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母耳记下查经资料 趙任君, 潘柏滔 2019 

    

1 
 

《撒母耳记下》查经聚会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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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3    

 
参考地图: 撒下圖五 (059) 示巴叛變和約押點數以色列人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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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b-15 大卫回耶京 

 

以色列人见押沙龙已死, 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他们顧念大卫曾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要

请他回京. 

 

大卫与祭司撒督和亞比亚他商讨复位, 促他们叫犹大长老领袖邀请他复位, 並立押沙龙元帅

亞玛撒(也是他的外嬲:17:25)代替约押作统帅. 犹大人的是大卫的骨肉弟兄，来到吉甲，要

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 为亲情而非为谋利. 

 

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 他们便打发人去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过约旦河回

耶京. 

 

 

Q1. O.I.A. (a)简述大卫复位的过程安排. 为何他不主动地坐上王位? (b)他为什么立押沙龙

元帅亞玛撒代替约押作统帅? (c)这里为什么指出有以色列人和犹大众人之分？ 评论这时的

政治局势和大卫的领袖智慧. 

 

(a)以色列人见押沙龙已死, 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他们顧念大卫曾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要请他回京.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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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与祭司撒督和亞比亚他商讨复位, 促他们叫犹大长老领袖邀请他复位,  

 

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 他们便打发人去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过约旦河回耶京. 

 

(b)他立押沙龙元帅亞玛撒(也是他的外嬲:17:25)代替约押作统帅. 似乎因约押屢次违命

(3:27-39, 18:14)失去了对他的信心. 

 

(c)这些曾跟随押沙龙背逆大卫的以色列人回轉支持大卫, 如此大卫用北方以色列众支派的支

持势力, 来取得犹大众民(以耶京的二祭司和长老为首)的归降, 不自登王位, 使全国同心, 

一齐迎接他回京复位, 是明智之举. 

 

 

19:16-23 大卫宽容示每 

 

此时大卫要复位，曾经毒骂大卫的扫罗将领示每(16:5-14)，现在出来迎接他求赦，约押兄弟

亚比筛要杀他，大卫禁止. 他认为今日复位, 不结怨惩罚或治死任何人, 所以大卫宽容示每,  

起誓不杀他. 

 

 

Q2. O.I.A.(a)复习示每与大卫的关系(16:5-14). (b)为什么示每此时改变态度? (c)比较大

卫以前和如今向示每和侍从的表现. (d)像示每这等人可以信靠吗? 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周围像

示每这等人呢?* 

 

(a) 大卫逃避押沙龙到便雅悯支派区内的巴户琳, 遇到便雅悯人示每. 

 

示每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卫. 又㧱石头砍他, 㧱土揚他. 

 

咒骂內容: 大卫流人血, 特别流扫罗家的血. 现在是自取其禍. 

 

大卫将领亚比筛保护大卫, 要去杀示每. 

 

大卫禁止将领亚比筛, 自言示每是神差他来吩咐他如此惩罚大卫的. 

 

大卫认为他要忍受示每的侮辱. 神看见或许会施恩.  

 

(b) 示每此时改变态度是因他是看风驶舵的投机份子, 希望在复位的大卫王身上獲得好处. 

 

(c) 此时大卫要复位，曾经毒骂大卫的扫罗将领示每(16:5-14)，现在出来迎接他求赦，约押

兄弟亚比筛要杀他，大卫禁止. 他认为今日复位, 不结怨惩罚或治死任何人, 所以大卫宽容

示每,  起誓不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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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像示每这些看风驶舵的投机份子，没有正义感，是完全不可信靠的, 在教会中也屢见不

鲜, 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教训,“灵巧像蛇. 驯良如鴿子” (太 10:6) 

 

  

Q3. A.大卫日后也防範示每(王上 2:8-9).评论大卫在此宽容示每此事是否正确，和对我们的

警惕.* 

 

大卫日后也防範示每(王上 2:8-9), 要儿子所罗门监视他的反叛. 可见大卫两次宽容示每有政

治的智慧: 大卫认为他要忍受示每的侮辱. 神才见最终的报应者. 他也认为复位时不结怨惩

罚或治死任何人, 要稳定民心. 

 

大卫的表现警惕我们要明辨是非, 宽容待人, 让神来执掌正义.(罗 12:9)  

 

 

19:24-43 米非波设的辯护诉寃 

 

v24 扫罗孙子米非波设在大卫离京之际篇幅不修以示哀,“王平平安安的回京”对比“王平平

安安的回宫”(v30). 

 

v25 大卫责备他为什么没有与他同出走. 

 

v26-28 米非波设的自辯: 

(1) 因为瘸腿行动不便驾驭驢驹. 

(2) 遭仆人洗巴欺哄未能坐驢. 

(3) 仆人洗巴在大卫面前说他的讒言. 

(4) 米非波设自言对大卫感恩. 

 

v29-30 大卫不计较过往, 並让米非波设与洗巴均分地土, 米非波设不计较土地.(参

9:7;16:1-4). 

 

留意以色列人犹大人的对比: 

19:43 vs 19:40; 19:8 vs 19:14,22 

 

v43 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我们与王有十分情份”,（十分即十份），王国分裂的前奏暗示

伏笔. 

 

 

Q4. O.I.A. (a)米非波设有没有背叛大卫王？ 他如何自辯？(b)大卫如何回应? (c)评论大卫

洗巴米非波设此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啟发?* 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有什么教导? （参太 5: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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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24-43 米非波设的辯护诉寃 

 

v24 扫罗孙子米非波设在大卫离京之际篇幅不修以示哀,“王平平安安的回京”对比“王平平

安安的回宫”(v30). 

 

v25大卫责备他为什么没有与他同出走. 

 

v26-28 米非波设的自辯: 

(1) 因为瘸腿行动不便驾驭驢驹. 

(2) 遭仆人洗巴欺哄未能坐驢. 

(3) 仆人洗巴在大卫面前说他的讒言. 

(4) 米非波设自言对大卫感恩. 

 

(b) v29-30 大卫不计较过往, 並让米非波设与洗巴均分地土, 米非波设不计较土地.(参

9:7;16:1-4). 

 

(c) 大卫此际是否缺乏或没有用着辨别是非真伪的智慧？或是他觉得这件事情太琐碎, 不值

得他在此危机中費心? 其后虽然米非波设任憑洗巴取去所有大卫赐予的地土，可以代表他的

真诚(19:30)， 大卫也无心追究事实真相(19:29). 白由分享赦免别人过犯的经验与心理上的

调整. 

 

耶稣基督在太 5:38-48 似乎教导我们: 侭可能谦让, 爱仇敌, 不记恨和教免. 

 

 

Q5 O.I.A.（a）大卫被接回京的过程中有什么民众反应的插曲? (b)这些民众反应对大卫王国

的将来有什么影响? （参 16:7-8）.(c)大卫有没有好好处理民众反应？ （d）有什么后

果?(参王上 11:30-31) (e)对我们有什么警惕？* 

 

(a,b) 留意以色列人犹大人的对比: 

19:43 vs 19:40;  

43: 以色列人回答猶大人說：“按支派我們與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們也比你們

更有情分. 你們為何藐視我們，請王回來，不先與我們商量呢？”但猶大人的話比以色列人

的話更硬(猶大民和以色列民已经有纷争).  
 

40: 猶大眾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過去. 

 

19:8 vs 19:14,22 

8: 於是王起來，坐在城門口. 眾民(包括猶大民和以色列民)聽說王坐在城門口，就都到王面

前. (支持押沙龙的)以色列人已經逃跑，各回各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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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此就挽回猶大眾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們便打發人去見王，說：“請王和王的一

切臣僕回來.” 

 

22: 大卫說：“今日在以色列(包括猶大民和以色列民)中豈可治死人呢？我豈不知今日我作

以色列(包括猶大民和以色列民)的王嗎？” 

 

v12-14犹大人的是大卫的骨肉弟兄，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 为亲情而非为

谋利. 

 

v43 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我们与王有十分情份”,（十分即十份，王国分裂的前奏暗示伏
笔.),自恃人数較多. 

 

(c,d)大卫没有好好处理民众反应, 引致后来南北国的分裂.(参王上 11:30-31). 

 

(e)若教会领袖没有好好处理会众反应，会造成群体分裂的危机. 

 

v31-39 基列人巴西箂: 

住河东玛哈念, 老人 80 歺富户,大卫逃难河东时, 曾供应食物给大卫, 巴西箂送王过河, 大

卫邀请他一同回京养老, 巴西箂婉拒, 願老死本城. 巴西箂派仆人金罕护送大卫过河, 大卫

可以随意对待金罕(他可能是巴西箂的儿子), 大卫与巴西箂亲咀, 祝福他. 

 

 

Q6. O.I.A.（a）谁是巴西箂? (b)他与大卫有什么关系? (c)你如何衡量巴西箂与大卫的友情

是否真挚或有其他政治目的? 对我们交友有何警惕?* (d)大卫过約但河遇到那三个人？复習

在第 19章他们各人的意向.  

 

(a,b) 基列人巴西箂: 

住河东玛哈念, 80歺老人, 富户,大卫逃难河东时, 曾供应食物给大卫, 巴西箂送王过河, 大

卫邀请他一同回京养老, 巴西箂婉拒, 願老死本城. 巴西箂派仆人金罕护送大卫过河, 大卫

可以随意对待金罕(他可能是巴西箂的儿子), 大卫与巴西箂亲咀, 祝福他. 

 

(c)巴西箂与大卫的友情是真挚的. 巴西箂在大卫逃难时无条件地幫助他(17:27-29), 大卫过

河时邀请他一同回京养老, 巴西箂婉拒, 願老死本城, 因为他完全没有政治意圖. 患难见真

情,真朋友可以共患难. 应被厚待（王上 2:7）.  

 

(d)大卫过約但河遇到三个人: 示每(求情), 米非波设(申辩), 巴西箂(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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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