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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和社會背景
以色列處是於古代近東較遲出現的國家
由達味開始出現在近東的舞台上。
• 以色列處於幾個強大國家之間，是一個有利的經商位置，但同時也是
被侵略的目標。
• 撒羅滿死後(930 BC), 以色列分裂為南北兩國。新亞述帝國的崛起對
以色列地區構成威脅。
• 公元前722年北以色列被亞述入侵及滅國。
• 公元前587年南猶大被巴比倫入侵及滅國。
• 猶大人被充軍巴比倫
•
•

列王紀上、下

歷史上五個階段影響到以色列的思想和傳統的建立:
1.撒羅滿建立一個中央行政管理系統和古代近東君王權力的標記，即
皇宮和聖殿。鄰國的協助，例如埃及和提洛為，以色列帶來新思想。
2.南北國分裂，受旁邊的鄰國威脅。就在這動蕩的時期出現厄里亞和
厄里叟傳統的故事作為先知性的回應。
3.北國被述滅亡，很多難民湧入南猶大，影響南猶大人民的生活和思
想。播下申命紀思想的種子。
4.約史亞發現法律書和宗教改革推動申命紀歷史的編寫。
5.南猶大充軍巴比倫，在波施的統治下重新建立自己。

申命紀歷史
若蘇厄
民長紀
撒慕耳紀上
撒慕耳紀下
列王紀上
列王紀下

編年紀歷史
編年紀上
編年紀下
厄斯德拉上
乃赫米雅(厄斯德拉下)

正典中位置
猶太人聖經 / The Masoretic Text (MT)
法律(Torah) 先知(Prophets/Nebi’im) 聖卷
(Writings/Kethuvim)
前期先知書：
聖卷的最後部份
• 若蘇厄
• 厄斯德拉
• 民長
• 乃赫米亞
• 撒上下
• 編上、下
• 列上下

申命紀歷史
• 因寫作手法，文字表達方法和神學觀點與申命紀書
（Deuteronomy）類近。
• 評論充軍事件時，審判的方式與申命紀內的表達方式非常相似。
• 例如：列上8，列下17
• 作者：申命紀學派 Deuteronomists
• 寫作時期：充軍期間和充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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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紀神學派
達味的行實審判日後所有君王的標準：
1.對上主的忠信始終如一
2.於耶路撒冷聖殿朝拜上主
3.忠於先知性的言論
兩個重要的信念
1.天主揀選了微不足度的以色列作為他的選民（申7：7-8），以色
列必須對上主的忠信作回應。在反省以色列的歷史時， 這是唯
一考慮的重點。
2.行為與後果之間的互動
用君王和人民對上主的忠信與去量度以色列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

列王紀上、
列王紀上、下的基本內容
• 以色列王朝的歷史，由達味的承繼人撒羅滿於耶路撒冷的輝煌時期
（970 BC）至達味的後裔耶苛尼雅從巴比倫被釋放 （561BC）。
• 共400年的歷史。
• 與編年紀上、下所記載的歷史時段相同。
• 透過先知性言論，對以色列和猶大的指控。
• 用神學的角度去記述以色列的歷史。
• 作者的目的是解釋南北兩國衰落的原因：
1.君王沒有朝拜唯一的天主

2.沒有在耶路撒冷聖殿朝拜上主。

作者：申命紀學派 Deuteronomists

資料來源：

1.偏重於南猶大。沒有一個北以色列的君王有正面的評價。
2.有幾個猶大的君王受到正面的評價，但大部份都是被指控，因他
們沒有忠於唯一的天主。
3.作者深信上主的法律是以色列生活的中心。
4.列王紀是申命紀神學的擁護者。透過以式列的歷史去講出申命紀
的思想。

三個充軍前的紀錄
1.撒羅滿實錄 （列上11：41）
2.以色列列王實錄（列上14：19）
3.猶大列王實錄（列上14：29）
先知弟子傳下來有關先知的行實

寫作歷史背境
• 成書時期：猶大人民正在充軍巴比倫
• 王室成員和顯赫的居民被流放
• 猶大失去：聖殿，君王，土地。
• 復興猶大國和達味王朝似乎遙遙不可及。
• 以色列和猶大的衰落的原因：人民失去對上主的忠信。

列王紀上、架構
列上1-11
撒羅滿統治的歷史
列上12-列下17 南北國的對觀歷史
列下18-25 南猶大的歷史直至公元前5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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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上內容
1至2章 繼位的敘述
撒羅滿登極為王
3至11章
11章 撒羅滿的統治
• 撒羅滿的光輝
• 建造聖殿
• 撒羅滿的逝

12至
12至16章
16章 南北國的歷至
阿哈布的統治
勒哈貝罕為猶大王
阿彼雅為猶大王
阿撒為猶大王
納達布為以色列王
巴厄沙為以色列王
厄拉為以色列王
齊默黎為以色列王
敖默黎為以色列王
阿哈布為以色列王

列下內容
阿哈齊雅與厄里亞 （1：1-18） 厄里叟逝世(13:1-25)
厄里被提升天 （2：1-25） 阿瑪齊雅猶大王
約沙法特與耶曷蘭對抗摩阿布
（3：1-27）
厄里叟的事蹟 （4：1 -8：15）
耶胡受傅為王 （9：1-37）
耶胡的統治（10：1-36）
反抗阿塔里雅 (11:1-20)
約阿士為猶大王 (12:1-22)
約阿哈次為以色列王
耶曷阿士為以色列王

君王敘述的框架
七個元素
1.同一時期執政的北國和南國的君王 （15：1）
2.統治的年期 （15：2）
3.首都的名字 （15：2）
4.對君王的評價格(15：3）
5.其餘的事蹟所紀載的地方（15：7）
6.君王的逝世和被埋葬的地方（15：8）
7.承繼人的名字（15：8）

17:1 至 22:40 先知厄里亞時期的敘述
厄里亞挑戰巴耳先知 (17:1-6; 18:1-18. 41-46)
復活寡婦的兒子( 17:17-24)
與巴耳先知比試(18:19-41)
雅威重新訂定厄里亞的地位(19:1-18)
厄里叟的召叫(19:19-21)
阿蘭與以色列戰爭的敘述 (20:1-43a)
葡萄園風波與納波特被判死的敘述(20:43-21:29)
米加雅先知的不詳預言(22:1-40)
22:4122:41-50 約沙法特為猶大王
22:5222:52-54 阿哈布的兒子，
阿哈布的兒子，阿哈齊雅為以色列王

雅洛貝罕II為以色列王 (14:1-29) 約雅金為猶大王 (23:36-37)
公元前八世紀列王 (15:1-38) 猶大被巴比倫攻打和充軍 (24:1-20
猶大王阿哈次的叛逆(16:1-20) 耶路撒冷被攻陷和第二次充軍
(25:1-30)
以色列亡國 (17:1-41)
希則克雅為猶大王 (18:-137)
依撒意亞的預言和亞述徹退 (19:137)
希則克雅與依撒亞 (20:1-21)
默納舍與亞孟為猶大王 (21:1-26)
約史亞為猶大王 (22:1–23:30)
約阿下次為猶大王 (23:31-35)

君王框架主要元素
列上15：1-8 阿彼雅為猶大王
• 勒哈貝罕 （14：2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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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性言論

使用先知言論的滿全

先知是天主的代言人。傳統是由梅瑟開始。
申18：18 ： 像梅瑟一樣的先知會延續。
先知：以天主與以色列子民之間訂立的盟約為基楚，一方面為人
祈禱，另一方面宣講天主的說話。
• 盟約包括：
1.朝拜唯一的天主
2.天主的子民之間要互相照顧
3.必須倚靠天主的幫助，帶領和滋養

先知預言及滿全模式包括預言的本身和隨後預言滿存的告示
1.作者相信天主在以色列歷史中的帶領，表面上預言所帶來的結果
像是必然的。但先知故事敘述中的人物被描寫為有自由意志。
2.先知：
• 由天主委派及有權力的人。
• 指斥人民與首領所犯的罪。
• 先知為失敗者。
• 被蒙騙（列上13）；失去信德(列上19的厄里亞）；在重要時
刻他們可以預言失去理解(列下4：8-37）
• 先知亦會有人性軟弱的時候。

先知言論的滿全的章節
• 列上11：29-39
列上12：15b
• 列上13
列下23：16-18
• 列上14：6-16
列上15：29
• 列上16：1-4
列上16：12
• 列上22：17
列上22：35-40
• 列上21：21-23
列上21：27-29
• 列下1：6
列下1：17
• 列下21：10-15
列下24：2
• 列下22：15-20
列下23：30

列上17 - 19厄里亞的敘述
列上17 厄里亞宣佈旱災
• 17：1
厄里亞向阿哈布宣佈旱災
• 三個簡短敘述
• 17：2-6 厄里亞隱居於革黎特小河
• 17：7-16 厄里亞前往匝爾法特
• 17：17- 24 復活寡婦的兒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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