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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下》查经聚会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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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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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地图: 撒下圖四 (058) 押沙龍謀反反被誅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58 
 

经文讨论: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第十六,十七章 16:15-17:29 户筛亞希多弗二谋士之争. 
 

v16-19 接上文（15:32-37）户筛在橄榄山迎接逃亡中的大卫想跟他走, 但大卫却另有任务, 

叫他回耶京, 假装归属押沙龙, 实际上是为大卫作特务. 户筛果然照大卫嘱咐, 假装归降押

沙龙. 

 

v16,20-23 亞希多弗(撒下 15:12;23:34)原是大卫谋士, 后来转陣成为押沙龙谋士(原因可能

是与拔示巴事件有关, 撒下 11:3）, 这里记载他向押沙龙献上恶主意: 与大卫留下的妃嫔亲

近. 如此证明了押沙龙确是佔据大卫一切所有. 

 

v23 “那時，亞希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問神的話一樣，他昔日給大卫, 今日給押沙龍所

出的主意，都是這樣.”換言之, 他的主意代表神(容许的)主意, 在押沙龙的立场, 亚希多弗

代替了神. 

  

Q1. O.I.A. (a)这里如何形容户筛：他与大卫和押沙龙有什么关系？（b）这里如何形容亞希

多弗: 他与大卫和押沙龙有什么关系？(b)作者在这里把户筛与亞希多弗二谋士双题並论：你

如何衡量大卫与押沙龙身边的人？*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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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16-19 接上文（15:32-37）户筛在橄榄山迎接逃亡中的大卫想跟他走, 但大卫却另有任

务, 叫他回耶京, 假装归属押沙龙, 实际上是为大卫作特务. 户筛果然照大卫嘱咐, 假装归

降押沙龙. 

 

(b) v16,20-23 亞希多弗(撒下 15:12;23:34)原是大卫谋士, 后来转陣成为押沙龙谋士(原因

可能是与拔示巴事件有关, 撒下 11:3）, 这里记载他向押沙龙献上恶主意: 与大卫留下的妃

嫔亲近. 如此证明了押沙龙确是佔据大卫一切所有. 

 

v23 “那時，亞希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問神的話一樣，他昔日給大卫, 今日給押沙龍所

出的主意，都是這樣.”換言之, 他的主意代表神(容许的)主意, 在押沙龙的立场, 亚希多弗

代替了神.  

 

(c) 户筛忠于大卫，甘心为他到押沙龙处作奸细. 押沙龙受騙接受户筛意见. 

 

亞希多弗(撒下 15:12;23:34)原是大卫谋士, 后来转陣成为押沙龙谋士(原因可能是与拔示巴

事件有关, 撒下 11:3）这里记载他向押沙龙献上恶主意: 与大卫留下的妃嫔亲近. 如此证明

了押沙龙确是佔据大卫一切所有, 亞希多弗用心恶毒, 要徹底羞辱大卫. 在押沙龙的立场, 

亚希多弗代替了神. 至到误信户筛（17:1-23）才使亞希多弗失寵. 

 

 

Q2. A. 基督徒要如何分辨身边的人是否忠心? 如何衡量对人的信任和对神的信靠?* 

 

患难见忠臣. 户筛对大卫的忠心在大卫逃亡时显示. 基督徒要明辨身边的人是否对己忠心: 

是否有其他不良的动机(如亚希多弗跟随押沙龙可能是因为要报复大卫污辱孙女拔示巴.) 

 

 

17:1-4 亞希多弗再出主意促押沙龙立即追赶大卫. 使民驚惶逃跑, 单杀大卫一人, 让民众归

降(由亚希多弗主导). 

 

17:5-13户筛另献计谋, 注重大卫勇士的形象和号召力，警告押沙龙部下可能会因不能胜过

大卫, 先败而气餒，促押沙龙將以色列眾人聚集到押沙龙那裡來，由他親自率領他們出戰攻

击大卫. 

 

17:14 户筛计谋胜过亞希多弗主意, 被押沙龙採納. 因为“这是因耶和华定意破坏亚希多弗

的良谋，为要降祸与押沙龙.” 

 

 

Q3. O.I.A.(a)比较亞希多弗和户筛给押沙龙的建议:谁較有軍事智慧? 谁能更迎合押沙龙的

自大狂? (b)分析押沙龙为什么不听从亞希多弗和卻听从户筛? (c)评论在押沙龙作此定背后

的人为和神掌权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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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7:1-4 亞希多弗再出主意促押沙龙立即追赶大卫. 他有軍事智慧，使民驚惶逃跑, 单杀

大卫一人, 让民众归降(由亚希多弗主导), 促押沙龙立即追赶傖悴逃亡的大卫, 攻其不备必

胜. 

 

17:5-13户筛另献计谋, 注重大卫勇士的形象和号召力， 警告押沙龙部下可能会因先败而气

餒， 促押沙龙將以色列眾人聚集到押沙龙那裡來，由他親自率領他們出戰攻击大卫. 能更迎

合押沙龙的自大狂, 親自率領以色列眾人大軍威风地征服大卫.  

 

17:14 户筛计谋胜过亞希多弗主意, 被押沙龙採納. 因而给大卫逃亡过约但河的时间. 

 

(b) 亞希多弗按軍事智慧献计, 户筛以言语藝术, 使押沙龙先怕大卫, 又适应他的自大狂, 

亲领大軍杀父. 户筛也用謟媚之言, 说要与押沙龙同剿灭大卫, 他的意见因而被押沙龙採納. 

 

(c) 17;14“這是因耶和華定意破壞亞希多弗的良謀，為要降禍與押沙龍.”神能用人的智慧

和心态成就祂的旨意. 

 

 

17:15-16 户筛促撒督与亚比亚他报信给大卫.促他当夜马上过约但河，逃离押沙龙若接受亚

希多弗之计追杀他. 

 

17:17-22 留守耶京祭司亞比亚他之子约㧱单, 祭司撒督之子亚希玛斯（15:27）在城外作情

报员, 要传讯给大卫, 但被童子看见, 跑去告诉押沙龙, 当被押沙龙属下搜捕时, 他们躲进

一人家中的井里.被家主庇护, 说他们过河走了.到押沙龙的人离开后, 二探子趕紧跑去通知

大卫天亮之前趕快渡约但河. 于是大卫連夜逃亡过了约但河. 

 

17:23亞希多弗因其计不遂, 归家上吊自杀. 

 

17:24-26 押沙龙过约但河. 重整軍隊， 以亚玛撒代替约押当元帅，这里记有押沙龙的元帅

亚玛撒的身世. 他是亚比该的儿子，(代上 2:16)说亚比该和洗鲁雅都是大卫的姐妹，故应为

耶西的女儿；但此处则说她是拿辖的女儿，可能是误抄，也可能是拿辖早死，他的妻子改嫁

耶西. 因此可能是约押亚比筛的表兄弟. 

 

押沙龙率以色列軍兵安营在基列地. 

 

17:27-29 大卫到玛哈念安顿， 受欢迎， 得到当地人朔比（10:2），玛吉(9:4)，巴西莱

(19:32)的供应. 

 

 

Q4. O.I.A.(a)大卫如何被户筛传讯得以逃离押沙龙的追捕？押沙龙有没有放过大卫?（b）神

怎样在患难中供应大卫的需要? (c)分享神在历史上对他仆人的保守和个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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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7:15-16 户筛促撒督与亚比亚他报信给大卫.促他当夜马上过约但河，逃离押沙龙若接

受亚希多弗之计追杀他. 

 

17:17-22 留守耶京祭司亞比亚他之子约㧱单, 祭司撒督之子亚希玛斯（15:27）在城外作情

报员, 要传讯给大卫, 但被童子看见, 跑去告诉押沙龙, 当被押沙龙属下搜捕时, 他们躲进

一人家中的井里. 被家主庇护说他们过河走了. 到押沙龙的人离开后, 二探子趕紧跑去通知

大卫天亮之前趕快渡约但河. 于是大卫連夜逃亡过了约但河. 

 

17:24-26 押沙龙过约但河. 重整軍隊，以亚玛撒代替约押当元帅，押沙龙率以色列軍兵安营

在基列地. 

 

(b) 17:27-29 大卫到玛哈念安顿， 受欢迎，得到当地人朔比（10:2）, 玛吉(9:4)，巴西莱

(19:32)的供应. 朔比是己故亚扪王拿辖的儿子，他兄弟哈嫩曾因拒绝大卫的好意而自吃苦果

（10:2）. 朔比虽生为外邦人，但比许多犹太人更关心以色列的王. 玛吉曾经照顾米非波设

很多年，直到大卫把米非波设接到耶路撒冷(9:4). 他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 巴西莱可能是富

有的亚兰人(19:32), 神在患难中兴起这些外邦人供应大卫的需要. 

 

(c) 分享神在历史上对他仆人的保守和个人经历.* 

 

例以利亚(王上 17),保罗(徒 16:14). 

 

 

Q5. O.I.A.(a)亞希多弗有什么下场? 为什么? 有没有神的安排? (b)分享历史上神怎样对待

一些企图破坏神计划的人和个人经历.* 

(a)17:23亞希多弗因其计不遂, 归家上吊自杀. 

 

他可能是怕大势已去, 知道大卫必胜, 愧对前主人而自杀，这是因为神答应大卫求敗坯他的

计谋的祷告(15:31,17:14). 

 

(b) 例犹大賣主自疚, 上吊自杀(太 27:5). 分享其他历史上神怎样对待一些企图破坏神计划

的人和个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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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