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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下》查经聚会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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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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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8 大卫击败押沙龙 
 

18:1-2a 大卫将軍兵分三营由三将领带：约押, 约押兄弟亚比筛, 和迦特人以太, 下设千夫

长, 百夫长. 

 

18:2b-4 大卫欲与軍兵同出作战, 但被他们欄阻, 只好留守在城门. 

 

18:5 大卫嘱咐三將领宽待押沙龙, 手下留情, 众軍兵也听到. 

 

18:6-8 两个陣营在以法蓮林中交战, 大卫陣营四面包抄押沙龙不諳樹林战术的陣营, 加上樹

林优势, 大敗押軍, 共有二万人死, 死于林中的, 比死于刀剑的还多. 

 

18:9-15 押沙龙头发（比较他曾以此为荣, 14:24-26, 现在卻成为他的咒诅）被樹枝绕住, 

使他被懸掛在樹上. 大卫軍兵见到报告给约押, 卻因王命不敢杀押沙龙, 约押卻以为事不延

迟，马上去用三杆短槍刺透押沙龙, 然后约押㧱兵器的侍从将他徹底杀了. 

 

18:16-18 战事结束, 约押不追赶, 容许以色列人散去. 押沙龙被掉进大坑中的石堆上. 他生

前曾立柱纪念自己(似乎未能葬身在所立的柱下), 卻是死无葬身之地.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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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O.I.A.(a)大卫如何组织軍队？ 评论大卫王是否能文善武(参 15:32-37).(b)比较评论大

卫与押沙龙此役中的战术. 为什么押沙龙会战敗? 

 

(a) 18:1-2a 大卫将軍兵分三营由三将领带：约押, 约押兄弟亚比筛, 和迦特人以太, 下设

千夫长, 百夫长. 

 

18:2b-4 大卫欲与軍兵同出作战, 但被他们欄阻,大卫虽願与軍兵同生死，但卻认识自己领导

的身份更能稳定民心. 只好留守在城门. 

 

大卫王是能文善武: 大卫使二祭司长撒督亚比亚他(8:17;20:25)和谋士户筛, 留守耶京作情

报员, 表现出他君王臨危不乱的政治智慧(参 15:32-37), 大卫陣营四面包抄押沙龙不諳樹林

战术的陣营, 得以大胜. 

 

(b) 18:6-8 两个陣营在以法蓮林中交战, 大卫陣营四面包抄押沙龙不諳樹林战术的陣营, 加

上樹林优势, 大敗押軍, 共有二万人死, 死于林中的, 比死于刀剑的还多. 

 

18:9-15 押沙龙头发被樹枝绕住, 懸掛在樹上. 大卫軍兵见到报告给约押, 卻因王命不敢杀

押沙龙, 约押卻以为事不延迟， 马上去用三杆短槍刺透押沙龙, 然后约押㧱兵器的侍从将他

徹底杀了. 

 

大卫王能文善武胜过押沙龙有勇无谋. 

 

 

Q2. O.I.A. (a)本章如何描述押沙龙的结局？（b）为什么约押不乘胜追赶? (c)押沙龙的身

后事如何对比他生前立柱纪念自己? (d)分享作者记载押沙龙的结局有什么特别含义?* 

 

(a) 18:9-15 押沙龙头发（比较他曾以此为荣, 14:24-26, 现在卻成为他的咒诅）被樹枝绕

住, 使他被懸掛在樹上. 大卫軍兵见到报告给约押, 卻因王命不敢杀押沙龙, 约押卻以为事

不延迟， 马上去用三杆短槍刺透押沙龙, 然后约押㧱兵器的侍从将他徹底杀了. 

 

(b) 18:16 战事结束, 约押不追赶, 容许以色列人散去. 不再骨肉自相殘杀. 

 

(c) 18:16-18押沙龙被掉进大坑中的石堆上. 他生前曾因无子, 立柱纪念自己(似乎未能葬身

在所立的柱下), 现在卻是死无葬身之地. 

 

(d) 作者记载押沙龙的结局, 似乎要指出自大反父的逆子, 自要万世留名, 现在卻是死无葬

身之地. 神容许押沙龙背叛大卫, 因为他犯了淫人妻杀人夫之罪(12 章), 但押沙龙卻要自食

逆父的惡果.   

 

 

18:19-33 押沙龙死讯传給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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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3 传死讯的使者 

 

约押不许撒督的儿子亚希玛斯报信. 

 

约押差外人古示人去报信. 

 

亚希玛斯坚持要报信, 约押不得矣允许. 

 

18:24-33 亚希玛斯先到报信, 大卫在城上守望, 以为是好消息, 亚希玛斯报信,“神已将那

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 大卫马上问及押沙龙的安危, 亚希玛斯不敢回答, 只说

众人吵闹昕不清楚. 其后古示人据实报信大卫押沙龙之死:“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

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v32. 王就心里伤恸哀哭说：恨不得替押沙龙死！ 

 

 

Q3. O.I.A.(a)比较兩位传押沙龙死讯给大卫的使者的报信方法? (b)谁先报信? (c)大卫闻讯

有什么的反应?  

 

(a)约押不许大祭司撒督的儿子亚希玛斯报信. 因为他曾为大卫逃离押沙龙事上作情报员

(17:17-22), 不欲使他报惡信. 

 

约押差外人古示人去报信. 

 

亚希玛斯坚持要报信, 约押不得矣允许. 

 

(a,b)18:24-33 亚希玛斯在平原比古示人经山路跑得快，先到大卫处报信, 大卫在城上守望, 

以为是好消息, 亚希玛斯报信,“神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 大卫马上问及

押沙龙的安危, 亚希玛斯不敢回答, 只说众人吵闹昕不清楚. 其后古示人据实报信大卫押沙

龙之死:“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v32.  

 

(c)王闻讯就心里伤恸哀哭说：恨不得替押沙龙死！ 

 

 

19:1-8 大卫听约押劝导脱离了哀情 

 
大卫哀悼押沙龙，久久不脱愁情. 约押谏王：“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 使部下的

士气大挫. 经约押进谏后，大卫停止为押沙龙哀哭，于是起来，坐在城门口, 转去慰劳为他

争战的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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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O.I.A.(a)大卫王闻讯后陷入什么的情绪状况？为什么?(b)对国情有什么影响? (c)谁劝

导他? (d)他有否闻讯听諫? (e)评论大卫王的情怌和治国方针对我们有什么警惕? 

 

(a)王闻讯就心里伤恸哀哭说：恨不得替押沙龙死！久久不脱愁情. 可能是因为家庭生活失

敗，儿子押沙龙叛逆, 想修复与逆子的关系卻是太迟了, 这是他失去的第三个几子, 也是第

二次为了丧子哀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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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大卫在避难或

在旷野的诗如 13,39,63,109,143等, 都可能是他在押沙龙叛逆之时段的作品). 

 

(b,c)约押谏王,“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 使部下的士气大挫. 

 

(d)大卫听谏, 停止为押沙龙哀哭，于是起来，坐在城门口, 转去慰劳为他争战的军兵. 

 

(e) 大卫感情丰富, 常能体验家庭悲剧和属下士气, 作为一国之首, 能体貼民情与聆听忠谏, 

乃是贤君的先决条件之一. 

 

这品格可能是他“合神心情”(徒 13:22）的原因之一. 

 

 

*Q5. A. (a)大卫为逆子哀哭，神对背叛祂的人是否也有类似的心态？参太 23:37-39; 路

19:41-44. (b)自由分享如何建立良好的家庭生活和修复破碎家庭的方法和经历. 

 

自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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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