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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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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下 1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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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章大卫犯罪与先知㧱单的责备.有对称的架构: 

 
A  大卫差约押攻拉巴. 11:1 

 B  大卫与拔示巴同房使她怌孕. 11:2-5 

  C  大卫派乌利亚陣前被杀. 11:6-17 

   D  约押致信大卫. 11:18-27a 

    E  耶和华甚不悦大卫所行. 11:27b  中心 

   D’神致信息给大卫. 12:1-14 

  C’神使大卫儿子遘疾致死. 12:15-23 

 B’大卫与拔示巴同房使她怌孕.12:24-25 

A’约押攻取拉巴. 12:26-31 

 

D’神致信息给大卫. 12:1-14 

 

v1-6 先知㧱单比喻与大卫的反应. 

 

• 一个富户, 有许多的牛羊群. 

• 一个穹人, 只有一只如自己的儿女一样極被疼爱的小羊羔. 

• 富户取穹人唯一的羊羔，杀掉来欵客. 

• 大卫对比喻的反应:  惱怒富人; 认为富人该死; 要求富人償还四倍(出 22:1); 评富

人没有怜恤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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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O.I.A.(a) 㧱单比喻的两位主角是谁? (b) 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家畜? (c) 两位主角家

畜有何对比? (d) 两位主角应该如何处理他们的家畜? (e) 这件事件在今天的情况是否也在

犮生? 我們若在此比喻中有份时会扮演着那个角色? 分享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感受.* 

 

(a)(b)(c): 

 

• 一个富户, 有许多的牛羊群. 

• 一个穹人, 只有一只如自己的儿女一样，極被疼爱的小羊羔. 

• 富户取穹人唯一的羊羔，杀掉来欵客. 

 

(d) 富户不应取穹人唯一的羊羔，杀掉来欵客, 应该取自己众多的羊群中割一只欵客. 

 

(e) 自由分享. 

 

 

Q2. O.I.A.(a) 大卫对比喻有那四个的反应? (b) 我們若是大卫会对比喻有什么样的反应? 

(c) 今天会有这些不义的事发生吗? 我们对弥 6:8应该如何了解和詮释? 

 

(a) 大卫对比喻的反应:  1.惱怒富人; 2.认为富人该死; 3.要求富人償还四倍(出 22:1); 4.

评富人没有怜恤之心. 

 

(b)(c):  

 

我們若是大卫会对比喻大概也会有同的反应. 

 

今天仍会有这些不义的事发生. 

 

我们对弥 6:8的教導, 应该靠神的能力以行动实现出来. 

 

 

Q3. O.I.(a) 㧱单的比喻如何应用在大卫身上? (b) 为什么大卫会对比喻有这么样强烈的反

应? (c) 大卫要求富人償还四倍(出 22:1). 这事如何在大卫家中应验? 

 

(a) 

• 大卫:一个富户, 有许多的牛羊群: 许多妃嫔. 

• 烏利亚: 一个穹人, 只有一只如自己的儿女一样極被疼爱的小羊羔: 拔示巴. 

• 大卫以君王强者势力, 在上欺凌属下: 富户取穹人唯一的羊羔，杀掉来欵客. 

 

(b) 大卫看到他人的不义卻无视自己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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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卫要求富人償还四倍(出 22:1)在大卫家中应验: 包括四个儿子死了: 拔示巴第一个儿

子(12:12-23); 暗嫩(13:28,29); 押沙龙(18:14-15); 亚多尼雅(王上 2:25); 刀剑不离他家

(12:10,下詳) 

 

 

v7-15 神籍㧱单指责大卫: 

 

(1) 你就是那人. v7a. 

(2) 第一神喻(1st oracle 神如此说) v7b-10. 

(3) 第二神喻(2nd oracle 耶和华如此说) v11-12. 

(4) 大卫认罪 v13a. 

(5) 㧱单宣告神的审判 v13b-15. 

 

 

Q4. O.I.A.(a)㧱单如何指出大卫的罪行和神的责备? (b)你认为这责备是否恰当和效? 分享

如何应用在今天对付教会领袖犯罪的处理和有关经验和史实* 

 

(a) 

(1) 你就是那人(v5,v7a). 直叙大卫的責任: 开门见山, 一針见血, 成为㧱单信息的轉捩点. 

(2) 第一神喻(1st oracle 神如此说) v7b-10. 數算神在大卫身上的恩典和他的罪行. 

(3) 第二神喻(2nd oracle 耶和华如此说) v11-12. 列出神对大卫的罪行的报应. 

 

(b) 指出罪疚和后果的事实. 今天神也要用祂所兴起的先知面责犯罪的教会领袖, 指出罪行

和神的报应, 不能隐瞒. 

 

 

Q5. O.I.A.(a)數算神过往如何恩待大卫的事蹟. (b)大卫是否滿足于神的恩典? 为什么? (c) 

分析他犯了什么样的罪使他行恶? (d)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们有没有犯了大卫的錯

误?* 

 

(a)(1)神膏他作以色列的王，(2)救他脫離掃羅的手, (3)將他主人的家業賜給他，(4)將他主

人的妻交在他懷裡，(5)又將以色列和猶大家賜給他.(v8).  

 

(b) 大卫不滿足于神的恩典, 藐視耶和華的命令，行祂眼中看為惡的事. 他借亞捫人的刀殺

害赫人烏利亞，又娶了他的妻為妻.(v9) 

 

(c) 整体来说大卫犯了十诫的三项罪: 

 

(1)不可贪恋别人的妻(2)不可犯姦淫(3)不可杀人(出 20:13,14,17) 

 

大卫不滿足神对他的供应, 自己去贪爱不属于他的有夫之妇, 就借刀杀人, 娶了别人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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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分享各人见证*. 

 

 

Q6. O.I.A.(a)v7b与 v11有什么共通词句? 表明什么? (b)在这两处的宣告中㧱单如何表明神

的责备和审判? (b)你认为这责备是否公平? 为什么? (c)对我们有什么警惕? 分享有关经验

和史实* 

 

(a) 第一神喻(1st oracle 神如此说) v7b-10: 第二神喻(2nd oracle耶和华如此说) v11-12. 

 

(b)(1)“所以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v10b) (2)“我必從你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你.”(v11a) 

(3)“我必將你的妃嬪在你眼前賜給你的鄰舍；他必在這日光的鑒察下就和你的妃嬪同寢. 你

在暗中行這事，我卻要在以色列眾人面前.日光之下報應你.”(v11-12) 

 

(c) 这责备和审判是公平: 大卫破坏别人的家庭, 夺妻杀夫, 所以神使刀劍必永不離開他的

家, 让大卫的家庭破碎, 儿子强姦女儿, 兄弟的自相殘杀, 逆子篡位, 他在暗中与别人的妻

行淫, 他的妃嬪在他眼前被賜给逆子, 並且在以色列眾人面前和日光之下与她们同寢. 

 

(d) 耶稣说:“因此你們在暗中所說的，將要在明處被人聽見；在內室附耳所說的，將要在房

上被人宣揚.”(路 12:3). 自由分享. 

 

 

Q7. O.I.A. (a)大卫听到㧱单的宣讲时作何回应？ 你怎样体会他的心境？(参诗 51)（b）神

对他作什么样进一步的审判? v13-15可以看到神回应大卫怎样表现出神的公义和恩典?  

 

(a) 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v13. 

 

大卫没有逃避和为自己辨护. 立即真诚地向神认罪.(参诗 51) 

 

(b) 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 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

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 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

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v14-15. 

 

神的公义: 

 

(1) 大卫之罪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2) 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 

 

神的恩典：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v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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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6-25 大卫儿子死，所罗门出生. 

 

“烏利亚的妻”给大卫所生的儿子病重, 大卫禁食求神. 

 

第七日孩子死了, 大卫起来沐浴, 进殿敬拜, 吃饭. 

 

大卫解释解禁原因, 接受儿子的死. 

 

大卫安慰“大卫的妻拔示巴”, 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罗门, 耶和华爱他, 被称为耶底底亚. 

 

 

Q8. O.I.A.(a) 大卫如何面对“烏利亚的妻”给他所生的儿子病重的事实? (b)参考诗 51大

卫的祷告, 和他遲些时接受儿子的死的行为, 大卫如何了解神在他在本章的罪的教训? 他认

为神是公平的吗? 你同意神让无辜的孩子矢折吗?* (c)从他的禁食祷告和后来解禁, 我们可

以学到与神的关系的什么功课？* 

 

(a) “烏利亚的妻”给大卫所生的儿子(注意此称呼提醒读者大卫的犯罪)病重, 大卫禁食求

神. 

 

第七日孩子死了, 大卫起来沐浴, 进殿敬拜, 吃饭. 

 

大卫解释解禁原因, 接受儿子的死. 

 

(b) 他认为神是公平的,“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

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诗 51:4). 

 

神使无辜的孩子矢折, 在他未知善恶之时离世, 应该是没有受罪和太多的痛苦, 神的良善和

基督的救恩应遮盖他的原罪, 参罗 1:20, 诗 119:68 等. 

https://www.desiringgod.org/articles/what-happens-to-infants-who-die 虽然因父亲的

犯罪早死, 但是仍然彰显神的公义. 

 

(c) 大卫的禁食祷告, 因为承认自己得罪耶和华的错(v13), 以致孩子病重, 但他相信神有  

怜悯, 所以他懇求神施恩不降灾, 救活儿子, 大卫对神心意, 是破斧沉舟, 正如雅各与神摔

跤后不放过祂, 一定要祂祝福(創 32:22-32). 

 

孩子死了之后他解禁, 起来沐浴, 进殿敬拜, 吃饭. 原因是他在禁食祷告中反思, 终于接受

面对儿子要死的事实, “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

却不能回我这里来.”(v23) 

 

https://www.desiringgod.org/articles/what-happens-to-infants-who-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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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祷告是安静默想与神对话的机会, 可以使我们听到神的话， 有力量面对现实和面对自

己. 

 

 

Q9. O.I.A. (a) 大卫从低谷出来之后, 如何安慰与他同受打击的拔示巴? (b) 神用什么事实

安慰大卫和拔示巴? (b) 这事实有什么重要性? (c) 分享我们在神前的经历如何可以帮助我

们的伴侣.* 

 

(a) v24 大卫安慰与他同受打击的拔示巴, 与她同寝, 在这里她是称为 “大卫的妻子”对比

上文被称为“乌利亚的妻”的婚外情. 

 

(b) 神给他们一个儿子来安慰大卫和拔示巴，他们给他起名叫所罗门. 耶和华也喜爱他, 就

藉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 

 

(c) 所罗门之名意:“神是他的平安”(代上 22:8-9), 也有盟约的含义: 神尊重祂对大卫朝代

的盟约, 因此所罗门之名, 也可有“他对神的降服”之意. 耶底底亚之名意为 “耶和华所

爱”. 后来㧱单提醒弥留中的大卫將王位传给所罗门(王上 1:11-17,30,34,45). 耶底底亚也

成为所罗门的皇号. 

 

(d) 我们在神前的经历, 可以籍着最亲蜜的相交, 来帮助我们的伴侣. 自由分享. 

 

 

约押攻取拉巴. 12:26-31(参代上 20:1-3) 

 

v26-28 约押攻取亚扪人拉巴的主力取其水城, 请大卫同來. 

 

v29 大卫聚軍出征夺取拉巴城. 

 

v30-31 大卫处理掳掠得来的人与物.  

 

 

Q10. O.I.A. (a)简述亚扪人与大卫的关系与大卫攻取他们京城拉巴的时序. (参 10,11,12

章). (b)大卫如何处理掳掠得来的人与物? (c)讨论他的处理方法是否合理?  

 

(a) 亚捫人㧱轄 Nahash“厚待”大卫报恩, (撒上 11:1-11)㧱轄曾恐吓以色列人与他立约, 

否则剜去他们的眼睛, 扫罗召集全以色列人一起来击败亞扪王㧱轄, 这㧱轄在大卫逃亡扫罗

时收容厚待大卫, 因㧱轄仇视扫罗. 此时大卫極可能是与亚扪人立了和约(“厚待”大卫, 

v2). 大卫差人去为㧱轄之死致哀, 而亚扪人卻怌疑他有不良动机, 所以当时的王哈嫩羞辱大

卫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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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扪人招兵買马， 联盟亚兰人先发制人, 前后夹攻, 大卫派约押亚比筛分别领二队精兵对抗

大胜他们, 大卫乘胜差约押攻亚扪人的拉巴.  

 

约押攻取亚扪人拉巴的主力取其水城, 请大卫同來. 

 

大卫聚軍出征夺取拉巴城. 

 

(b) 大卫处理掳掠得来的人与物:  

 

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 夺了亚扪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王”或作“玛勒堪”，玛勒堪即

米勒公，又名摩洛，亚扪族之神名），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 

 

大卫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经过砖窑（或作“强他们

用锯，或用打粮食的铁器，或用铁斧作工，或使在砖窑里服役”）. 大卫待亚扪各城的居民

都是如此: 若前者代表杀亚扪人的手段，可以解为大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这些

是亚扪人通用的手段(王下 23:10), 但若是后者即使亚扪人按照律法做苦工作仆人(申 20:11, 

书 16:10,士 1:28-35). 

 

自由分享他的处理方法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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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