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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上》查经聚会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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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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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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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大卫首次不害扫罗. 
 

v1-7 大卫在隐基底躲藏，扫罗闻讯追捕不知大卫藏在洞中，扫罗进洞大解，有杀扫罗的机

会， 大卫卻难抯手下杀扫罗，以他为神的受膏者, 只割下他的衣襟. 

 

 

Q1. O.I.A.大卫在隐基底躲藏，扫罗闻讯追捕不知大卫藏在洞中，扫罗进洞大解，这是神给

大卫的机会吗？神是否要以此试验大卫？为什么？ 

 

神要以扫罗进他潛伏中洞大解此机会, 试验大卫是否以自己的方法，去完成神立自己作王的

旨意， 但是大卫再次证明他尊重神，不害神的受膏者的扫罗，是要用神的方法完成神的旨

意，是合神心意(撒上 13:14. 徒 13:22)的人. 

 

 

Q2. O.I.A.大卫在隐基底洞中不杀扫罗，为什么卻割下他的衣襟？你认为他如此做对吗？若

是你在大卫的情境你会做什么？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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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割下扫罗的衣襟后心中自责，因为这个举动似乎暗示自己将王位割离扫罗，大卫是坚持

尊重神.这种牺牲自己权益，尊重神的信心，真是令人敬佩. 

 

一个愿意用神的方法完成神的旨意的人，在大卫的情境会做同样的事，因为这是合乎神心意

的.  

 

 

v8-15 大卫对扫罗的自白. 

 

 

Q3. O.大卫如何与扫罗相见？见扫罗时有什么态度？他如何向扫罗申诉和自白？  

 

大卫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

向扫罗申诉和自白的重点是：（1）神把你放在我手中.（2）我卻爱惜你，不杀耶和华的受膏

者.（3）有割下扫罗的衣襟为证.（4）耶和华是我的见证人.（5）祈求扫罗理解. 

 

 

v16-22 扫罗的回应 

 

 

Q4. O.扫罗如何回应? 他承认了什么? 

 

扫罗放声大哭, 他承认(1)大卫比他公义.(2)大卫以善报恶.(3)盼望神以善报大卫. 

 

 

Q5. O.扫罗承认什么样的政局? 他向大卫有何要求? 

 

扫罗知道大卫进必将作王, 他求大卫不要剪除他的后代. 

 

 

Q6. O.I. 从此事我们可对扫罗与大卫有何评论? 

 

扫罗自我中心,嫉妒卑鄙,认错卻可能是避灾並非悔改,因为以后仍继续追杀大卫. 

 

 

第二十五章 大卫娶亚比该为妻 
 

v1 撒母耳死葬在拉玛. 

 

v2-13 大卫与随众曾保护迦密富牧人㧱八, 现在大卫落难希望㧱八能念前恩供应他们, 但是 

为人“剛愎凶惡”的㧱八不但不念前恩, 反而以恶言以对(11,12), 大卫遂点兵去攻打㧱八. 



撒母耳记上查经资料 趙任君, 潘柏滔 2019 

    

4 
 

 

 

Q7. O.知恩相报是圣经的原则(参诗 109:5). 㧱八“剛愎凶惡”的本性如何在故事中显明? 有

何后果? 

 

大卫与随众曾保护迦密富牧人㧱八, 现在大卫落难希望㧱八能念前恩供应他们, 但是为人

“剛愎凶惡”的㧱八不但不念前恩， 反而以恶言以对(11,12), 大卫遂点兵去攻打㧱八. 

 

 

Q8. O.I. 衡量大卫此时的情景.与撒母耳死有何关联? 

 

膏立大卫如同他父的撒母耳已死, 大卫在世已毫无依靠, 沦落成为江湖大寇, 要靠收保护费

维生. 

 

 

v14-31 亚比该调停免大卫杀㧱八. 㧱八妻子亚比该聪明俊美. 她知情后急忙带上㧱八礼物去

见大卫，大卫此时因㧱八以恶报善， 正要去讨债！亚比该为㧱八求情（v26-31）,请词以耶

和华为中心，向大卫为㧱八講理求情：（1）耶和华阻止大卫报仇.（2）送上礼物賠罪.（3）

称赞大卫行事正直，耶和华必保守建立他.（4）提醒大卫若他不自己报仇，神会照应许赐福

他立他作王.（5）不自己报仇，必不致以后后悔心里不安.（6）求大卫记念她. 

 

 

Q9. O.I. 列出亚比该调停免大卫杀㧱八的要点？从亚比该的言行评论她的智慧与品德. 

 

她知情后急忙带上礼物去见大卫，大卫此时因㧱八以恶报善正要去讨债！亚比该为㧱八求情

（v26-31）,请词以耶和华为中心向大卫㧱八㧱八講理求情：（1）耶和华阻止大卫报仇.

（2）送上礼物賠罪.（3）称赞大卫行事正直，耶和华必保守建立他.（4）提醒大卫若他不自

己报仇，神会照应许赐福他立他作王.（5）不自己报仇，必不致以后后悔心里不安.（6）求

大卫记念她. 

 

亚比该的评论： 

 

（1）智慧：当机立断.她知情后急忙带上礼物去见大卫，求大卫记念她 

（2）敬虔：请词以耶和华为中心. 

 

亚比该认识箴 9：10的真理：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v31-38 大卫认许亚比该的见识，谢谢她阻止犯上自己报仇之罪.此事过程㧱八毫不知情，过

后知情被耶和華击打而死. 

 



撒母耳记上查经资料 趙任君, 潘柏滔 2019 

    

5 
 

v39-44 大卫谢谢耶和華为他伸寃，谢谢耶和華免他犯了自己杀㧱八之罪.大卫娶亚比该为

妻，大卫己娶亚希暖，米甲（后来扫罗将她轉嫁别人）. 

 

 

Q10. O.I. A. 大卫以何事谢谢耶和華？评论耶和華在大卫心目中的地位和优先扠.自省你是

否有学习大卫对神的态度. 

 

大卫谢谢耶和華为他伸寃，谢谢耶和華免他犯了自己杀㧱八之罪.大卫以耶和華为念，神是他

心目中有最高优先扠. 

 

 

Q11. O.I.A.比较评论㧱八和亚比该的收场是否与他们的行为相称. 

 

大卫与随众曾保护迦密富牧人㧱八, 现在大卫落难希望㧱八能念前恩供应他们, 但是为人

“剛愎凶惡”的㧱八不但不念前恩，反而以恶言以对(11,12).亚比该阻止大卫犯上自己报仇

之罪.此事过程㧱八毫不知情，过后知情被耶和華击打而死.自食其果. 

 

亚比该知情后急忙带上礼物去见大卫，大卫此时因㧱八以恶报善正要去讨债！亚比该为㧱八

求情（v26-31）,请词以耶和华为中心向大卫講理求情.亚比该阻止大卫犯上自己报仇之罪.大

卫谢谢耶和華为他伸寃，谢谢耶和華免他犯了自己杀㧱八之罪.大卫娶亚比该为妻.亚比该认

识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被大卫納入王宫中. 

 

 

Q12. O.I. A.作为一个女人如亚比该，她怎么样影响了她身边的男人. 

 

“剛愎凶惡”的㧱八大概不受聪明俊美的妻子亚比该的影响. 

 

敬畏耶和華的大卫认许亚比该的见识，谢谢她阻止犯上自己报仇之罪, 㧱八猝死后娶亚比该

为妻. 亚比该有助大卫遵守神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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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