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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下》查经聚会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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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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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章：押沙龙的故事 
 

13-14章：包括三件家庭悲剧, 历时七年: (2 年:13:23; 3 年:13:38; 2 年:14:28) 

• 他玛被暗嫩污辱.(13:14,20) 

• 暗嫩被押沙龙杀死.(13:28-29) 

• 押沙龙逃遁, 被困.(13:34, 37-38, 14:28) 

 

13 章倒行对称的架构: 
 

A  暗嫩爱他玛.13:1-2 

 B  约㧱达挿手.13:3-5 

  C  他玛出现. 13:9a 

   D  暗嫩差众人离开.13:9b 

    E  暗嫩命他玛房同寝.他玛抗拒.13:10-14a   

     F  暗嫩强姦他玛, 轉爱为恨. 13:14b-15a 高潮 

    E’暗嫩命他玛离开.他玛抗拒. 13:15b-16 

   D’暗嫩吩咐众人关门.13:17 

  C’他玛离开.13:18-19 

 B’押沙龙插手.13:20 

A’暗嫩恨恶他玛.13:20 

 

暗嫩强姦他玛是高潮, A vs A’轉爱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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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押沙龙邀请大卫王与臣仆参加剪羊毛的节期.13:23-24 

 

 B  押沙龙再三邀请,王不肯去.13:25 

 

  C 押沙龙要求大卫王许暗嫩去.13:26a 

 

 B’王应允押沙龙要求.13:26b 

 

A’押沙龙嘱手下杀暗嫩. 13:28-29 

 

 

A  大卫王与臣仆哀悼.13:30-31 

 

 B  约㧱达与大卫说话.13:32-33 

 

  C 押沙龙独自逃跑.13:34 

 

 B’约㧱达与大卫说话.13:35 

 

A’大卫王与臣仆哀悼.13:36-39  

  

 

Q1. O.I. 13章事件围绕着那几个人?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暗嫩：暗嫩是长子，生于希伯仑，是耶斯列人亚希暖所生（三 2；代上三 1），是王位继承

人.  

他玛是押沙龙的妹妹. 二人都是大卫所娶基述王女儿玛迦所生（三 3） 

大卫王: 儿女乱伦自相殘杀的家庭悲剧.  

约㧱达: 暗嫩一个朋友，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为人极其狡猾. 

 

 

Q2. O.I. 13章事件每个人物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简述事件的过程结果. 

 

暗嫩爱他玛.13:1-2 

约㧱达挿手献狡计. 着他装病，求父大卫王叫我妹子他玛在眼前预备食物，递给他吃.13:3-5 

他玛出现. 13:9a 

暗嫩差众人离开.13:9b 

暗嫩命他玛入房同寝.他玛抗拒.13:10-14a   

暗嫩强姦他玛, 轉爱为恨. 13:14b-15a 高潮 

暗嫩命他玛离开.他玛抗拒. 13:15b-16 

暗嫩吩咐众人关门.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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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玛离开.13:18-19 

押沙龙插手要为妹报仇.13:20 

暗嫩恨恶他玛.13:20 

 

押沙龙邀请大卫王与臣仆参加剪羊毛的节期.13:23-24 

押沙龙再三邀请,王不肯去.13:25 

押沙龙要求大卫王许暗嫩去.13:26a 

王应允押沙龙要求.13:26b 

押沙龙嘱手下杀暗嫩. 13:28-29 

 

大卫王与臣仆哀悼.13:30-31 

约㧱达与大卫说话, 安慰王的众子都没有死,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13:32-33 

押沙龙独自逃跑.13:34 

约㧱达与大卫说话. 王的众子都来了，印证前所说的.13:35 

大卫王与臣仆为两个儿子哀悼.13:36-39  

 

 

Q3. I.A. (a)大卫王听见暗嫩强姦他玛这事有什么反应? (b)为什么他作这反应?   

 

(a) 大卫王听见暗嫩强姦他玛这事就甚发怒. 但卻没有採取任何惩罚的和安慰的行動. 

 

(b) 他大概是心知肚明，自己曾犯姦淫借刀杀人之罪，心中自咎，也记得先知㧱单的宣判(参

12:1-6)，因此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家庭悲剧. 

 

 

Q4. O.I.A.(a) 为什么押沙龙挑选剪羊毛的节期杀暗嫩? (b)13章事件有什么政治背景? (c) 

为什么神容许此事在他家中发生? (参 12:1-6)  

 

(a) 押沙龙挑选剪羊毛的节期杀暗嫩, 暗视大卫续王位的长子暗嫩要如富人的第二只羊在剪

羊毛的人手中(押沙龙)被剪除 (应验㧱单的预言 12:1-6). 剪羊毛的节期虽然是欢乐庆祝財富

的节期, 但旧约中除了此次以外还有三次, 都与解决一个問题有关(创 31:雅各与拉班; 创

38:他玛与犹大; 撒上 25:大卫与㧱八) 

 

(b,c) 大卫因夺人之妻拔示巴和借刀杀人夫之罪受到耶和华惩罚(12:1-6), 他要償还四倍, 

大卫家庭接二連三发生悲剧, 王室继承人先后被杀[包括四个儿子死了: 拔示巴第一个儿子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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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 O.I.(a) 押沙龙如何邀请大卫参加剪羊毛的节期? (b) 大卫如何回应押沙龙邀请他? (c) 

大卫是否有此事不妙的先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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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押沙龙邀请大卫参加他剪羊毛的慶典, 王对押沙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

使你耗费太多. ”押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 押沙龙求王许哥哥暗嫩同

去, 押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 

 

(c) 大卫作贼心虚, 似乎是有此事不妙的先兆, 所以不接受押沙龙的邀请, 但也不能欄阻此

事的演化, 以为他差其他儿子与暗嫩同去， 可能会比较安全. 

 

 

Q6. O.I.A.(a)押沙龙对父王的回复作何反应？ （b他如何完成了他的杀人陰谋? (c)请对比

押沙龙的谋杀事件, 与大卫杀烏利亞事件的犯罪过程与报应.  

  

(a,b）押沙龙再三求王许哥哥暗嫩同去, 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参加他剪羊毛的慶

典. 13:28:押沙龙吩咐仆人在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杀他，“不要惧怕，只管壮胆奋勇.” 因

他押沙龙负全责, 王的众子都起来逃跑. 

 

(c) 大卫姦淫他人的妻子: 大儿子暗嫩强姦其妹拉玛, 

大卫杀人夫烏利亞: 大卫儿子押沙龙杀兄暗嫩为胞妹他玛报仇. 

 

 

Q7. O.I.A. (a)押沙龙杀暗嫩后下落如何? (b)大卫如何处理他对丧子和失子的情绪? (c)分

享我们在家人亡命逃遁时的心情和调整办法.  

 

(a) 押沙龙杀暗嫩后逃到外祖父基述王(代上 3:2)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因为他在此得

庇护. 

 

(b) 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 押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 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

了安慰，大卫没有记恨于押沙龙, 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  

 

(c) 在家人亡命逃遁时, 时间可能是很好的调整办法. 

 

 

Q8. A. (a)押沙龙的谋杀事件与大卫杀烏利亞事件, 都是源于什么的罪恶的意念? (b)对我们

有什么样的的警惕?* 

 

(a) 押沙龙的谋杀事件与大卫杀烏利亞事件, 都是源于不正当的性观念: 不可奸淫, 不可贪

恋他人之妻(十诫:申 5:18,21). 

 

(b) 万惡淫为首, 神为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设定正當的性行为，在这範围以外的性行为都是奸

淫，后果就如大卫的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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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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