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母耳记上查经资料 趙任君, 潘柏滔 2019 

    

1 
 

《撒母耳记上》查经聚会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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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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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大卫击杀歌利亚. 
 

v1-3 以色列人和扫罗与非利士人打仗 

 

v4-7 非利士人中出了巨人歌利亚. 

 

v8-11 歌利亚向以色列軍队（神的軍队）骂阵. 

 

 

Q1. O.歌利亚有何威武之处? 分析他向以色列軍队（神的軍队）骂阵的言词. 他挑战的对象

是谁？ 

 

歌利亚身高六肘零一虎口(9呎 9吋或 3公尺)；頭戴銅盔，身穿鎧甲，甲重五千舍客勒；

（125英磅或 55公斤）, 槍桿粗如織布的機軸，鐵槍頭重六百舍客勒(15.6英磅或 6.6公

斤).有一個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 

 

表面上他代表非利士軍队向以色列人挑战. 以一对一, 失敗者要被杀, 所代表的軍民作胜利

者的僕人，服侍胜利者.  

 

实际上歌利亚是挑战耶和华以色列的神（v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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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2-13 大卫三位哥哥在陣前对抗非利士人，大卫年少，送食物到前线给兄长，神安排他恰巧

碰到歌利亚骂阵. 

 

v24-27 大卫在旁听到后问“這沒有受割禮的非利士人是誰阿？竟敢向永活的神罵陣阿？”  

 

倒行对称架构： 

 

A  v28-31 

 

 B  34-37 大卫扫罗的一席话 

 

A’v38-40 

 

v28-31 大卫兄长怒责他骄傲要看争战，大卫不管仍到处追问，扫罗听到后要见大卫. 

 

v32-37 大卫扫罗的一席话：扫罗认为大卫年轻不是巨人的对手， 大卫卻认为非利士人是向

永活的神挑战， 永活的神必救他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v38-40 扫罗让大卫穿上扫罗的战衣，大卫脱下，大卫仍穿便服，只选了五塊石子和甩石机弦

迎战歌利亚. 

 

倒行对称架构： 

 

A  v41-44 

 

 B  45-47 大卫歌利亚的一席话 

 

A’v48-49 

 

v41-44 非利士人歌利亚輕看大卫 

 

v45-47 大卫回答歌利亚. 

 

1. “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2. “你所怒駡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今日...必將你交在我手裡.” 

3. “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地上的野獸吃，使普

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4. “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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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O.I.大卫如何被选出来与歌利亚对峙？大卫是否代表扫罗或以色列人上陣作战？从何见

得？ 

 

v12-13大卫三位哥哥在陣前对抗非利士人，大卫年少，送食物到前线给兄长，神安排他恰巧

碰到歌利亚骂阵. 

 

v24-27大卫在旁听到后问“這沒有受割禮的非利士人是誰阿？竟敢向永活的神罵陣阿？”  

 

v28-31 大卫兄长怒责他骄傲要看争战，大卫不管仍到处追问，扫罗听到后要见大卫. 

 

v32-37 大卫扫罗的一席话：扫罗认为大卫年轻不是巨人的对手， 大卫卻认为非利士人是向

永活的神挑战， 永活的神必救他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v38-40 扫罗让大卫穿上扫罗的战衣，大卫脱下，大卫仍穿便服，只选了五塊石子和甩石机弦

迎战歌利亚. 

 

大卫不穿上扫罗的战衣，不单因为不称身，他穿戴后不能走和素來沒有穿慣， 更是不要取代

扫罗出战，而是他自己直接受神的差遣. 这可从 v45-47 大卫回答歌利亚看到： 

 

1. “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2. “你所怒駡帶領以色列軍隊的 神.今日...必將你交在我手裡.” 

3. “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地上的野獸吃，使普

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 神.” 

4. “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 

 

 

v48-49 大卫以石子击中歌利亚的額，石子進入額內，他就扑倒，面伏於地.大卫用歌利亚的

刀杀他，割下他的头. 

 

 

Q3. O. I. 大卫用何战略杀死歌利亚？大卫杀歌利亚之记载与其他有关经文如何協调（撒下

21:19，代上 20:5） 

 

非利士人起身，迎著大卫前來.大卫急忙迎著非利士人，往戰場跑去.他用快捷的步伐和准确

的手法，大卫以甩石机弦射出石子击中歌利亚的額，石子進入額內，使他暈倒，因为身穿銅

盔鎧甲的重量， 使他就扑倒面伏於地.大卫用歌利亚的刀杀他，割下他的头. 

 

撒下 21:19 記載大卫的手下「伊勒哈難」殺了歌利亞， 代上 20:5 記載「伊勒哈難殺了迦

特人歌利亞的兄弟拉哈米」，由於大卫殺歌利亞的記載十分詳細，在撒上 21:9  22:10 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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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載，所以真相應該是大卫殺了歌利亞，大卫的屬下殺了歌利亞的兄弟.撒下 21:19可能是

文士抄写的錯误. 

 

 

v50-54 以色列人追趕大胜非利士人，大卫割下巨人之头放在他的以色列人营中. 

 

v55-58 扫罗追问元帅押尼珥，杀巨人者称作是谁， 大卫㧱巨人之头见扫罗.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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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 O. I. 对比扫罗在战前战后对大卫的言词. 扫罗在战前已见过大卫, 何以在后完全不知

道他是谁? 

 

33: “扫罗對大卫說：“你不能去與那非利士人戰鬥，因為你年紀太輕，他自幼就作戰

士.”」 

 

58: “扫罗問他說：“少年人哪，你是誰的兒子？”大卫說：“我是你僕人伯利恒人耶西的

兒子.” 

 

扫罗在战前已见过大卫, 喜爱大卫彈琴助他趕走恶魔, 但卻不将他放在心上, 也记不住他父

家是谁, 没有特别纪念他的战功.有眼不识英雄. 下文更看到他食言不让大女嫁大卫(17:25. 

18:19), 而且要追杀他. 

 

 

Q5. O.I.A.你认为这战役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战事? 什么是得胜的祕袂? 大卫的战略经过对你

有何有关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徒 13:22)的启示? 

 

这战役是一个真神与假神，神力与人力，敬虔神与輕视人，智谋与愚勇的战事.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徒 13:22)起码可从下面的观察见到： 

 

（1）敬虔：大卫熟悉摩西律法，知道耶和华必与为祂作战的子民同去， 耶和华必使他得胜

（申 20:1-4）. 

 

（2）善用资源经验：大卫用他天生的条件包括容貌俊美，身手敏捷，体力强壯，自幼在放羊

的经中勤奮勇敢，練好用甩石机弦射出石子的軍事甩石机弦射出石子武功（士 29:16）. 

 

（3）有勇有谋：不穿扫罗的軍服，驾輕就熟，用快捷的手段胜过笨重的歌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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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