amalekites）是以扫的后代，是居沙漠的遊牧民族，以色列民在迦南地的世仇.上

一题出埃及时期利非订之役与摩西约韦亚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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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迦南地巴兰曾预言亚玛力人沉沦（民 24:20）. 

 

士师时代亚玛力人与摩押亚捫联手攻打以色列民，与底波拉对抗. 

 

列王时代亚玛力人与扫罗对抗，大卫时亚玛力人是大患，到希西家时才平定. 

 

 

v4-9  扫罗大胜亚玛力人， 生擒亚玛力人的王亚甲，杀亚玛力人，可惜没有杀亚甲，又贪爱

亚玛力人財产，亚玛力人，没有灭绝亚玛力人，成为日后的大患. 

 

参考：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51 

 

 

Q3. I.扫罗縱容亚玛力人是否违命？ 他如此行动的动机是什么？ 

 

扫罗贪爱亚玛力人財产没有杀亚甲，. 

 

 

v10-11 主耶和华在此的评论是：后悔立扫罗为王，因为他不听命，撒母耳为此事忧愁. 

 

 

Q4. O.I. 扫罗最大的錯是什么？A.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扫罗最大的錯是不听耶和华籍撒母耳頒下的命令. “听命胜于献祭”(15:22,23). 

 

 

Q5. O.I. 你如何理解神的后悔(v11)? 对比 v29“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說謊，也不至後悔.

因為他迥非世人，決不后悔.” 

 

因为扫罗背逆不听神命，神转变心意. 代表擬人法的描写神的感情. 

 

“后悔”原文所用的字眼是 niham，這詞也可譯作“因此悲痛 grieved”，暗示了很深的情

感，而且有其他人牽涉入內.這節經文並非暗示了神對扫罗的期望是錯誤的，卻只顯明因著扫

罗走離順服的路徑而使以色列國失敗及受苦，以致神深感苦惱.第二十九節使用相同字眼，陳

明神不會改變主意而採取其他計劃. 反之，他仍會進行原定的計劃. 艾基思《旧约圣经难题
汇编》 

 

v12-31 撒母耳面对扫罗谴责他. 

 

扫罗否认不听神命, 自称听命, 归罪百姓留下掠物作献祭之用.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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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15:22,23)宣告“听命胜于献祭”,“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

王.” 

 

扫罗认罪, (其实扫罗后悔), 他大概不明白“听命胜于献祭”, 仍求撒母耳同他回去敬拜耶

和華. 

 

撒母耳拒绝, “因為你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以色列的王.”(15:26) 

 

但撒母耳最后仍陪扫罗去敬拜耶和華(献祭), 尽上他为祭司代人(不是王)献祭的责任. 

 

 

Q6. I. 你认为扫罗是否真正认罪悔改? v30 

 

扫罗认罪, (其实扫罗后悔), 他大概不明白“听命胜于献祭”, 仍求撒母耳同他回去敬拜耶

和華. 

 

扫罗看重的不是神的喜悅，而是在人面前因有撒母耳的支持而受到的尊重（v30比較撒下六

5,16大卫要真正的敬拜神而非讨人喜悦）. 扫罗關心他有否失去撒母耳的支持. 

 

“我好敬拜耶和華你的神”. 對扫罗來說，敬拜的形式, 只有在作為獲得百姓對他本人的忠

誠的手段時, 才是重要的. 他的目的是表示他自己的政策與神的原意一樣，為的是使百姓可

以相信, 跟從他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你(撒母耳)的神”就這樣被降格去侍奉政治權柄，因

為扫罗打算利用神, 作為達到他自己的目標的一個手段. 

  

 

Q7. I. 怎样解释 v31“於是撒母耳轉身跟隨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華.”? 为什么撒母耳

首先拒绝扫罗但后来卻同他回去敬拜耶和華, 随后又应允? 

 

扫罗敬拜耶和華是他要得民心的政治手段. 

 

撒母耳的拒绝和被扫罗撕裂的外衣, 表示耶和華使以色列國與扫罗斷絕，將這國賜與比他更

好的人.撒母耳后来改變了他的心思, 可能有兩個原因： 

 

（1）他想要盡一切可能個別嬴得扫罗. 尽上他为祭司代人(不是王)献祭的责任. 

（2）知道他不贊成扫罗, 可能會導致以色列中一些有不滿精神的人, 以此為藉口發動叛亂.

即使王已經厭棄了神的領導, 為要走他自己的路，但有秩序的政府必須繼續存在. 

 

 

v32-35 撒母耳杀亚玛力王亚甲为以色列民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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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回家鄉不再见扫罗并为他悲伤. 

 

 

Q8. I. 为什么撒母耳杀亚玛力王亚甲而非要扫罗杀他? 撒母耳是否殘酷不仁? (参 Q2). 

 

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杀亚玛力王亚甲，是向耶和华的献祭(v33), 完成扫罗所违背的使命, 他

此举不是殘酷不仁, 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为以色列人复仇. 执行神的公义审

判.(v32,33 参太 7:2). 

 

 

Q9. I. 试分析撒母耳和扫罗之间的关系与情怀. 

 

撒母耳立扫罗为王卻不能改变了他, 作为以色列的最后士师和協助扫罗的祭司, 不禁悲痛整

个事项的失败. 

 

另一方面扫罗一表人才, 在做王开始时的谦逊,(参第八课) 现在卻沦落到此, 引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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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