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紀上、下

編年紀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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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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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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和社會背景

統一的王國

公元前1000-961年 達味

•於耶路撒冷建立達味城

公元前961-922年 撒羅滿

•建造聖殿

•極盡奢華（列上5：2-3）

•國家分裂的後患
3



王國的分裂
撒羅滿死後，兒子勒哈貝罕繼位（公元前922年）
北方的部族擁護雅洛貝罕為王（列上12章）。

南北國分裂（列上12章）：
•北以色列/厄弗辣因（十一支派）
•南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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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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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五個階段影響到以色列的思想和傳統的建立:

1.撒羅滿建立中央行政管理系統和君王權力的標記，
即皇宮和聖殿。鄰國的協助，為以色列帶來新思想。

2.南北國分裂，受鄰國威脅。在這時期出現厄里亞和
厄里叟傳統的故事作為先知性的回應。

3.北國被述滅亡，難民湧入南猶大，影響南猶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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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的統治下重新建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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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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蘇厄
• 民長
• 撒上下
• 列上下

聖卷的最後部份
• 厄斯德拉
• 乃赫米亞
• 編上、下

6



申命紀歷史 編年紀歷史

若蘇厄
民長紀

厄斯德拉上

乃赫米雅(厄斯德拉下)

撒慕耳紀上
撒慕耳紀下
列王紀上
列王紀下

編年紀上
編年紀下

撒上31 // 編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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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申命紀學派 編年紀學派

視以色列和猶大的朝
代逐漸走下坡，構成
充軍巴比倫的後果，
責任在於君王的惡行。

對君王的描述較為正
面，尤其對南猶大的
君王。指出如君王能
以信德朝拜天主，能
為以色列帶來無限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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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表達方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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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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揀選以色列作為他的選民（申7：7-8），以

色列必須回應上主的忠信
2. 行為與後果之間的互動。

對上主的忠信量度以色列和君王的成功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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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上、下的基本內容

•以色列王朝歷史，撒羅滿時期（970 BC）至耶苛尼
雅從巴比倫被釋放 （561BC）。

•400年的歷史。

•與編年紀上、下的歷史時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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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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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申命紀學派 Deuteronomists

•偏重於南猶大。沒有北以色列的君王有正面評價。

•有幾個猶大的君王受到正面的評價，但大部份被指
控，因沒有忠於唯一的天主。

•作者深信上主的法律是以色列生活的中心。

•列王紀是申命紀神學的擁護者。透過以式列的歷史
去出申命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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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三個充軍前的紀錄

•撒羅滿實錄 （列上11：41）

•以色列列王實錄（列上14：19）

•猶大列王實錄（列上14：29）

2. 先知弟子傳下來有關先知的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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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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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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上、架構

1 列上1-11 撒羅滿統治的歷史

2 列上12-列下17 南北國的對觀歷史

3 列下18-25 南猶大的對觀歷史直至
公元前5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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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2章 繼位的敘述
撒羅滿登極為王
3至11章 撒羅滿的統治
•撒羅滿的光輝
•建造聖殿
•撒羅滿的逝世
12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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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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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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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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50 

約沙法特為猶大王

22:52-54

阿哈布的兒子，阿哈齊雅為以色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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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下內容

阿哈齊雅與厄里亞
(1：1-18）
厄里亞被提升天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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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里叟逝世(13:1-25)
阿瑪責雅猶大王
（1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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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洛貝罕第二為以色列王 (14:23-29)
阿匝黎雅（烏齊雅）為猶大王（15：1-7）
則加黎雅為以色列王（15：8-12）
沙隆為以色列王（15：13-16）
默納恆為以色列王（15：17-22）
培卡希雅為以色列王（15：23-16）
培加黑為以色列王（15：27-31）
約堂為猶大王（15：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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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王阿哈次的叛逆(16:1-20)

曷舍亞為以色列王/以色列亡國 (17:1-41)

希則克雅為猶大王 (18:1-37)
依撒意亞的預言和亞述徹退 (19:1-37)

希則克雅與依撒亞 (20:1-21)

默納舍與亞孟為猶大王 (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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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史亞為猶大王 (22:1–23:30)
約阿下次為猶大王 (23:31-35)

約雅金為猶大王 (23:36-37)

猶大被巴比倫攻打和充軍 (24:1-20

耶路撒冷被攻陷和第二次充軍 (2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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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 以色列
撒羅滿 (960-927)

勒哈貝罕 Rehoboam 926-910 雅洛貝罕 Jeroboam 927-905
阿彼雅 Abijah 909-907 

阿撒 Asa 906-878 納達布條Nadab 905-904
巴厄沙 Baasha 903-882

厄拉 Elah 881-880
齊默黎 Zimri 敖默黎Omri 879-869

約沙法特 Jehoshaphat 877-853 阿哈布Ahab 868-854
阿哈齊雅Ahaziah 853-852

約蘭Jehoram 852-841 耶曷蘭Jehoram 851-840
阿哈齊雅 Ahaziah 840 耶胡 Jehu 839-822

阿塔里雅Athaliah 83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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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 以色列
約阿士 Joash 832-803 約阿哈次 Jehozhaz 821-805

耶曷阿士Jehoash 804-789
阿瑪責雅 Amaziah 802-786

烏齊雅Uzziah (阿匝黎雅Azariah) 
785-760

雅洛貝罕II Jeroboam II 788-748

則加黎雅 Zechariah 747
沙隆 Shallum 747

默納恆Menahem 746-735
培卡希雅 Pekahiah 735-734

約堂 Jotham 759-744 培卡黑 Pekah 734-731
阿哈次 Ahaz 743-728 曷舍亞Hoshea 730-722

希則克雅 Hezekiah 727-699
24撒瑪黎亞失陷 722



猶大 以色列

默納舍 Manasseh 698-644
亞孟 Amon 643 642

約史雅 Josiah 641-610
約阿哈次 Jehoahaz 609

約雅金 Jehoiakim 608-598
耶苛尼雅 Jehoachin 598

漆德克雅 Zedekiah 598-586
耶路撒冷失陷 587-586

25



列上1-11

A   先知的介入 （1：1–2：11）

B  王國的鞏固 （2：12-46）

C  上主的許諾 （3：1–5：14）

D  建築聖殿 （5：15- 9：25）

C’ 上主的警告 （9：26–11：13）

B’  王國的外患 （11：14–25）

A’   先知的介入 （11：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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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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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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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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框架主要元素

根據申命紀的準則，去評價每個君王。

與達味比較。

例:

•列上15：1-8 阿彼雅為猶大王

•勒哈貝罕 （14：2-24）

(12：28-30；14：16 雅洛貝罕使以色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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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性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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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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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言論的滿全
先知預言及滿全模式：預言的本身和隨後預言滿存
1.作者相信天主在歷史中的帶領，表面上預言帶來的
結果是必然的。但先知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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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知也有失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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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預言失去理解(列下4：8-37）
- 先知亦會有人性軟弱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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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先知及他們的行實

先知 行實 參考

阿希雅
Ahijah

任命及推翻雅洛貝罕 列上
11:29,14:2

舍瑪雅
Shemaiah

停止勒哈貝進攻 列上12:22

無名的先知 指責雅洛貝罕 列上13:1

耶胡 Jehu 斥責巴厄沙 列上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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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 行實 參考

厄里亞
Elijah

斥責阿哈布
挑戰阿哈布
指責阿哈布殺納波特

列上17:1
列上18:17
列上21:17

米加雅
Micaiah

斥責阿哈布攻打辣摩特基
肋阿

列上22:8

厄里亞 斥責阿哈齊雅 列下1:3

厄里叟
Elisha

給約沙法特進言
預言哈匝耳為王
給耶胡傅油

列下3:13
列下8:13
列下9: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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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列上17 - 19厄里亞的敘述

背境：阿哈布 - 以色列進入更黑暗的時期。

•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

•娶了依則貝耳，敬拜巴耳的熱誠者。

•為巴耳建造廟宇和祭壇（16：32）

•迫害雅威的追隨者（18：3-5）

•要殺害厄里亞（19：1-3），密謀要殺害納波特
（21：7-15）。

•敬拜巴耳的習俗代替對雅威的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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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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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厄里亞向阿哈布宣佈旱災

• 厄里亞：基肋阿得的提市貝人

•「雅威是我的天主」 Yahweh is my God”
•「我所服侍的永生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厄里亞與天主的關係

•「如果沒有我的命令」 Except at my word
那婦人對厄里亞說：「現在我知道你是天主的

人，上主藉你的口所說的話，確是真理。」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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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  厄里亞隱居於革黎特小河

•上主命令厄里亞  厄里亞遵從

•Command and Compliance Pattern

上主：「隱居在約旦河東的革黎特小河旁」（3b)

厄里亞：去住在約旦河東的革黎特小河旁。（5b）

•「厄里亞就依照上主的話去做」（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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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6  厄里亞前往匝爾法特

有上主的話傳於厄里亞說：
「你起身往漆冬匝爾法特去」他就起身往匝爾法特去
了」
「請你用器皿取點水來給我喝！」
「請你也順便給我拿點餅來！」
「我指著永生上主你的天主起誓：我沒有餅，缸裡只有
一把麵，罐裡還有一點油。你看……回去為我和我的兒
子做點東西，吃了等死。」
「你不用害怕，儘管照你所說的去做；只是先為我做一
個小餅，給我拿來！然後，再為你和你的兒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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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因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這樣說：直到上主使雨落在

這地上的那一天，缸裡的麵，決不會用完；罐裡的

油，也決不會缺少。」
15
那個寡婦就照厄里亞的話去做了；她和厄里亞並她

的孩子吃了許多日子；
16
缸裡的麵，果然沒有用完，罐裡的油，也沒有減少，

正如上主藉厄里亞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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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24 復活寡婦的兒子

A  寡婦說話（天主的人；17：8）
B  厄里亞說話 （把你的兒子交給我；17：19a）

C  厄里亞從寡婦懷裡接過孩子來 （17：19b)
D  抱到他住的樓上

E  放在自己的床上
F  厄里亞復活了寡婦的兒子（17：20-22）

E'  厄里亞將孩子抱（起） （17：23a)
D' 從樓上抱下來到房間內

C'  把孩子交給他母親 (17：23b)
B'    厄里亞說話 (看，你兒子活了; 17：23b)

A' 寡婦說話（天主的人；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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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作為中介人

婦人：「天主的人…你到我這裡來，竟叫上主記起
我的罪惡，殺死了我的兒子！」（17：18）

厄里亞：「…難道你也忍心加害於她，殺死她的兒
子嗎？」（17：20）

厄里亞：“求你使這孩子的靈魂再回到他身上！
(17:21)

上主聽了厄里亞的呼求，孩子的靈魂又回到他身！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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