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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下》查经聚会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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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1-51(参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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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大卫的讚美诗，与诗 18 大致相同，不同之处乃是学者研究的课

题，可能是前者代表大卫个人的祈祷， 后者卻成为神子民在敬拜时的祷颂， 

在此只提及重要的綱领：  
 

v2-30 个人庆祝胜敌 

v31-51 君王庆祝胜敌 

 

经文綱要： 

 

I. 2-4 颂赞引言 

II. 5-46颂赞理由 

 
 A.5-20 大卫在仇敌手中被拯救 

 

 1.5-7 在死亡威胁下神听我求. 

 

 2.8-16 掌管天地万物伟大的神亲自降临显现 

 

 3.17-20 天上伟大的神顧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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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30神拯救的基础原则 

 

 1.21-25 神拯救义人 

 

 2.26-30 神的公义在行动上显明 

 

C.31-46神拯救的工作 

 

 1.31-37 完全的神领人完全. 

 

 2.38-43 我胜敌 
 

 3.44-46 是神使我胜敌 

 

III. 47-51 颂赞结语 

 

 

C.31-46神拯救的工作 

 

 1.31-37 完全的神领人完全. 

 

31-33: 

 

完全出现两次(31,33)作为引言, 将此段分成两半: 说出神的两组属性: 

 

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 凡投靠祂的，祂便作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盘石呢？ 
神是我坚固的保障，祂引导完全人行祂的路. 
 

(1)神是引导帮助人者(enabler) 

 

祂的道是完全的；指神的工作方法道路. 

 

对比: 

 

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经过炼净成为纯洁. 

 

神作为引导者, 祂的道是完全的, 无误的, 祂的话是经得起考验, 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

光.(诗 119:105) 

 

祂的道对比人的路（v31:v33）: 人的路在祂引导下得以完全.(太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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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是保衛人者(protector) 

 

祂作他们的盾牌. 

神是盘石. 

神是我坚固的保障 

 
二者之间插入: “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v32 
 
由于上述神的属性, 人可用神完全的道, 炼净的的话作盾牌, 并来倚靠祂.(弗 6:11-18: 全

副軍装). 

 

 

Q1. O.I.A.(a)v31-33完全在这里出现几次? 可从这里认识到神有什么的属性? (b)神完全的

道与完全的人有什么的关系? (c)解释神完全的道, 炼诤的话, 与我们成为完全的人的互动. 

(d)分享你相关经历.* 

 

(a) 完全出现两次(31,33)作为引言, 将此段分成两半: 说出神的两组属性: 

 

(1)神是引导帮助人者(enabler) 

 

祂的道是完全的；指神的工作方法道路. 

 

对比: 

 

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经过炼净成为纯洁. 

 

神作为引导者祂的道是完全的无误的祂的话是经得起考验昱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诗
119:105) 

 

祂的道对比人的路（v31:v33）: 人的路在祂引导下得以完全.(太 5:48) 

 

(2)神是保衛人者(protector) 

 

祂作他们的盾牌. 

神是盘石. 

神是我坚固的保障 

 

二者之间插入: “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v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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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祂的道对比人的路（v31:v33）: 人的路在祂引导下得以完全.(太 5:48：“所以你們要完

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c) 由于上述神的属性, 人可用神完全的道, 炼净的的话作盾牌, 并来倚靠祂.(弗 6:11-18: 

全副軍装: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福

音，當作豫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

箭；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 祈求，並

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d) 分享你相关经历.* 

 

 

34-37 

 
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處安穩.v34 
 
对比: (显示出神是神是引导帮助人者(enabler), 特别是在战场上. 
 
祂教導我的手能以爭戰，甚至我的膀臂能開銅弓.v35 
 

v34 既快而稳(哈 3:19 引用此句). 

 

v35 手能爭戰，臂能開弓: 銅弓乃是誇大用法(hyperbole), 因大部分的弓都是木做, 銅弓强

调其膀臂强壯有力. 

 

v36 回应上文神的话是人的盾牌（v31）， 这里说救恩给人作为盾牌. (撒下 22:3:“祂是我

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 

 

作为人盾牌的救恩, 可以抵挡仇敌撒旦的火箭(诗 3:3, 5:12, 84:9,11; 弗 6:16). 

 

v32“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没有其他神可与祂相比, v36 这里却指出, 这位伟大的神, 

以“温和”的态度使大卫为大. 

 

v37 回应上文 v34 神使大卫在高处的地脚步平稳, 即是神使他所踏的地宽敞, 使他能大踏步

不致滑跌, 意即神为他开路. 

 

 

Q2. O.I.A.(a)v34-37神如何加力予人? (b)v34 在那个小先知书中什么环境下也被应用? (c)

分析救恩如何能作盾牌, 抵挡什么的仇敌?(d)v32与 v36/v34与 v37 之间有什么彼此相連的关

系？（e）分享你相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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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4-37 

 
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處安穩.v34 
 
对比: (显示出神是神是引导帮助人者(enabler), 特别是在战场上. 
 
祂教導我的手能以爭戰，甚至我的膀臂能開銅弓.v35 
 

v34 既快而稳(哈 3:19 引用此句). 

 

v35手能爭戰，臂能開弓: 銅弓乃是誇大用法(hyperbole), 因大部分的弓都是木做, 銅弓强

调其膀臂强壯有力. 

 

v32“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没有其他神可与祂相比, v36这里却指出, 这位伟大的神, 

以“温和”的态度使大卫为大. 

 

v37回应上文 v34神使大卫在高处的地脚步平稳, 即是神使他所踏的地宽敞, 使他能大踏步不

致滑跌, 意即神为他开路. 

 

(b) v34 既快而稳(哈 3:17-19引用此句).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

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祂使我的腳

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全段描述雖然由於敵人(巴比仑人)的入侵並蹂躪南国犹大，致使民不聊生，陷入極度的困境. 

先知仍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他的神喜樂. 

 

(c) v36 回应上文神的话是人的盾牌（v31），这里说救恩给人作为盾牌. (撒下 22:3:“祂是

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 

 

作为人盾牌的救恩, 可以抵挡仇敌撒旦的火箭(诗 3:3, 5:12, 84:9,11; 弗 6:16). 

 

(d) v32“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没有其他神可与祂相比, v36这里却指出, 这位伟大的

神, 以“温和”的态度使大卫为大. 

 

v37回应上文 v34神使大卫在高处的地脚步平稳, 即是神使他所踏的地宽敞, 使他能大踏步不

致滑跌, 意即神为他开路. 

 

(e) 分享你相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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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43 我胜敌 

 

我追趕我的仇敵，滅絕了他們，未滅以先，我沒有歸回. 
我滅絕了他們，打傷了他們，使他們不能起來，他們都倒在我的腳下. 
因為祢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爭戰，祢也使那起來攻擊我的，都服在我以下. 
祢又使我的仇敵，在我面前轉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 
他們仰望，卻無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華，祂也不應允. 
我搗碎他們，如同地上的灰塵；踐踏他們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 
 
大卫描写胜敌用了很多毁灭的動词:  

滅絕，打傷，不能起來, 倒下, 倒在我的腳下, 轉背, 逃跑, 剪除, 無人拯救, 神不應允呼
求, 搗碎, 踐踏, 四散. 
 
正如上文 v36-37, 在敌人万劫不复中, 大卫归功于耶和华 v40-41. 

 

神加力争战: “因為祢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爭戰.” 

 

神平复攻擊我的人: “祢也使那起來攻擊我的，都服在我以下.” 

 

神使我的仇敵敗退: “祢又使我的仇敵，在我面前轉背逃跑.” 

 

神不應允他們呼求: “他們仰望，卻無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華，祂也不應允.” 

 

他們一敗塗地: 被大卫搗碎，如同地上的灰塵；被大卫踐踏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 

 

被搗碎形容全然毁灭不能复合. 

 

被踐踏形容被污辱蒙羞耻. 

 

 

Q3. O.I.A.(a)v38-43大卫描写胜敌用了什么毁灭的動词? (b)神如何击退敌人? 敌人最后的

归宿是什么? (c)分析大卫描写胜敌是不是也包括属灵的争战? (d)如何理解耶稣叫门徒爱仇

敌(太 5:44; 路 6:35)对比大卫胜仇敌的教训?* 

 

(a)大卫描写胜敌用了很多下列毁灭的動词:  

滅絕，打傷，不能起來, 倒下, 倒在我的腳下, 轉背, 逃跑, 剪除, 無人拯救, 神不應允呼
求, 搗碎, 踐踏, 四散. 
 
(b,c)正如上文 v36-37, 在敌人万劫不复中大卫归功于耶和华 v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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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加力争战: “因為祢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爭戰.” 

 

神平复攻擊我的人: “祢也使那起來攻擊我的，都服在我以下.” 

 

神使我的仇敵敗退: “祢又使我的仇敵，在我面前轉背逃跑.” 

 

神不應允他們呼求: “他們仰望，卻無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華，祂也不應允.” 

 

他們一敗塗地: 被大卫搗碎，如同地上的灰塵；被大卫踐踏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 

 

被搗碎形容全然毁灭不能复合. 

 

被踐踏形容被污辱蒙羞耻. 

 

(c)大卫描写胜敌也是包括属灵的争战, 弗 6:12-18. 

 

(d) *自由犮揮. 可能有关圣战问题(Just War theory), 参约书亚记. 罗 13:1-7. 

 
耶稣叫门徒爱仇敌(太 5:44; 路 6:35): 关于门徒个人修养; 大卫胜仇敌: 神的国度(政府)胜

过仇敌. 

 
https://www.baylor.edu/ifl/christianreflection/PeaceandWarreviewDufaultHunter.pd
f 

 

 3.44-46 是神使我胜敌万邦 

 

祢救我脫離我百姓的爭競，保護我作列國的元首. 我素不認識的民必侍奉我. 
外邦人要投降我，一聽見我的名聲，就必順從我. 
外邦人要衰殘，戰戰兢兢地出他們的營寨. 
 
“祢救我脫離我百姓的爭競”(本国)，对比: “保護我作列國的元首”(列国). 

 

外邦人: 投降我， 

一聽見我的名聲: 順從我. 

外邦人要衰殘: 戰戰兢兢地出營(投降給我). 

 

III. 47-51 颂赞结语: 22 章结论: 接上文, 大卫将一切归荣耀给耶和華神. 

 

耶和華是活神. 願我的磐石，被人稱頌；願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 
這位神就是那為我伸冤，使眾民服在我以下的. 
祢救我脫離仇敵，又把我舉起，高過那些起來攻擊我的.祢救我脫離強暴的人. 

https://www.baylor.edu/ifl/christianreflection/PeaceandWarreviewDufaultHunter.pdf
https://www.baylor.edu/ifl/christianreflection/PeaceandWarreviewDufaultHunt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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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謝祢，歌頌祢的名. 
祂耶和華賜極大的救恩給他所立的王，施慈愛給祂的受膏者，就是給大卫和他的後裔，直到
永遠. 
 

v47: 耶和華是可投靠的保护者: 活神. 磐石，拯救者: 願神被人稱頌尊崇. 磐石，拯救者:

屢见于大卫诗篇(89:26,95:1), 和申 32:5. 

 

v48,49: “神為我伸冤, 救我脫離仇敵，又把我舉起, 高過那些起來攻擊我的.”. 

 

v50: “我要在外邦中稱謝祢，歌頌祢的名.”大卫深感神的保护, 无以回报, 要在本国和万邦

中稱謝歌頌神的名. 

 

v51: 神㨂选大卫的特殊恩典: 立他为王, 立他为受膏者，特殊恩典就是給大卫和他的後裔，

直到永遠.(参 7:1-11, 和撒上 2:10 哈㧱的祷告颂词).  

 

大卫眼光广大看到神是万邦的神, 把他与主耶稣的大使命連接(太 28:16-20) 

 

v51: 施慈愛(hesed 永远的爱)給祂的受膏者，就是給大卫和他的後裔，那就是一切属于祂的

人. 

 

 

Q4. O.I.A.(a)v44-46 神如何帮助大卫在本国和列国中胜敌? (b)神如何使到列邦的人归降大

卫? (c)大卫是否以此自豪?  分享如何分辨自豪与自信?* 

 

(a)“祢救我脫離我百姓的爭競”(本国)，对比: “保護我作列國的元首”(列国). 

 

(b)外邦人: 投降我， 

一聽見我的名聲: 順從我. 

外邦人要衰殘: 戰戰兢兢地出營(投降給我). 

 

(c)大卫没有以此自豪(骄傲:自以为是, 自吹自擂), 反而有自信: 相信神的大能藉自己表达

(47-51). 

 

 

Q5. O.I.A.(a)列出 v47-51的几个重点. (b)大卫用什么的名词来称颂耶和华? (c)大卫的见

证以谁为中心? 对我们为神作见证时有什么榜样??  (d)归纳此段经文中大卫的神观时间观和

地域观.  

 

(a,b) v47: 耶和華是可投靠的保护者: 活神. 磐石，拯救者: 願神被人稱頌尊崇. 磐石，拯

救者:屢见于大卫诗篇(89:26, 95:1), 和申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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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8,49: “神為我伸冤, 救我脫離仇敵，又把我舉起, 高過那些起來攻擊我的.”. 

 

v50: “我要在外邦中稱謝祢，歌頌祢的名.”大卫深感神的保护, 无以回报, 要在本国和万

邦中稱謝歌頌神的名. 

 

v51: 神㨂选大卫的特殊恩典: 立他为王, 立他为受膏者，特殊恩典就是給大卫和他的後裔，

直到永遠.(参 7:1-11, 和撒上 2:10哈㧱的祷告颂词).  

 

大卫眼光广大看到神是万邦的神, 把他与主耶稣的大使命連接(太 28:16-20). 

 

(c) 大卫的见证以神为中心. 我们为神作见证时也应是 ABC:Audible: 使人听到了解; Brief:

简洁; Christ-Centered: 以神(主耶稣)为中心 

 

(d) 大卫的神观,时间观: 神施慈愛(hesed永远的爱)給一切属于祂的人. 

 

大卫的地域观: 神是万邦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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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