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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上》查经聚会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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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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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52 

 

 

神与大卫同在，受各人爱戴，扫罗恨他卻又怕他. 

 

v1-4 約拿單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生命，与他结盟. 

 

v5 扫罗臣僕喜悅大卫. 

 

v6-8 众民喜悅大卫称赞他，扫罗以为他们喜悅大卫多过他.（万万 vs 千千） 

 

v9-16 扫罗恨大卫， 两次他抡槍杀他不遂. 

 

v13，17-27 

 

扫罗立大卫作千夫长，领兵上阵，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杀大卫. 

 

扫罗许配大女儿米拉给大卫为妻，大卫不敢高攀，扫罗卻不守诺言.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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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罗许配二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要求一百个非利士人的阳皮作聘礼，企图籍此作大卫的網

罗. 

大卫歡喜作王的女婿，接受挑战，杀了二百个非利士人. 

 

v28-30 扫罗怕大卫.因耶和华与他同在，女儿又爱他.大卫在軍事行政和人事上都精明信众. 

 

 

Q1. O.I.v1-4 如何描述約拿与大卫的感情？約拿單將身上外袍，戰衣, 刀, 弓, 腰帶，都給

了大卫，这行动有何涵义？有人将此代表約拿与大卫有同性恋的关系，此说有无根据？ 

 

約拿單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生命，与他结下伯仲之盟盟. 

 

將身上外袍，戰衣, 刀, 腰帶，都給了大卫，這些禮物可能都是盟約的證據，大卫本身沒什

麼錢，所以只單方向接受約拿單的禮物. 而這些禮物又有「王位」的象徵，因此許多人都認

為這裡的盟約內容可能是跟王位繼承相關. 

 

約拿單和大卫的感情是有包括性行为的“同性戀情”吗？ 這是没有根据先入為主的立场.同

性間的友情也可以好到像這樣的狀況，總不能說僅有「愛情」或甚至「慾望」才能導致高貴

的退讓與犧牲. 而且旧约圣经用另一个希伯来字 yadab来代表“交合:性行为”(創 19:5; 士 

19:22)，而不是用 aheb “爱”一字. （v1，3）而且在以色列人中，神禁絕同性戀的行為，

利未記稱同性戀（與男人苟合）為“可憎惡的”事，並下令將行這事的人處死（參利 18:22；

20:13） 

 

 

Q2. O.I.本章如何描述大卫？ 大卫的兴起和做事精明有何祕袂？回顾 15:10,27,28；

16:1,14; 18:12. 

 

因为扫罗不听命，耶和华厭棄他，神的灵离开他与大卫同在.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他尊崇神以神为中心((撒上 13:14. 徒 13:22, 参考查经聚会之十二

Q6),所以神使他在軍事行政和人事上都精明信众. 

 

 

Q3. O.扫罗如何多次计谋要杀大卫.v9-27 

 

(1) 扫罗两次抡槍杀大卫不遂. 

 

(2) 派他上陣要他陣亡. 

 

(3) 籍着嫁女几给大卫要求非利士人阳皮为聘礼, 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杀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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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I.大卫是否知道扫罗的陰谋？大卫何以宽容扫罗？ 

 

上一题扫罗多次计谋要杀大卫都不成功，大卫应该知道扫罗的陰谋，大卫先说不敢高攀，后

来卻歡喜作王的女婿，成功地杀了二百个非利士人，超出一百非利士人阳皮为聘礼要求.很可

能他盼望作为王的女婿, 加上与约㧱单的深交可以改变扫罗对他的敌意，与他遲些时虽被扫

罗追杀卻不亲手伤害扫罗的行动協调，因大卫知道扫罗是神所膏立的王.（参 24:10, 25:9） 

 

 

Q5. O.I.扫罗在这一章中做了什么错事？为什么众女子喜悅称赞他和大卫引起保罗这么强烈

的反感？（16:21，18:6-8）什么是他屢次犯错的症结？ 

 

扫罗本来喜欢大卫（16：21），众女子喜悅称赞唱说：“扫罗殺死千千，大卫殺死萬萬.”本

为希伯来诗体的对称，意思就是表示「扫罗和大卫都殺死千千萬萬」，如詩 91:7，但扫罗要

斷章取義，嫉妒當時還是一個貧窮的年輕人的大卫， 扫罗發怒說：“將萬萬歸大卫，千千歸

我，只剩下王位沒有給他了.”  

 

扫罗做了的错事： 

 

1. 扫罗两次抡槍杀大卫不遂. 

2. 扫罗许配大女儿米拉给大卫为妻，大卫不敢高攀，扫罗卻不守诺言.派他上陣要

他陣亡. 

3. 籍着嫁女几给大卫要求非利士人阳皮为聘礼, 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杀大卫. 

 

因妒成恨是他屢次犯错的症结.（18:8,9） 

 

 

Q6. O.I. 扫罗先后将两个女儿嫁给同一人是否违背了律法？ 

 

一个男人同时娶了两姐妹是违反律法的（利 18:18）. 拉班也是将两个女儿嫁给同一人雅各

（創 29），扫罗先后将两个女儿嫁给同一人是违背了律法. 他这行动, 可能本来是用作使大

卫成为他的女婿, 因而効忠於他，后来也是要籍着嫁女几给大卫, 要求非利士人阳皮为聘礼, 

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杀大卫，根本没有考虑违背了律法的问题，正如拉班以嫁两个女儿给雅各, 

作为控制欺诈他的手段. 

 

 

Q7. O. I. A. 比较约㧱单爱大卫的力量与行动和扫罗恨大卫的力量与行动. 试从个人经验中

分享爱与恨的力量.*（参考 Q1/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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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A. 妒忌会生怨恨，怨恨的表达会是伤人杀人. 我们应如何处理妒忌的情绪?*(参罗 12:3,

林前 4:6, 林前 12, 腓 2:3) 

 

不要与他人比较高低,要为他人的成功高兴, 要为自身的能力成就感谢神, 接受神在各人身上

有不同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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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