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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上》查经聚会之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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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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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第二十八至二十九章 扫罗招魂见撒母耳，大卫被非利士亚吉王逐出. 
 

28:3-25 扫罗招魂见撒母耳 

 

v3-7 

 

撒母耳死葬在他玛. 

 

扫罗怕非利士人来侵. 

 

扫罗求问神得不着答复，违反自己禁令，改装绕过書念地的非利士軍到外邦的隐多珥地找巫

婆招魂. 

 

v8-14 扫罗招见撒母耳. 

 

 

Q1. O.I.A. 巫婆招魂灵验吗？为何巫婆可以召唤死人？你信有鬼魂吗？圣经对鬼魂如何教

導？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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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是迦南外邦异教的邪术，被耶和华律法禁止, 違例者都要被處死（利 19:31，20:6,27；

申 18:10-11）.這律例後來被延伸至王國時代（參王下 17:17, 王下 21:6,23:24）.代上 10：

13-14給扫罗一生作出蓋棺定論的結論, 似乎肯定此观点:「這樣，扫罗死了.因為他干犯耶和

華，沒有遵守耶和華的命；又因他求問交鬼的婦人，沒有求問耶和華，所以耶和華使他被

殺，把國歸於耶西的兒子大卫.」 

 

巫婆招魂並非灵验，她见撒母耳上来“就大声呼叫..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 (v12,13), 是

出乎她意料之事.  

 

有人相信這撒母耳是鬼靈喬裝打扮，目的是要混淆視聽.撒但可以「裝作光明的天使」（林後

11:14），施行奇事，甚至假扮死者的聲音和形貌來迷惑人.這觀點不單得到一些舊約神學家

的認同，也是早期教會的神學家所持的觀點， 

 

另一个立场以为经文似乎直接引用撒母耳自己的话, “你為什麼攪擾我，招我上來呢？”

(v15). 最合适的解释是神破例籍着撒母耳显现(可能是他本人的灵魂或神差天使以他的形象

显现.参结 14:7-9)警告扫罗, 因他的预告将完全实现. 正如摩西和以利亞曾在變像山上出現

一样（路九 30-31）. 

 

无论如何, 圣徒死后未复话前是与主同在,除非得神允许,不会再回人间.(路 16:19-31, 

23:43, 林後 5:3-8). 鬼靈界之事最可能来自撒但和他众使者.（启 12:9） 

 

信徒在與鬼靈界接觸的事上（如看相,算命,用星座或在廟中抽籤等）必須特別謹慎.神在舊約

頒佈這些禁令，表明靈界爭戰十分猛烈，直到新約時代亦沒有兩樣（參林後 6:14-18；弗

6:10-18），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v15-19 撒母耳责备扫罗：（1）耶和华已离开你.（2）国权已赐给大卫.（3）神屮将你和以

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乎中.（4）你和你儿子必战死. 

 

v20-25 扫罗的反应： 甚是 惧怕，`不吃不喝，巫婆再三劝他，扫罗勉强起来回去. 

 

 

Q2. O.I.總括撒母耳责备扫罗的话. 为什么神让撒母耳使扫罗晓得神的旨意？ 

 

撒母耳责备扫罗：（1）耶和华已离开你.（2）国权已赐给大卫.（3）神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

非利士人手中.（4）你和你儿子必战死. 

 

神让撒母耳使扫罗晓得神的旨意，要使扫罗因为离棄神作为警戒，令人驚骇，並要将他剪除.

（参结 14:7-9).或许这也是扫罗最后悔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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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A.你若是这时的扫罗的话会想什么和做什么？* 

 

若扫罗有悔改的心，神也必会给他机会（与主同钉十架的强盗：参路 23：33-43） 

 

第二十九章 大卫被非利士亚吉王逐出. 
 

续第二十七章的桥段记载大卫的故事. 

 

大卫跟随非利士亚吉王立了好些功绩, 亚吉王也对大卫说, “自從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

見你有什麼過失.”(29:6) 但其他非利士将领卻疑忌, 排擠他, 去见亚吉王, 请他除掉大卫, 

因为他畢竟是外人(希伯来人), 恐怕大卫出賣他们, 㧱非利士人的首给到扫罗那里立功. 

 

亚吉王只好听从将领, 差大卫离去. 

 

 

Q4. O.I.A.大卫的大才干卻因此经常被人疑忌, 这是什么原因? 有才干的人在教会里要如何

使才干不外露? 

 

疑忌他人是人之常情, 尤其是因大卫是希伯来人, 曾杀非利士大将歌利亚. 

 

有才干的人在教会里应不要领功, 不要表揚自己默默的作主工, 常誇别人的功劳,可以分工时

就分工,经常抬举别人或后輩.  

 

 

Q5. O. I.A. 大卫被逐是否神的心意? 他离开非利士人对神的计划有何影响? 行神旨意的人

是否一定一帆风顺? 分享有关的经历和见证.* 

 

神早已定下的计划是要大卫作以色列王，弥赛亚的先祖，不可被挫： 

 

（1）他去住在非利士人中间是暫时权宜之策，神容许大卫被逐是要他返回以色列代替扫罗. 

 

（2）大卫住在非利士人中间的年日，可让他认识非利士人，有助於日后他登基后对付非利士

人大敌的軍事战略. 

 

（3）大卫住在非利士人中间的年日曾伪装攻击以色列人，但卻趁机掳掠猶大南方的亚玛力

人，后来将掠物献给猶大长老作手信，为日后作猶大王铺路（参撒上 30:26, 撒下 2:4）.大

卫逃亡之年颠沛流离, 经常被趕逐, 是神对他的锻炼, 预备将来他要被儿子押沙龙追逐时如

何应对. 

 



撒母耳记上查经资料 趙任君, 潘柏滔 2019 

    

5 
 

（4）大卫逃亡之年颠沛流离, 经常被趕逐, 是神对他的锻炼, 预备将来他要被儿子押沙龙追

逐时如何应对. 

 

行神旨意的人不一定一帆风顺. 但曉得神会叫万事効力完成对我们有好处的旨意.(罗 8:28).  

 

分享有关的经历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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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