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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下》查经聚会之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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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4:25(参代上 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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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四章: 与 21:1-4彼此呼应, 同样记载来自耶和华的审判, 使以色列犹大全地遭殃, 21章

因扫罗杀基遍人, 24章是因为大卫數点人数, 描写有野心和傲气的大卫, 在神的惩罚底下自

卑自責. 

 

全章分三段, 每段有清楚的分题: 

 

(1) v1-9: 大卫數点人数的罪. 

(2) v10-19 大卫自卑自責，神的惩罚. 

(3) v18-24 大卫築坛献祭贖罪. 

 

大卫核点以色列和犹大人数惹神怒， 在记载大卫一切功名之后, 作者以此灰暗的信息, 作为

撒母耳记的结束, 别有用心: 他要点明人间的王, 精明如大卫, 仍要在神面前交账, 当大卫

以神的作为当为自己的成就, 而忘记了神的恩典时, 就要受神审判, 惹祸全民. 最终还是神

施恩典, 吩咐灭命天使住手时才倖免. 大卫此时才意识到, 他从前要为神建殿时(撒下 7), 

神卻要建立大卫的家(朝代). 事到如今, 他才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 他要回归神那里, 也要

带领以色列归向神, 所以神容许大卫为神建殿. 可惜往后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对圣殿

还有错误的理解，直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才实现“神与人同住”的观念. 

 

结束时作者也刻意忆述撒下的重要议题: 对神的敬拜: 

 

摩西在西乃山得神启示造约櫃，约櫃里有主耶和华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源自摩西与神立

约，神应允作他们的“主”，是象征着敬拜，倚靠，和尊敬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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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士师以利二子不肖, 约櫃被非利士人从示罗掳去(撒上 4:11)：士罗 ➔ 以便以谢 ➔（亚

弗）➔亚实突（廟）, 神的手重办非利士人, 使他们的神大衮像倒在约柜前, 又败坏他们, 

使各人身上长痔疮(撒上 5:1-12), 非利士人怇怕, 就連牛和牛車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境內: 牛

停在伯示麦人约书亚家. 其后基列耶琳人来將约柜运到岡上亚比㧱达家, 当大卫从扫罗得了

王权，又战敗了非利士人时，他登位后就想到耶和华同在记号的约櫃, 其間时隔若二十年. 

巴拉犹大(6:2)可能是基列耶琳的一部分. 大卫亲自领队, 前往巴拉犹大山冈上居民亞比㧱达

家中, 用牛車搬约柜. 牛意外失前蹄驚跳. 亚比㧱达的儿子烏撒, 在后面本能地伸手扶持约

柜. 引起了耶和华震怒, 所以被神击杀， 因此大卫怇怕, 将约柜搁置在迦特人俄别以东家中

三个月, 神却赐福给这家人, 大卫才再欢喜迎接约柜进耶京（撒下 6:1-15）, 大卫晚年買了

亚劳拿的禾场， 大卫在此築坛敬拜神（撒下 24:15-25, 代上 21:31 称此地为耶布斯人亚珥

楠的禾场, 可能是另一个名称). 他称築坛之地为“耶和华的殿”, 吩咐儿子所罗門在此地建

圣殿(代下 3:1 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 亞伯拉罕曾在那裏獻以撒（參創 22:2, 

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贖罪祭. 正如来 9:22 所言,“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了.”)约柜最终被安置在至圣所內(王上 8:3-6). 

 

约櫃行踪: 

 

摩西造在西乃山 ➔ 士罗(以利) ➔ 以便以谢 ➔（非利士人掳去）➔亚实突（廟）➔ 伯示

麦人约书亚家 ➔ 基列耶琳人来將约柜运到岡上亚比㧱达家 ➔ 耶京耶布斯人亚珥楠的禾场

(大卫在此築坛敬拜神) ➔ 所罗門在此地建圣殿 ➔ 约柜最终被安置在至圣所內➔ ➔ ➔圣

殿被毁后下落不明. 

 

v1-9: 大卫數点人数的罪. 

 

 

Q1. O.I. (a)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

人”这是第二次神如此行. 那么第一次指什么事呢? (b)这两次事件有什么相同之处? 

 

(a)24:1-9: 与 21:1-4 彼此呼应, 同样记载来自耶和华的审判, 使以色列犹大全地遭殃, 21

章因扫罗杀基遍人, 24 章是因为大卫數点人数, 描写有野心和傲气的大卫, 在神的惩罚底下

自卑自責. 

 

(b)第一次就是 21章国中有的三年飢荒, 第二次国中有三日的瘟疫(24:13), 都是殃及全民的

自然灾害, 都是从神而来. 

 

 

Q2. O.I. (a)代上 21记载是撒但攻击以色列人, 激动大卫數点人数, 与这里有衝突， 如何

協调？ （b）數点人数似乎是中性的常事, 为什么会惹起耶和华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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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般解释是撒母耳记是早期作品, 这时的犹大神学观念, 认為神是万有之主宰, 世事全出

自神, 好歹都是神的美意. 而历代志是后期犹大被虏回归后的作品, 这时的犹大神学观念, 

承认撒但的权势, 也影响世事, 所以将恶事归咎于牠. 在早期作品约伯记, 原文撒但一词有

前致词 definite article: 可译作 The accuser/The adversary, 被虏回归后的作品历代志

作者才把这前致词 definite article 除去, 撒但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和名称. 

 

其他解释: 

 

“历代志上 21:1开首第一句经文，就指出是撒但激起核民数的心意，撒但的激动还在约押的

警告与抗议之前. 撒母耳记下与历代志上这两段经文中，「激动」的原文都是 wayyaset. 假

如神早已怂动大卫，将在他心目中那个愚昧的计划实行出来，为什么撒但仍会牵涉入事情当

中呢？因为撒但自己有兴趣. 大卫的情况与约伯记第—、二章相似，该段经文显示，神向撒

但挑战而导致约伯的一连串苦难. 神的目的是令约伯的信心更加纯净，并透过苦难的磨炼而

令他的品格更加高贵. 至于撒但却目的恶毒，希望尽可能令约伯受伤害，若有可能的话，迫

使约伯因自己的极度不幸而咒诅神！因此，神和撒但都牵涉入约伯的灾难中.    

 

与上述情况相似的是基督徒受逼迫时，神和撒但都参与其中（参彼前 4:19及 5:8）. 神的目

的是要加添信徒的信心，并使他能够在自己的生命中分享基督的苦楚，使他将来在天堂的荣

耀中可以与基督同得喜乐（彼前 4:13-14）. 但撒但的目的是要「吞吃」信徒（5:8），即是

将信徒扯往自怨自艾或极痛苦的境况中，从而令他也永远落入绝望的境地. 基督自己也曾受

过撒但的试探，圣经记载撒但在旷野三度试探基督，撒但的目的是要使基督转离救赎人类的

使命. 然而，在圣父的计划中，导致第一位亚当（人类的始祖）堕落的诱惑，要被第二位亚

当（基督）完全胜过.  

 

还有一个例子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 撒但的目的是使犹大出卖耶稣（犹大的心充满了贪婪和

憎恨［约 13:27]）：但神亦有目的——被宰杀的羔羊将自己的生命献出，为多人作了赎价

（基督在客西马尼园所接受的「杯」，即赎价的象征）. 至于彼得，耶稣事前已提醒他，他

会在大祭司的庭园中三次不认耶稣，「西门，西门，撒但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

子一样. 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

22:31-32） 

 

从上文列出的…例子可知，在寻索灵魂的试炼与试探之中，神和撒但均参与其事. 神的基本

动机是对人有益的，他希望信徒能胜过试炼而加增对神的信心；撒但的动机却异常恶毒，希

望尽可能破坏.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地指出，神及撒但均有激动大卫核民数. 神激

动大卫核民数的动机，为要教导大卫及其人民，使他们谦卑下来，并从而使他们的灵命增. 

撒但激动大卫，是要给予以色列重重的一击，并使大卫在臣民面前威名扫地.事情发展的结果

（正如其他例子一样），撒但只是有限度地成功，它所诱发的效果一瞬即逝；但神的目的却

被妥为保留，更进一步地被推广.” 艾基思《旧约圣经难题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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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3约押谏大卫说得好:“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

得见. 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可见大卫數点人数的动机是信不过神, 要倚靠自己的

軍力. 约押看到此事不讨神的喜悦, 但鑑于大卫一意姑行, 只好从命走遍全国數点人数, 

 

 

Q3. O.I.A. (a)比较代上 21记载: 24:9记载以色列拿刀的战士有八十万，这数目比历代志上

21:5的少了整整三十万. 另一方面，撒母耳记下 24:9指出犹大有五十万拿刀的勇士，但历代

志上则说有四十七万. 这两点显而易见的冲突, 如何能和谐一致呢？（b）从此事看到大卫數

点人数的动机是什么? (3)衡量约押此时扮演的角色? 對我们有什么警惕?* 

 

(a)“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可循以下途径解释. 历代志上所记载的以色列（即北部十支派）人

数，包括所有适龄作战的男子，而不计较他们是否的确符合行军作战的要求. 但从撒母耳记

下二十四章得知，约押所报上的数目是「勇士」（'is hayil)，意指有作战条件的军团，这

批兵士共有八十万；不过，还有三十万适龄作战的男子作为后备军团，但未曾正式上战场. 

这两批人合共有一百一十万，正是历代志上所记载的数目，此段经文没有'is hayil的字眼.  

 

至于犹大的战士，撒母耳记下 24章所记录的只是约数，较历代志上的多出三万人. 然而，历

代志下 21:6清楚指出，约押没有完成核民数的全部过程，他不曾核算便雅悯及利未人的数

目. 这事乃发生在大卫为核民数而悔罪之前，约押高兴看见大卫回心转意.数点民数过程由约

但河东的支派开始（撒下二十四 5），继而核算最北面的但支派，之后向南至耶路撒冷（7

节），依照这过程，便雅悯将是最后被核算的支派. 因此，这支派的人口没有加入犹大或以

色列的总数之中. 但在撒母耳记下的数目里，则加入了便雅悯的数目（便雅悯刚好在耶路撒

冷的隔邻，其战士数目——三万——早已为人所知）. 因此，撒母耳记下的五十万人，其实

包括了便雅悯支派在内. 

 

公元前九三 O年所罗门逝世后，联合王朝分裂成北国及南国. 那时候，大部份便雅悯人都效

忠于大卫的王朝，与南面的西缅，再加上犹大支派本身，组成了南国犹大.因此，将便雅悯加

入西缅及犹大之中而组成五十万这数目，是合理的——虽然约押第一次向大卫作汇报时没有

将这些支派的人口数目分别列明（参代上 21:5）. 由此看来，能为大卫打仗的战士共有一百

六十万人，包括以色列的一百一十万，犹大及面缅四十七万，还有便雅悯的三万.”── 艾

基思《旧约圣经难题汇编》 

 

其他合理的解释是: 這些都是大约的數字,可能有些誇大,或许是撒下没有记载已入伍的聀业

軍人, 或抄寫的谬误(七十士译本有不同的数字). 

 

(b)留意大卫要數的是勇士人数, 而且他要元帅约押去数, 而不是其他文宫和管理员.可见大

卫注重的是边疆地域的壮丁, 而非整国的庶民. 要彰扬自己的軍力, 而不倚靠耶和华.  

 

(c)约押虽然其他时间是跋扈任性的軍人, 在此时却是大卫的良友, 忠告大卫不要自恃, 而要

信靠神!(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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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需要圣徒及时的忠告(加上圣灵和圣经). 分享有关经历.* 

 

 

v10-19 大卫自卑自責，神的惩罚. 

 

神籍着先知迦得向大卫宣言: 大卫可选择三灾中的一个, 大卫选择了瘟疫, 结果全民死亡七

万, 瘟疫正要蔓延到耶京时, 耶和华後悔, 止住了杀手(24:15-16). 

 

 

Q4. O.I.A. (a)大卫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自卑自責认罪？（b）比较 12:13 大卫知罪的相同处. 

对我们有什么警惕?* 

 

(a)大卫在祷告的情况下自卑自責认罪(24:10). 

 

(b)与 12:13之罪: 都是在大卫昇平的时候发生, 人安逸时期会放縱自己的私念, 只有在祷

告, 或藉其他先知和信徒良友的忠告, 才看到自己的本相, 回到神面前悔罪. 

 

分享有关史实.* 

 

 

Q5. O.I.A. (a)大卫生平中有那几个先知(先见)向他说话或作属灵的引导? (b）请给先知(先

见)下一个圣经中的定义. 今天我们还有先知(先见)吗? 

 

(a)大卫生平中有三个先知(先见)向他说话或作属灵的引导: 撒母耳, 㧱单和迦得(代上

29:29). 

 

(b) 参 http://joy.org.tw/file/holyspirit/427/201304-427-68.pdf 

 

旧的的先知, 已完成引导我们认识基督耶稣作为末世向最终启示的任务.(弗 2:20, 来 1:1-

2). 今天的先知是传神讯息的使者(林前 12:10, 13:2). 

 

 

Q6. O.I.A. (a)先知迦得向大卫宣言什么? 大卫如何回答先知迦得向宣言？（b）为什么大卫

作这样的选择? (c)大卫作这样的选择有什么结果? 

 

(a) 神籍着先知迦得向大卫说：(24:13)“你愿意国中有七年(七十士譯本和代上 21:12作

「三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

呢？”(24:13)大卫选择了瘟疫. 

 

http://joy.org.tw/file/holyspirit/427/201304-427-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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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卫对迦得说：“我甚为难, 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

在人的手里.”(24:14). 饥荒是落在農夫積蓄穀种的富人手上, 战争是落在敌人手上, 瘟疫

是上下同仁, 大卫与人民一同落在神的手中.   

 

(c) 结果全民死亡七万, 瘟疫正要蔓延到耶京时, 耶和华後悔, 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

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作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24:17)，大卫買了亚劳拿的禾场， 大卫在此築坛敬拜神， 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撒

下 24:15-25）. 

 

 

Q7. O.I.A. (a)大卫的祷告与瘟疫有什么关系? (b)耶和华为什么会後悔? 与灭民的天使有什

么关系? (c)从大卫的祷告和耶和华後悔之事可看到有关大卫和神的性情? 

 

(a) 瘟疫正要蔓延到耶京时, 耶和华後悔, 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

罪，行了恶；但这群羊作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大卫求神不要禍及无辜人

民, 因为他才是犯罪的人, 愿神只攻击他和他的父家. 神答应他的祷告停止瘟疫(24:25). 

 

(b) 耶和华後悔(原文所用的字眼是 niham: 或译作耶和华“忧伤”grieved）, 因为神仍會施

恩憐憫. 神並不是愛降災禍的神，耶利米在 29:11“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天使是服役的灵，为神执行差事，灭民的天使也见于出埃及时, 神降的第十灾杀长子，神嘱

咐以色列人以羔羊的血遮盖他们的长子，使灭民的天使逾越他们家不杀长子（出 12）. 在大

卫此事的惩罚, 是神降瘟疫, 杀七万以色列民, 神施恩典也因大卫的祷告和献祭, 神使灭民

的天使住手, 使瘟疫止住. 

 

(c) 大卫的祷告: 大卫不是完全人, 他犯错也愿悔改, 知错能改, 尊神为大, 所以被称“合

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耶和华後悔：“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

存留慈愛, 赦免罪孽, 過犯和罪惡”(24:14;申 34:6,7), “我(耶和華)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

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 29:11）. 

 

v18-24 大卫築坛献祭贖罪.事后先知嘱大卫在買贖罪. 

 

 

Q8. O.I.A. (a)亚劳㧱是谁? 他的禾场位在那里和有什么历史上的重要? (b)他如何对待大

卫? 大卫如何回应? (c)比较大卫買亚劳㧱的禾场築坛献祭和亚伯拉罕買以弗崙地作家墳(創

23)並分析其对我们的重要性. 分享真正奉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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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大卫攻取耶路撒冷時並沒有驅逐當地的耶布斯居民(5:6-12), 在城北保留了可觀的一片土

地的亚勞拿，亚勞拿可能是一个王, 地主和市长的称, 有時被稱為耶布斯總督. (代上 21:31

称此地为耶布斯人亚珥楠的禾场可能是另一个名称). 他不一定敬拜耶和华(24:23他對王說：

“願耶和華‘你’的神悅納你.”)他可能是因为尊敬大卫作王, 以子民的身份献地, 大卫卻

坚持買了此地, 在此築坛献祭贖罪, 他称築坛之地为“耶和华的殿”, 吩咐儿子所罗門在此

地建圣殿(代下 3:1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 亞伯拉罕曾在那裏獻以撒[參創

22:2] 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贖罪祭. 正如来 9:22所言,“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

赦免了.”). 约柜最终被安置在至圣所內(王上 8:3-6). 

(b)亞勞拿迎接大卫王和他臣僕，臉伏于地，向王下拜, 愿意献上禾田和燔祭牲畜和用品.但

大卫坚持要購買这地. 

“撒母耳記下 24:24所說的五十舍客勒銀子，是大卫即時付予亞勞拿的價銀. 那時候，大卫

上山看見耶布斯人亞勞拿正在趕羊，於是用五十舍客勒銀子買了二條牛及套牛的軛.第 21節

記載大卫的說話：「我要買你這禾場，為耶和華築一座壇.」禾場是一塊較為平坦的土地，通

常不會超過三十或四十尺闊. 在當時兩條牛和套牛的軛的市價，絕少會超過三十舍客勒銀子. 

然而，代上 21:25則記載大卫付出六百舍客勒金子，價值大概是五十舍客勒銀子的一百八十

倍. 但歷代志上的金子數目似乎不只是購買牛和禾場的價銀，還包括整塊土地. 希伯來文

wayyitten……bammaaom（為那塊地平了……）所指的似乎遠超過那塊禾場. 無論是公元前五

世紀，或古代歷史中的任何時期，一個農場也不可能賣六百舍客勒金子. 由此看來，我們若

說阿珥楠擁有摩利亞山的全部土地，這推論也與實情相去不遠. 

摩利亞山綿延一千六百尺，居高臨下，是一塊足可以大興土木的理想地點，所以能夠賣得六

百舍客勒金子. 當大卫看見那塊禾場，察覺將整個山頂作宗教及政府辦公的用途是極有利

的，於是想購下整塊地，作興建聖殿之用. 大卫可能在日後才與阿珥楠達成這宗交易，並為

此而付出較大的費用. 歷代志作者認為記載整件事情的最終結果是合宜的.”── 艾基斯

《舊約聖經難題彙編》 

有可能代上 21的记载旨在说明大卫的献祭是代表全以色列十二支派献上, 撒下 24:25“耶和

華垂聽國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並非如大卫所求(24:17 “願你的手攻擊

我和我的父家.”) 

(c) *(創 23)昔日亚伯拉罕要为妻撒拉在迦南買一塊地葬身, 虽然当地主人赫人以弗崙愿意奉

献此地, 但亚伯拉罕坚持以四百舍客勒銀子買地. 这塊地此后成为以色列人在迦南所擁有的

第一塊地. 

 

虽然当耶布斯總督亞勞拿愿意献上禾田和燔祭牲畜和用品. 他不一定敬拜耶和华(24:23他對

王說：“願耶和華‘你’的神悅納你.”)他可能是因为尊敬大卫作王, 以子民的身份献地,但

大卫坚持要購買这地. 大卫買了此地, 在此築坛献祭贖罪, 他称築坛之地为“耶和华的殿”, 

吩咐儿子所罗門在此地建圣殿(代下 3:1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 亞伯拉罕曾在

那裏獻以撒, 參創 22:2). 约柜最终被安置在至圣所內(王上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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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不肯用白得和别人(外邦人)之物作家族葬身之地, 堅持將最好的獻與神的子民以色

列人. 

大卫不肯用白得和别人(外邦人)之物作燔祭，堅持將最好的獻與神. 

 

*白得或别人(外邦人)之物不应用来奉献, 此举没有诚意, 要將最好的獻與神! 奉献需要有捨

下献上的诚意, 才能讨神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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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