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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下》查经聚会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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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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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大卫离洗革拉上希伯仑受膏作犹大家之王: 

 
大卫向耶和华求问是否可以住在希伯仑，神说可以.  

 

此时大卫有二妻：原配亚希暖和所爱的亚比该. 

 

大卫及家属离洗革拉和当时已召集的跟随者住在希伯仑城中. 

 

犹大人膏大卫作犹大家（南方大支派）之王， 大卫在此作王七年半. 

 

 

2:4-7 基列雅比人（是以色列的其他支派，並非属犹大家，撒上 11:1）收殮扫

罗屍身下葬（撒上 31:11-13），扫罗生前曾为他们打敗了欺负他们的亚扪人 ，

所以大卫对他们说“你们的王扫罗.” 
 

 

Q1. O.I.A. 描述大卫受膏作犹大家之王的过程：(a)大卫在此之前是否已知道了神要他作以

色列的王？（参撒上 16:13）, (b)大卫在洗革拉如何求问神？ (c)洗革拉离希伯仑有多遠？ 

神为何揀选希伯仑让大卫受膏作犹大家之王?  有什么的人跟随大卫？ 大卫作犹大家之王多

久?  (d)大卫离洗革拉上希伯仑事件有什么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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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撒母耳已经私下膏大卫作犹大家之王（参撒上 16:13）， 所以大卫在此之前已知道了神

要他作以色列的王. 

 

(b) 但他要按照神的程序来行事，所以大卫在洗革拉向耶和华求问: 是否可以住在希伯仑，

神说可以. 可见他如何尊重神的旨意. 

 

求问的过程可能是透过大祭司的乌陵和土明求问: 是否上犹大一座城？ 然后又求问是那一个

城. 

 

(c) 洗革拉离希伯仑若 27哩. 

 

此时大卫有二妻：原配亚希暖和所爱的亚比该. 

 

大卫及家属离洗革拉和当时已召集的跟随者住在希伯仑城中. 

 

犹大人膏大卫作犹大家（南方大支派）之王， 大卫在此作王七年半. 

 

(d) 大卫离洗革拉上希伯仑事件（1:1）代表他住在非利士人中打游击时代的终结，他要回到

自己家族: 犹大家的重镇希伯仑作犹大家（南方大支派）之王， 成为他將要登基作全以色列

王的踏脚石.  

 

 

Q2. O. A. I. 基列雅比人在此有何重要性？ 对比大卫本人和大卫的随从对基列雅比人的态

度.  

 

基列雅比人（是以色列的其他支派，並非属犹大家，撒上 11:1）收殮扫罗屍身下葬（撒上

31:11-13），扫罗生前曾为他们打敗了欺负他们的亚扪人 ，所以大卫对他们说“你们的王扫

罗.” 

 

大卫本人对基列雅比人的态度: 

 

(1) 大卫称赞他们厚待他们的主. 2:5. 

(2) 大卫祝福他们. 2:5-6 

(3) 大卫对他们说“我也要如此厚待你们”， 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4) 大卫告诉他们， 当今时移势易， 他们的主扫罗已死， 犹大家已膏大卫作王， 促他们

考虑到现在应怎么做？ 

(5) 大卫鼓励他们要刚强奋勇.  

 

大卫的随从对基列雅比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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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的随从知道扫罗曾追杀大卫是仇敌，基列雅比人收殮扫罗屍身下葬，所以向大卫告狀控

诉他们.(2:4-5） 

 

 

Q3. I.A. 衡量大卫作为领袖的智慧和态度？ 对我们有什么借镜？* 

 

大卫作为领袖的智慧: 

 

刚柔並用：杀死报扫罗死讯的亞玛力人，却厚待殮葬扫罗的基列雅比人.  

 

他要按照神的程序来行事，虽然早已知道了神要他作以色列的王. 仍在洗革拉向耶和华求问

是否可以住在希伯仑，可见他如何尊重神的旨意.   

 

对我们借镜： 

 

大卫不像中外古今改朝換代时，新王杀尽前王家属和効忠者来鞏固自己的权力，大卫刚柔並

用的政策, 为他至终被全以色列人接受为王铺路, 代表他从敬畏神而来的智慧，所以神说他

是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下文会讨论更多这方面的实例. 

 

 

2:8-3:1 押尼珥的故事 

 
大卫作犹大家(南方大支派)之王， 同时扫罗儿子伊施波设也作以色列其他支派的王二年.  

 

伊施波设是处于被动的傀儡王, 在他后面掌权的是扫罗元帅押尼珥 （2:8-11）. 

 

大卫元帅是约押，亚比筛，亚撒黑三兄弟，与押尼珥軍兵争战，亚撒黑被押尼珥所杀. 二軍

展开剧战.  

 

大卫家与扫罗家争战延续多年（2:8-5:3, 重点在 2:8-3:2）.  

 

结语(3:1)：“掃羅家和大卫家爭戰許久，大卫家日見強盛，掃羅家日見衰弱.” 

 

倒行对称架构： 

 

A. 伊施波设在玛哈念作以色列王，大卫在希伯仑作犹大王. （2:8-11） 

 

 B. 押尼珥犮出挑战. （2:12-17）  

 

  C. 押尼珥杀亚撒黑. （2: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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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押尼珥宣告停战. （2:24-28） 

 

A’伊施波设軍兵徹回玛哈念（伯利恒），大卫軍兵徹回希伯仑. （2:29-31） 

 

 

2:8-11 
 

掃羅与三个儿子在基利波山陣亡（撒上 31:8）, 但他的元帅押尼珥没有上陣.  

 

押尼珥是掃羅的堂兄（其父是扫罗的叔叔，撒上 14:50）. 

 

伊施波设是掃羅的第四子，懦弱无能，被押尼珥擺佈.  

 

押尼珥把伊施波设带过约但河东，到死海一带立他为王，包括地区：玛㧱西，基列，迦得，

以法蓮，便雅悯.  

 

作者依当时记载列王的慣例,  记下所轄地域登基年岁（40岁）和作王时期（二年）.  

 

作者同时记载, 在南境希伯崙的犹大家归大卫, 作王七年半. 

 

大卫开始作犹大王可能是在上述记载前五年半， 所以伊施波设在位二年，可能是等同大卫作

犹大王七年半的最后二年. 

 

 

Q4. O.I.（a）作者在此提示以色列境内此时有几个王？ (b)国家是分裂抑或是统一？(c)这

些王如何上任？ (d)谁是主谁是副？ (e)掌控什么领域？ (f)作王多久？ 

 

(a,b,c,e,f）押尼珥把伊施波设带过约但河东，到死海一带立他为王，包括地区：玛㧱西，

基列，迦得，以法蓮，便雅悯.  

 

作者同时记载, 在南境希伯崙的犹大家归大卫, 作王七年半. 

 

作者依当时记载列王的慣例，记下所轄地域登基年岁（40岁）和作王时期（二年）.  

 

(d)押尼珥是掃羅的堂兄（其父是扫罗的叔叔，撒上 14:50）. 伊施波设是掃羅的第四子. 懦

弱无能，被押尼珥擺佈. 

 

作者同时记载在南境希伯崙的犹大家归大卫, 在此他作王七年半.  

 

(f)大卫开始作犹大王可能是在上述记载前五年半， 所以伊施波设在位二年，可能是等同大

卫作犹大王七年半的最后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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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7  

 
掃羅陣营的押尼珥向大卫陣营的约押戏耍（競技 wrestle）挑战，起初每陣 12 人在基遍池对

持, 揪头刺肋仆倒，后来变成凶猛战争， v14“过去”指數算人头程序， 可能是一起出击， 

押尼珥起初似乎是拉个平手（v16）， 最后卻敗于大卫陣营的约押（v17）.  

 

基遍人所属的便雅闵区，位于扫罗陣营，但被扫罗撕约惡待（书 9:3-15,18:21,25；撒上

21）， 所以基遍人很可能此时是支持大卫陣营. 基遍池现今尚存：37呎宽 35呎深. 两隊陣

营在池旁对持.  

 

上述战事是扫罗大卫之争的前奏，显示出神的旨意是要大卫家代替扫罗家.  

 

 

Q5. O.I.A.（a）掃羅陣营的押尼珥和大卫陣营的约押在那里对持? (b) 起初挑战的是谁？谁

至终得胜？(c) 有什么属灵的教训？* 

 

(a) 基遍人所属的便雅闵区，位于扫罗陣营，但被扫罗撕约惡待（书 9:3-15, 18:21,25；撒

上 21）， 所以基遍人很可能此时是支持大卫陣营. 基遍池现今尚存：37呎宽 35呎深. 两隊

陣营在池旁对持.  

 

基遍池旁两隊陣营对持战事是扫罗大卫之争的前奏，显示出神的旨意是要大卫家代替扫罗家.  

 

(b) 掃羅陣营的押尼珥先向大卫陣营的约押戏耍（競技 wrestle）挑战，起初每陣 12人在基

遍池对持, 揪头刺肋仆倒，后来变成凶猛战争， v14“过去”指數算人头程序， 可能是一起

出击， 押尼珥起初似乎是拉个平手（v16）， 最后掃羅陣营（死 360 人）敗于大卫陣营的约

押（只死了 19人，v17，30，31）.  

 

(c) 不要随便挑战别人, 要先明白神的旨意和引领.* 

 

 

v18-32 战事的下半㘯：大卫陣营的三兄弟：约押，亚比筛，亚撒黑对持扫罗陣

营的押尼珥.  

 
v18-23 亚撒黑（名义为鹿，有快跑之意）在此首次出现. “追赶”原文也有 “此后,背后,

跟从”之意, 在第二章出现 15次(v1,10,19,20,22,23,24,25,26,27,28,30). 这词將整段经

文連接在―起， 显示出“追趕,追杀”的主题.  

 

v12-16 战事的上半㘯戏耍拉平手, v18-32 战事的下半㘯卻是杀气击烈. 押尼珥见大势已去, 

趕快逃离战场, 亚撒黑卻不放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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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9 “不偏左右”是指不放过地在追趕. 

 

v20 押尼珥问清楚对方是谁，知道亚撒黑不是他的对手. 犮出下面的警告. 

 

v21 押尼珥叫亚撒黑随便杀一个基遍兵士, 剥其战衣(即夺其武器)以洩愤, 但亚撒黑不肯. 

 

v22 押尼珥不想杀亚撒黑, 因怕惹怒其兄约押报仇. 

 

v23 押尼珥突然轉身, 以槍鐏对持仍然在追赶的亚撒黑, 因衝劲使他在马上被挿入押尼珥的

槍鐏. 追赶的人都站住， 被他的死震惊. 亚撒黑的英勇犧牲， 使大卫列他在三十勇士之中

(撒下 23:24) 

 

 

Q6. O.I.A.（a）亚撒黑是谁? 他的名字与这章主题有什么关系? (b) 简述押尼珥杀亚撒黑的

经过? (c) 亚撒黑是否自取其咎, 还是英勇犧牲? (d) 在此你如何评论押尼珥和亚撒黑?* 

 

(a) 战事的下半㘯：大卫陣营的三兄弟：约押，亚比筛，亚撒黑对持扫罗陣营的押尼珥.  

 

亚撒黑（名义为鹿，有快跑之意）在此首次出现. “追赶”原文也有 “此后,背后,跟从”之

意, 在第二章出现 15次(v1,10,19,20,22,23,24,25,26,27,28,30). 这词將整段经文連接

在―起，显示出“追趕,追杀”的主题. 

 

(b) v12-16战事的上半㘯戏耍拉平手, v18-32 战事的下半㘯卻是杀气击烈. 押尼珥见大势已

去趕快逃离战场, 亚撒黑卻不放过他. 

 

v19 “不偏左右”是指不放过地在追趕. 

 

v20 押尼珥问清楚对方是谁，知道亚撒黑不是他的对手. 犮出下面的警告. 

 

v21 押尼珥叫亚撒黑随便杀一个基遍兵士, 剥其战衣(即夺其武器)以洩愤, 但亚撒黑不肯. 

 

v22 押尼珥不想杀亚撒黑, 因怕惹怒其兄约押报仇. 

 

v23 押尼珥突然轉身， 以槍鐏对持仍然在追赶的亚撒黑, 因衝劲使他在马上被挿入押尼珥的

槍鐏. 追赶的人都站住， 被他的死震惊. 

 

(c) 亚撒黑的英勇犧牲， 使大卫列他在三十勇士之中(撒下 23:24), 他也可能是有勇无谋, 

不计较押尼珥是否强于他， 仍尽忠至死. 

 

(d) *自由犮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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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尼珥有勇有谋, 揽权自高, 避重就輕.  

 

亚撒黑的英勇, 他也可能是有勇无谋, 不计较押尼珥是否强于他， 仍尽忠至死. 

 

 

v24-32,3:1 押尼珥求和, 约押让步停战 
 

约押亚比筛追赶押尼珥，要为弟死报仇，便雅悯人（扫罗家族）与押尼珥一起站在山上的优

势， 对抗约押陣营. 

 

押尼珥知大势已去而求和说，“刀劍豈可永遠殺人嗎？你豈不知終久必有苦楚嗎？”一词成

为以后王家夺位的实況.  

 

约押提醒押尼珥是他开始的挑战.  

 

约押吹角叫民不再追赶而停战.  

 

约押过约但河走了一亱回营到玛哈念， 數点人數， 最后掃羅陣营（死 360 人）敗于大卫陣

营的约押（只死了 19人和亚撒黑，v17,30,31）. 显示出神的旨意是要大卫家代替扫罗家

（3:1, 撒上 16:14） 

 

 

Q7. O.I.A. (a)这环节是大卫家与扫罗家争战的开始. 谁佔优势? (b)押尼珥求和真正的原因

是什么? (c)世界的历史上充满了争权夺利和流血战争, 在我们个人家庭,社会,教会,是否也

有类似的情况? 作为基督徒应如何处理? 你有什么感想?* 

 

(a) 上述战事是扫罗大卫之争的前奏，掃羅家和大卫家爭戰許久，大卫家日見強盛，掃羅家

日見衰弱. 显示出神的旨意是要大卫家代替扫罗家.(3:1) 

 

(b) 押尼珥求和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要委婉求存, 以后可以变节投靠大卫, 保存自己的利

益.(参 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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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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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