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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下》查经聚会之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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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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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一章到廿四章大架构: 
 

A. 21:1-14  耶和华降灾 

 

 B. 21:15-22  大卫的英雄榜 

 

 ➔ C. 21:1-51  大卫的称颂 

 

 ➔ C’23:1-7  大卫的遗言 

 

 B’23:8-39  大卫的勇士 

 

A’24:1-25  耶和华降灾 

 

中心是 21:1-51 大卫的称颂, 和 23:1-7大卫的遗言. 

 

 

第廿三章 大卫的遗言，大卫的勇士  
 

1-7：大卫死前的遗言, 以对称架构寫成. 

 

A. 1  大卫以第三者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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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3  大卫以第一身发言 

 

        ➔ C. 3,4  耶和华说话 

 

 B’5  大卫以第一身发言 

 

A’6,7  大卫以第三者论匪类 

 

中心是 3,4 耶和华说话论及一位理想的君王. 

 

5 相对的是大卫自认“我家在神面前並非如此”, 但神恩待他与他立约(参撤下 7:4-7 当他要

为神建殿时神与他立大卫之约, 永立他的家国), 显示出神的恩典无量. 

 

大卫深信這約凡事堅穩，神的救恩必为他成就: 这个因信得救的神学观念, 在旧约这里已显

明,  

 

大卫王位改朝換代， 但透过大卫子孙耶稣基督， 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祂的国度必传

到万代. 

 

大卫臨终紧紧抓牢神的盟约. 

 

6,7 

 

23:1 大卫的话被称为“喻言”oracle, 如先知预言, 神喻等. 描写大卫:(1)居高位的王, 

(2)是神所膏立者. (3)是以色列的美歌者(singer). 

 

23:2-4 理想的统治者: 

 

2: “耶和華的靈藉著我(大卫)說话.” 

 

3：“神以色列的磐石曉諭我(大卫).” 所以下面所言是神的话: 神是理想的统治者的准绳: 

 

3-4: 神的话內容: 参诗 72:2,5,6 

 

(1) “以公義治理人民”. 

 

(2) “敬畏神”. 

 

(3) 執掌權柄来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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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明形象: “像日出的晨光，如無雲的清晨，雨後的晴光.” 

 

(5) 治理有果效: “使地發生嫩草.”显示神的供应, 使国家繁荣茂盛, 欣欣向荣. 

 

 

6,7 匪類都必像荊棘(对比公义的太阳, v3-4), 必被丟棄, 必被带鐵器和槍桿的人所胜, 必

被火焚燒. 参士 9:7-15 樹木膏荊棘作王, 他的恶政权势管治, 终被殲灭, 用以警惕以色列

人. 

 

旧约中不少神感动人, 籍着人说话的例子, 众先知都是神的话的出口, 巴兰不愿说神的话, 

連驴子也欄阻他, 天使要抜刀使他俯伏(民廿二). 

 

大卫承认“我舌头上的话, 祢没有一句不知道.”(诗 138:4). 

 

可见 23章的话, 不是大王卫自圓其说, 而是出自神. 

 

理想的统治者, 至终指向基督是弥赛亞(路 1:78,79). 

 

 

Q1. O.I.试分析 21-24 章的架构和 23:1-7的架构. 二者如何彼此呼应?  

 

廿一章到廿四章大架构: 

 

A. 21:1-14  耶和华降灾 

 

 B. 21:15-22  大卫的英雄榜 

 

  C. 21:1-51  大卫的称颂 

 

  C’23:1-7  大卫的遗言 

 

 B’23:8-39  大卫的勇士 

 

A’24:1-25  耶和华降灾 

 

中心是 21:1-51 大卫的称颂, 和 23:1-7大卫的遗言. 

 

 

 

第廿三章 大卫的遗言，大卫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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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大卫死前的遗言, 以对称架构寫成. 

 

A. 1  大卫以第三者论自己 

 

 B. 2,3  大卫以第一身发言 

 

         C. 3,4  耶和华说话 

 

 B’5  大卫以第一身发言 

 

A’6,7  大卫以第三者论匪类 

 

中心是 3,4 耶和华说话论及一位理想的君王. 

 

 

Q2. O.I.(a)23:1-7大卫何时㝍此段话? (b)大卫以什么的立场和体栽㝍这些话? (c)分析此段

话教导我们有关神的什么属性? (d)分析此段话教导我们有关大卫什么的品德？ 

 

(a) 1-7：大卫死前的遗言 

 

(b) A. 1  大卫以第三者论自己 

 

 B. 2,3  大卫以第一身发言 

 

         C. 3,4  耶和华说话 

 

 B’5  大卫以第一身发言 

 

A’6,7  大卫以第三者论匪类 

 

中心是 3,4 耶和华说话论及一位理想的君王. 

 

 

(b,c) v5 相对的是大卫自认“我家在神面前並非如此”, 但神恩待他与他立约显示出神的恩

典无量. 

 

大卫臨终紧紧抓牢神的盟约. 

 

23:1 大卫的话被称为“喻言”oracle如先知预言, 神喻等. 描写大卫:(1)居高位的王, (2)

是神所膏立者. (3)是以色列的美歌者(s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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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关神的属性: 

(1) 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 

(2) 神曉諭那以公義治理人民的人. 

(3) 神赐给他治理人民的權柄. 

(4) 神与他立约彰显出神的恩典无量. 

(5) 神赐给他光明形象. 

(6) 神使他治理有果效. 

 

(d) 有关大卫什的品德: 

(1) 大卫谦卑, 自认“我家在神面前並非如此”. 

(2) 承认神恩待他, 与他立约, 显示出神的恩典无量. 

(3) 大卫臨终紧紧抓牢神的盟约. 

(4) 大卫深信這約凡事堅穩，神的救恩必为他成就: 因信得救. 

(5) 相信匪類必像荊棘被丟棄, 必被带鐵器和槍桿的人所胜, 必被火焚燒. 

 

 

Q3. O.I.(a)23:2-4所言是一位什么的人物？（b这人物应有什么的条件特征和形象? (c)这

人物在新约中有什么榜样? 参(路 1:78,79) 

 

(a) 23:2-4 所言是一位人物: 理想的统治者: 

 

2: “耶和華的靈藉著我(大卫)說话.” 

 

3：“神以色列的磐石曉諭我(大卫).” 所以下面所言是神的话: 神是理想的统治者的准绳: 

 

3-4: 神的话內容: 参诗 72:2,5,6 

 

 

(b) 理想的统治者: 

 

(1) “以公義治理人民” 

 

(2) “敬畏神” 

 

(3) 執掌權柄来自神. 

 

(4) 光明形象: “像日出的晨光，如無雲的清晨，雨後的晴光.” 

 

(5) 治理有果效: “使地發生嫩草.”显示神的供应, 使国家繁荣茂盛, 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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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理想的统治者, 至终指向基督是弥赛亞(路 1:78,79). 

 

 

Q4. O.I.A.(a)v2神感动人说话在旧约中有什么其他的先例? (b)我们应如何鉴定人的话来自

神的感动和权柄? 分享有关的例证*. 

 

(a) 旧约中不少神感动人, 籍着人说话的例子, 众先知都是神的话的出口, 巴兰不愿说神的

话, 連驴子也欄阻他, 天使要抜刀使他俯伏(民廿二). 

 

大卫承认“我舌头上的话, 祢没有一句不知道.”(诗 138:4). 

 

(b) 我们应以神的话(圣经), 籍着众弟兄姐妹(圣徒), 和在信徒身上运行的(圣炅)印证, 鉴

定人的话是否来自神的感动和权柄. 分享有关的例证* 

 

 

Q5. O.I.A.(a)v6-7以什么的东西比喻匪类? (b)如何呼应士 9:7-15 樹木膏荊棘作王的比喻? 

(c)分享你生命中阻挠你的荆棘和你的应对方法.* 

 

(a,b) 6,7 匪類都必像荊棘(对比公义的太阳, v3-4), 必被丟棄, 必被带鐵器和槍桿的人所

胜, 必被火焚燒. 参士 9:7-15樹木膏荊棘作王, 他的恶政权势管治, 终被殲灭, 用以警惕以

色列人. 

 

(c) 自由分享. 

 

 

Q6. A. 从大卫的榜样可引申作为教会领袖的首要条件是什么?* 

 

公义, 谦卑, 抓牢神的应许. 

 

 

第廿三章  
 

8-39大卫的勇士(参代上 11:11-47)  

 

两段名单大致相同, 代上 11 主要记载大卫早期在希伯崙被膏(11:1-3)及攻取耶路撒冷时期

(11:4-9)之事, 接下来 11:10-47记载大卫的勇士, 也应该是这时期的人物. 因此撒下 23:8-

39的勇士, 也应是大卫早期的勇士. 

 

名单记载的方法以“三, 三十”等为主导(v9,17,22). 總人数是 37 人(v39) 

 

第一个组合:三个勇士: v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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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约设巴设，又称伊斯尼人亚底挪，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八百人(代上 11:11 说

三百人), 前者可能是誇大. 约设巴设与其他十一人, 组成大卫的十二班軍团(代上 27). 

 

其次：以利亚撒:, 曾向非利士人骂阵，（非撒上 7:1 的以利亚撒）. 不像以色列其他軍队临

陣退出（撒上 17）， 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 那日耶和华使以

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 

 

其三: 沙玛, (可能是 v33 外族哈拉人沙玛, 他儿子也属于大卫三十勇士之一), 一日非利士

人成群，在长满红豆的田里攻击以色列人，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沙玛却站在那田

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第二个三个(匿名的)勇士的组合(v13-17): 他们在收割的时候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撒上

22:1,2; 24:1-7)非利士的军兵在在伯利恒利乏音谷安营. 那时大卫在附近山寨，大卫口渴， 

想喝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 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

水，拿来奉给大卫. 他却不肯喝，以这水代表他们的血, 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14,16,17） 

 

v18-23 亚比筛是三(十:有些古本, 可能是抄写上之錯)个勇士的首领, 他在这三(十:有些古

本,可能是抄写上之錯)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比拿雅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其余 v24-38 列名的三十一个勇士, 注意约押没有被列在其中. 其中的沙玛和比㧱雅, 可能与

上述同名的是同二人:29 人; 或不同二人:31人),共 37人: 有人将 31加上上述 5人和约押; 

也有人将上述 5人加上亚杜兰洞 3 勇士,再加上 29 人. 

 

 

Q7. O.I. (a)v8-12记载了那几个勇士? (b)他们有什么胜敌的战绩?  

 

（a,b） 

第一个组合:三个勇士: v8-12 

其一：约设巴设，又称伊斯尼人亚底挪，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八百人(代上 11:11说

三百人), 前者可能是誇大. 约设巴设与其他十一人, 组成大卫的十二班軍团(代上 27). 

 

其次：以利亚撒:, 曾向非利士人骂阵，（非撒上 7:1的以利亚撒）. 不像以色列其他軍队临

帏退出（撒上 17）， 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

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 

 

其三: 沙玛, (v33外族哈拉人沙玛, 他儿子也属于大卫三十勇士之一), 一日非利士人成群，

在长满红豆的田里攻击以色列人，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沙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

利士人，救护了那田,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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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O.I.A.(a)v13-17记载了那三个勇士? (b)他们和大卫有什么个人的关系? (c)这段经文圈

点此三勇士什么样的德行? (d)分享愿为朋友捨命的友情对你的意义.* 

 

(a,b） 

第二个三个(匿名的)勇士的组合(v13-17): 他们在收割的时候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撒上

22:1,2; 24:1-7)非利士的军兵在在伯利恒利乏音谷安营. 那时大卫在附近山寨，大卫口渴， 

想喝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 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

水，拿来奉给大卫. 他却不肯喝，以这水代表他们的血, 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14,16,17） 

 

(c)这三个勇士为大卫冒生命的危䧔, 到敌人陣营后面取水. 愿为朋友捨命. 

 

(d)刎颈之交: 耶稣把神对人的爱，比喻为朋友之间的爱. 经文的一开始就说：「人为朋友捨

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 15:13）, 自由分享愿为朋友捨命的友情对你的意义.* 

 

 

Q9. O.I.A.(a)v18-23记载了那两个勇士? (b)他们有什么相同的评价?  

 

（a,b） 

亚比筛是这三(三十:有些古本, 可能是抄写上之錯)个勇士的首领, 他舉槍殺了三百人, 他在

这三(三十:有些古本,可能是抄写上之錯)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比拿雅在三个勇士里(有译为 beside“与之比较”)得了名. 他殺了摩押人亞利伊勒的兩個兒

子；又在下雪的時候下坑裡去，殺了一個獅子；殺了一個強壯的埃及人. 埃及人手裡拿著

槍，比拿雅只拿著棍子下去，從埃及人手裡奪過槍來，用那槍將他殺死. 他比那三十个勇士

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Q10. O.I. (a)8-39这段经文共记载了多少勇士? (b)如何计算? 

 

(a,b) v8-23: 约设巴设, 以利亚撒, 沙玛, 亚比筛, 比拿雅. 其余 v24-38列名的三十一个

勇士, 注意约押没有被列在其中. 其中的沙玛和比㧱雅, 可能与上述同名的是同二人:29人; 

或不同二人:31人),共 37人: 有人将 31加上上述 5人和约押; 也有人将上述 5人加上亚杜兰

洞 3勇士,再加上 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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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