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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下》查经聚会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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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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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大卫平服外敌  (参代上 18,19:1-19) 
  

第 9-12 章是大卫的官庭史, 9章论述扫罗过渡到大卫, 从 10-12 章“差”(to send)常常出

现共 23次, 说明大卫不断伸展建立他的权力, 10-12章时跨两年, 约押平服亚捫人, 可能是

这二年內之事时间上可能是与 8:3-12重叠. 

 

第十章可分三段 

 

A(10:1-5)亚捫人羞辱大卫臣仆.  

 

B(10:6-14)亚捫人与亚兰联軍敗遁. 

 

C(10:15-19)大卫胜亚兰人. 

 

亚捫人㧱轄 Nahash“厚待”大卫报恩, 与上章施恩主题連贯, 根据撒上 11:1-11, 㧱轄曾恐

吓以色列人与他立约, 否则剜去他们的眼睛, 扫罗召集全以色列人一起来击败亞扪王㧱轄, 

这㧱轄在大卫逃亡扫罗时收容厚待大卫, 因㧱轄仇视扫罗. 此时大卫極可能是与亚扪人立了

和约(“厚待”大卫, v2). 大卫差人去为㧱轄之死致哀, 而亚扪人卻怌疑他有不良动机, 所

以当时的王哈嫩羞辱大卫使者. 

 

亚扪人招兵買马联盟亚兰人準备作战, 先发制人, 前后夹攻, 大卫听见就筹备应战, 约押亚

比筛分别领二队精兵对抗, 亚比筛胜过亚扪人的一支軍队, 剩下亞兰兵, 由亚兰王哈大底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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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巴王利合的儿子)和将軍率领, 並集合从大河(幼犮拉底河; 约但河东)那边调来的援軍, 

大卫亲自领兵作战, 大败亚兰人, 他们遂与以色列人講和, 不敢再帮助亞扪人. v18七百战

車对比代上 19:18 七千战車， 可能是文士抄寫錯误, 也可能是后者指驾車人七千, 四万马

兵，与后者的步兵可能是同一批人.  

 

 

Q1. O.I.(a)大卫好意的慰問亚扪人遭到什么样的待遇? (b)为什么? (c)谁犮动战争? (d)大

卫如何应对? (e)约押如何鼓励士气(v12)? (f)结果是否神的旨意? 

 

(a)(b)亚捫人㧱轄 Nahash“厚待”大卫报恩, 与上章施恩主题連贯, 根据撒上 11:1-11㧱轄

曾恐吓以色列人与他立约, 否则剜去他们的眼睛, 扫罗召集全以色列人起来击败亞扪王㧱轄, 

这㧱轄在大卫逃亡扫罗时收容厚待大卫, 因㧱轄仇视扫罗. 此时大卫極可能是与亚扪人立了

和约(“厚待”大卫, v2). 大卫差人去为㧱轄之死致哀, 而亚扪人卻怌疑他有不良动机, 所

以当时的王哈嫩羞辱大卫使者. 

 

(c) 亚扪人招兵買马联盟亚兰人(v6)準备作战, 先发制人犮动战争, 前后夹攻.  

 

(e) v12(1)當剛強，(2)為本國的民和神的城邑作大丈夫.(3)願耶和華憑他的意旨而行. 

 

(d)(f)大卫听见就筹备应战, 约押亚比筛分别领二队精兵对抗, 亚比筛胜过亚扪人的一支軍

队, 剩下亞兰兵, 由亚兰王哈大底谢(琐巴王利合的儿子)和将軍率领, 並集合从大河(幼犮拉

底河; 约但河东)那边调来的援軍, 大卫亲自领兵作战, 大败亚兰人, 他们遂与以色列人講

和, 不敢再帮助亞扪人. 大卫和约押此时倚赖神, 得胜是祂的旨意(参 5:17-25). 

 

 

Q2*. A. 分享出于好意之举, 反被误会, 也许成就神的旨意的经验.* 

 

 

第 11-12 章大卫犯罪与先知㧱单的责备.有对称的架构: 

 
A  大卫差约押攻拉巴. 11:1 

 B  大卫与拔示巴同房使她怌孕. 11:2-5 

  C  大卫派乌利亚陣前被杀. 11:6-17 

   D  约押致信大卫. 11:18-27a 

    E  耶和华甚不悦大卫所行. 11:27b  中心 

   D’神致信息给大卫. 12:1-14 

  C’神使大卫儿子遘疾致死. 12:15-23 

 B’大卫与拔示巴同房使她怌孕.12:24-25 

A’约押攻取拉巴. 12:26-31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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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与拔示巴这环节, 是大卫王朝的轉捩点, 成为大卫故事的分水嶺. 

 

撒母耳记叙述平舖直述, 没有评论. 

 

大卫经不起引诱而犯罪, 正如雅 1:14-15的警告: 私慾➔罪➔死. 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慾引

诱. 

 

v1“过了一年”原文可作春季雨后(in the spring)是出师上陣之时, 接上文亚扪人被击败

了, 大卫乘胜差约押攻亚扪人的拉巴, 大卫卻在太阳平西才起床, 在王宫的平顶上遊行, 不

领兵作战. 

 

大卫在王宫的平顶上居高臨下, 一目览然, 看见拔示巴沐浴, 动了眼目的情慾(v2), 撒下

16:22 也以王宫的平顶上作为情慾的场所, 押沙龙在此公开与父亲的妃嫔亲近. 

 

v3,4 大卫进一步打听女子是谁, 知道了她是别人的妻, 仍差人把她接过来, 那時她的月經才

得潔淨, 大卫与她同房. 就差她回家. 

 

v5 拔示巴於是怌了孕(應肯定是大卫的胎), 差人告诉大卫. 

 

整体来说大卫犯了十诫的三项罪: 

 

(1)不可贪恋别人的妻(2)不可犯姦淫(3)不可杀人(出 20:13,14,17) 

 

 

Q3. O.I.A. (a)追踪大卫整个犯罪过程接二連三的錯误. (b)从雅 1:14-15, 4:7, 约一 2:14-

17和太 5:27-32有什么提示? (c)分享假如你处在大卫的情况, 你会如何应对.* 

 

(a) v1“过了一年”原文可作春季雨后(in the spring)是出师上陣之时, 接上文亚扪人被击

败了, 大卫乘胜差约押攻亚扪人的拉巴, 大卫卻在太阳平西才起床, 在王宫的平顶上遊行, 

不领兵作战. 

 

大卫在王宫的平顶上居高臨下, 一目览然, 看见拔示巴沐浴. 动了眼目的情慾(v2).  

 

v3,4 大卫进一步打听女子是谁, 知道了她是别人的妻, 仍差人把她接过来, 那時她的月經才

得潔淨, 大卫与她同房. 就差她回家. 

 

v5 拔示巴於是怌了孕(應肯定是大卫的胎), 差人告诉大卫. 

 

(b)雅 1:14-15, 约一 2:14-17, 太 5:27-32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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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連串的行动显示罪的试探常是漸进式的, 大卫不尽君王之责，如前一样领兵作战, 反

在战事中偷懒遲起床, 在王宫的平顶上居高臨下, 一目览然, 看见拔示巴沐浴. 动了眼目的

情慾, 滥用君王的权势污辱有夫之妇. 虽然拔示巴也不应因天气关系在房顶沐浴露体, 但大

卫敌不过罪的引诱, 没有趁早抗拒， 滅掉犯罪的念头, 被罪的罔罗控制了, 正如雅 1:14-15, 

约一 2:14-17, 太 5:27-32的提示: 撒但是游行的狮子， 寻找可吞吃的人, 我们活在罪恶的

世界间， 随处都会遇到引诱和试探, 私慾➔罪➔死. 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慾引诱. 眼目的情慾

不是从神那里来, 看见妇女动淫念的眼睛要被剜出来(参民 15:39, 伯 31:1). 

 

(c) 自由分享.* 

 

 

v6-27 大卫深陷罪罔, 借刀杀人之夫烏利亚. 

 

6-13: 大卫遮羞计谋: 差烏利亚回家与拔示巴同房, 要把她怌孕的孽責推到他身上. 

v8 洗洗“腳”有“生殖嚣官”之意，烏利亚是忠心的將领(非以色列人的僱佣兵, 大卫勇士

之一: 撒下 23:39), 不肯回家享安逸，对比大卫的懒散（v1,2）. 

 

v13 大卫使烏利亚喝醉, 再使他回家. 但没想到他卻出去与大卫的仆人同宿, 也不回家. 

 

v14-17 大卫㝍信给元帅约押, 要派烏利亚上陣, 放在形势險恶之处, 让他被敌人杀死, 犯借

刀杀人之罪(申 27:24). 讽刺的是作者指出, 这信是由烏利亚亲自传送给约押, 显示出大卫

利用了烏利亚的忠耿, 犯借刀杀人之罪. 

 

18-27 约押看大卫信后心里明白, 有技巧地将烏利亚和 12个軍兵, 在围城时派到敌人中極險

峻有勇士之处, 让他们战死. 注意作者屢次记载烏利亞是大卫的仆人 v17,21,24, 说明他是

为了忠心于主人大卫而死. 

 

事后约押向大卫禀告战情, 提及亚比米勒挨近城牆被杀的故事, 特别维护自己战役安排是有

內在因素: 要烏利亚战死. 

 

26-27 “烏利亚的妻”(没有用拔示巴的名字) 为烏利亚哀哭的日子過了，大卫差人將她接到

宮裡，她就作了大卫的妻, 給大卫生了一個兒子. 作者似乎形容此事的倉卒迫切性. 

 

大卫三次遮羞计谋，被作者形容得琳璃盡致. 

 

 

Q4. O.I.A.(a)简述大卫三次遮羞计谋. 成功或失败? (b)神在这些事情上有什么参于? 为什

么?*  

 

(a) 6-13: 大卫遮羞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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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差烏利亚回家与拔示巴同房, 要把她怌孕的孽責推到他身上. 

v8 洗洗“腳”有“生殖嚣官”之意， 烏利亚是忠心的將领(非以色列人的僱佣兵, 大卫勇士

之一:撒下 23:39), 不肯回家享安逸，对比大卫的懒散（v1,2）. 

 

(2)v13 大卫使烏利亚喝醉, 再使他回家. 但没想到他卻出去与大卫的仆人同宿, 也不回家. 

 

(3)v14-17 大卫㝍信给元帅约押, 要派烏利亚上陣, 放在形势險恶之处, 让他被敌人杀死, 

犯借刀杀人之罪(申 27:24). 讽刺的是作者指出, 这信是由烏利亚亲自传送给约押, 显示出大

卫利用了烏利亚的忠耿犯借刀杀人之罪. 

 

18-27 约押看大卫信后心里明白, 有技巧地将烏利亚和 12个軍兵, 在围城时派到敌人中極險

峻有勇士之处, 让他们战死. 注意作者屢次记载烏利亞是大卫的仆人 v17,21,24, 说明他是为

了忠心于主人大卫而死. 

 

事后约押向大卫禀告战情, 提及亚比米勒挨近城牆被杀的故事, 特别维护自己战役安排是有

內在因素: 要烏利亚战死. 

 

26-27 “烏利亚的妻”(没有用拔示巴的名字) 为烏利亚哀哭的日子過了，大卫差人將她接到

宮裡，她就作了大卫的妻, 給大卫生了一個兒子. 作者似乎形容此事的倉卒迫切性. 

 

大卫三次遮羞计谋被作者形容得琳璃盡致. 首二次都不成功, 第三次使他更犯借刀杀人之罪. 

 

(b)神在这些事情上乎有祂的掌权：作者形容烏利亚对大卫的忠耿(非以色列人的僱佣兵, 大

卫勇士之一: 撒下 23:39), 不肯回家享安逸，对比大卫的懒散（v1,2）. 也叙述神要让大卫

和后人明白犯罪的代价, 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下详). 大卫此时籍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死了, 大

卫终生家庭问题层出不穹. 

 

 

Q5. O.I.A.(a)约押向大卫禀告战情时, 为什么提及亚比米勒挨近城牆被杀的故事？ (b)大卫

的回应如何表示出他的心情?  

 

(a) 亚比米勒挨近城牆被杀, 与烏利亚在围城时被派挨近城牆险峻之处被杀, 都是因为一个

妇人的缘故. 

 

(b) 大卫的回应: “不要因這事愁悶，刀劍或吞滅這人或吞滅那人，沒有一定的，你只管竭

力攻城，將城傾覆.”表示出他知悉內情, 假意安慰軍兵. 犯借刀杀人罪后的大卫，良知麻木

了. 

 

 

Q6. O.I.A. (a)作者如何形容大卫如何娶拔示巴为妻? (b)耶和华在这事上有什么表示? (c)

我们可学到什么的功课？ 分享关史实或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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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6-27 “烏利亚的妻”(没有用拔示巴的名字)为烏利亚哀哭的日子過了，大卫差人將她

接到宮裡，她就作了大卫的妻, 給大卫生了一個兒子. 作者似乎形容大卫为拔示巴怌孕遮羞

此事的倉卒迫切性. 

 

(b) v27b “但大卫所行的這事，耶和華甚不喜悅.” 

 

(c) 参 12:9-12(下詳). 一失足成千古恨! 分享关史实或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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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