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紀上、下

編年紀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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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亞與巴耳先知比試 (18:21-40)

1.厄里亞向全體民眾說話 (18:21-24)

2.厄里亞與巴耳先知的對話 (18:25-29)

3.厄里亞與全體人民及厄里亞的祭獻 (18:30-39)

4.厄里亞、全體人民、巴耳先知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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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里亞向全題民眾說話 (18:21-24)

A  厄里亞向全題民眾說話 （18：21a）
B 人民一句話也不回答 （18：21b）

A'厄里亞對人民說 （18：22-24a）
B' 民眾回答說：你這話說得很好 （18：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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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里亞與巴耳先知的對話 (18:25-29)

1.但是沒有聲音，也沒有答應的。（18：26b）

2.但仍然沒有聲音，也沒有答應的，也沒有理會的。
（18：29b）

從早晨到中午……直到晚祭的時候 (18: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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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里亞與全體人民及厄里亞的祭獻 (18:30-39)
（一) 預備祭獻 (30-35節)

•“你們到我這邊來” （30）

•“厄里亞先知走近前來說” （36）

（二)正式祭獻 (36-39節)

A  上主，亞巴朗，依撒格和以色列的天主

B  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天主…

A‘ 上主，求你應允我，應允我！

B‘ 使這人民知道你上主，是真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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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里亞在曷勒布山（19：9-14）

6

他來到那裡，進了一個山洞，在那裡過夜；有上主的話傳於他說：「厄里亞，
你在這裡做什麼？」
10厄里亞答說：「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因為以色列子民背棄了你的
盟約，毀壞了你的祭壇，刀斬了你的先知，只剩下了我一個，他們還要奪取
我的性命！」
11上主吩咐他說：「你出來，站在山上，立在上主面前。」那時，上主正從那
裡經過，在上主前面，暴風大作，裂山碎石，但是，上主卻不在風暴中；風
以後有地震，但是上主亦不在地震中；
12地震以後有烈火，但是上主仍不在火中；烈火以後，有輕微細弱的風聲。
13厄里亞一聽見這聲音，即用外衣蒙住臉出來，站在洞口。遂有聲音對他說：
「厄里亞，你在這裡做什麼？」
14他答說：「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因為以色列子民背棄了你的盟約，
毀壞了你的祭壇，刀斬了你的先知，只剩下了我一個，他們還要奪取我的性
命！」



編年紀歷史書

編年紀上
編年紀下
厄斯德拉上
乃赫米雅 (厄斯德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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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編年紀作者 (The Chronicler)

• 以特定的目的重新去看以色列的歷史

• 重新編寫以色列的歷史

• 他有興趣的地方：天主對人類歷史的介入

，報應的教義，達味王朝，聖殿和宗教。



資料來源

‐ 撒慕爾紀和列王紀(申命紀歷史書)

‐ 其他希伯來文聖經書卷中的資料

族譜引自創世紀，出谷紀，戶籍紀，若蘇厄，廬德傳

引用聖詠

編上16：8-12（詠105：1-12）

編上16：23-33（詠96）

引用先知書

編下36：21（耶17:21-27; 25:11-12; 29:10）

編下16：9 （匝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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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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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鑑

•以色列和猶大列王實錄 （編下27：7； 35：27；

36：8）

•猶大和以色列列王實錄（編下：16：11； 25：26；

28：26； 32：32）

•以色列列王實錄（編下：20：34）

•列王傳記（編下24：27）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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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作品

•先見者撒慕爾言行錄，先知納堂言行錄，先見者加得
言行錄 （編上29：29）

•史羅人阿希雅的預言書

•先見者依多論及乃巴特之子雅洛貝罕的啟示錄

（編下9：29）

•先知舍瑪雅和先見者依多的言行錄（編下12：15）

•哈納尼之子耶胡的言行錄（編下20：34）

•諸先見者的言行錄（編下33：19）



• 約公元前400年
• 以色列人民從巴比倫充軍後回國
• 波期王朝 (編下36:20,33)
• 用較後期的希伯來文
• 時代錯誤 Anachronism

• 編上29：7  - 「一萬達里克」
• 編下3：3  - 「古尺度計算」

成書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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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1. 充軍回國後後，以色列人巳沒有自己的國家
和君王。

2. 耶路撒冷聖殿被巴比倫人燒毁(列下25:8-9)，
沒有朝拜上主的地方，不能再實行宗教上的

禮儀。
3. 回國後的猶太人受外族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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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及目的

•重新敍述以色列的歷史

•達味家室：唯一性和合法性

•鞏固以色列的信仰資料 (編上22-26)

耶路撒泠聖殿：唯一朝拜地點

•着重禮儀和祭祀的資料 (編上23-26)

澄清司祭和肋未人在禮儀中的角色

(編上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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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架構：

一.編上1-9      從亞當至充軍回國後猶大的族譜

二.編上10-29  達味統治的歷史

三.編下1-9      撒羅滿統治的歷史

四.編下10-36  猶大的君王直至充軍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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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味

王

朝

編年紀上

1-9章 族譜

10-11章 撒烏耳陣亡，達味成為以色列君王

11:10-12章 達味的將士名單

13章 初嘗迎運約櫃

14章 上主祝福了達味

15-16章 迎運約櫃到耶路撒冷

17章 天主的許諾與延遲建聖殿的計劃

18-21章 達味的成就

22-29章 建造聖殿的預備工作



編年紀下：

1-9章 撒羅滿的統治

1:1-17 撒羅滿繼承王位

2-7章 撒羅滿興建聖殿

8-9章 撒羅滿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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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章 猶大君王的歷史(公元前962至587年)

10:1-12:16 勒哈貝罕
13:1-22 阿彼雅
14:1-16:14 阿撒
17:1-21:10 約沙法特
21:16-20 約蘭
22:1-9 阿哈齊雅
22:10-23:21 阿塔里雅及約雅達
24:1-27 約雅士
25:1-28 阿瑪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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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3 烏齊雅
•27:1-9 約堂
•28:1-26 阿哈次
•29:1-32:33 希則克雅
•33:1-20 默納舍
•33:21-25 阿孟
•34:1-35:26 約史雅
•36:1-10 約阿哈次、約雅金、耶苛尼雅
•36:11-21 巴比倫滅猶大
•36:22-23 居魯士的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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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1-9章：族譜

•最長的一個族譜
•總結過去的歷史
•以色列的現在是建基於她過往的歷史
•比較瑪1：1-17
•反映當時國家，政治和信仰之間的關係
•文學技巧上的作用(literary purpose) : 
•內容，架構和編排是編年紀作者的刻意安排
•交錯文體(chiasm - 特性是x形式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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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1-53     以色列前的世界
B     2:1-2      以色列的兒子

C    2:3-4:23    猶大 - 達未的部族
D     4:24-5:26  以色列各部族的勝利與失敗

E     6:1-15      肋未的後裔
F    6:16-34    禮儀人員及其責任
F’   6:35-38    禮儀的領袖

E’    6:39-66     肋未的後裔及其土地
D’   7:1-40      以色列部族的戰敗和復興

C’    8:1-40       本雅明 - 撒烏耳的部族
B’    9:1a           全以色列的統計

A’     9:1b-34      以色列重新定居

編年紀族譜的交錯文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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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1-9章：族譜
1:1-27 人類歷史由亞當開始
創 5:1-2 //路3：23-37

諾厄的兒子和亞巴郎 (創10,11)
3:1-24 達味族譜
6:1-66 肋未人族譜 - 強調肋未人在聖殿裡的

職務
9:35-44 撒烏耳的族譜

敘述最長的支派:1) 猶大 2）肋味 3）本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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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的中心內容

F 編上6:16-34    禮儀人員及其責任

F’編上6:35-38    禮儀的領袖

•合法的進禮儀活動地方

•授權的禮儀人員

•合法的禮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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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10 – 29章：達味王朝

正面、完美的君王

編10：1-14 
簡單交代撒烏耳的情況

撒上31:1-13

編上10：6
撒烏耳和他的三個兒子
並他的全家一同陣亡

撒上31：6 
撒烏耳和他的三個兒子
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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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10 – 29章：達味王朝

正面、完美的君王

編上11:1-9
達味受敷油為王，得到全
以色列的支持

撒下2:3-4, 5:1-5
分開兩次，做猶大王和全
以色列王之間相隔七年

編上11:3
達味受敷是按上主藉撒慕
耳所吩咐的

撒下10:13
撒烏耳之死，是由於他背
叛上主，沒有遵守上主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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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10 – 29章：達味王朝

正面、完美的君王

x與巴特舍巴通姦的事

x 納堂的指責 (撒下11-12)
x兒子阿貝沙龍造反 (撒下15)
x殺害敵人的遺囑 (列上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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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運約櫃到耶路撒冷

•編上13:1-14

•撒下6:2-11

•編上13：2

編上10 – 29章：達味王朝



編上10 – 29章：達味王朝

正面、完美的君王

編上14:3-6 撒下5:13-16

娶了妻室(wives) 娶了妻妾
(concubines and wives)

達味的子女共13個
「生了許多子女」

達味的子女共11個
「生了一些子女」

28



編上10 – 29章：達味王朝 正面、完美的君王

編上21:1-30 撒下24:1-25

撒旦慫恿達味統計以色
列

上主激動達味去統計以
色列和猶大

29

統計人口



編上10 – 29章：達味王朝 達味王朝的繼承權

撒下7:1-17 編上17:1-15

我必在你以後興起一個後
裔，即你所生的兒子；我
必鞏固他的王權。(7:12)

我必在你以後給你興起一
個後裔，你所生的一個兒
子，鞏固他的王權。
(17:11)

是他要為我的名建立殿宇；
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
遠。(7:13)

他要為我建造殿宇，我要
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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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10 – 29章：達味王朝 達味王朝的繼承權

撒下7:1-17 編上17:1-15

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

我的兒子；若是他犯料罪，

我必用人用的鞭，世人用

的棍，來懲戒他；(7:14)

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

我的兒子；(17: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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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味王朝的繼承權

(編上17:1-15 // 撒下7:1-17)

撒下7 編上17

你的家室和王權，在我
面前永遠存在，你的王
位也永遠堅定不移。
(7:16)

反要使他堅立在我的家
和我的國中，至於永遠；
他的王位永固不移。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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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達味策劃建造聖殿

•不是達味為他建造殿宇 (編上17:4)

•編上22：8解釋達味不能建造殿宇的原因

（流了許多人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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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22-29章 建造聖殿預備工作

三個達味的講辭 （22，28，29章）
1.對撒羅滿最後的囑咐22:6-19
2.對朝政官員 28:1-21
3.對全以色列 29:1-9
聖殿人員職務 （23-27章）
肋未人和司祭的職務或班次 23:2-26:32

達味王朝的政治架構 2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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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撒羅滿最後的囑咐 (編上22:6-19)

編上22:6 囑咐撒羅滿為上主建築聖殿 (列上2:1-9)

• 提供適當崇拜的地方

編上22：8達味不能為上主建造殿宇的原因

（列上5：17）

編上22：13(列上:2-3;蘇1:6-9)

• 遵行上主藉梅瑟吩咐以色列的法律和典章…

• 達味與梅瑟



職務 （23-27章）

聖殿人員職務

肋未人和司祭的職務或班次 23:2-26:32

23:24-32 肋未人的職務，班次，特權

24:1-19司祭的二十四個班次

25章 有關肋未人在聖殿內負責音樂

26：1-19 守門的班次與任務

26：20-32 行政和財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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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27：1-34 達味王朝的行政架構

•軍隊的組織

•各支派的首領

•財政的主管

•中樞的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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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味的第二篇講辭：達味給朝政官員的講辭

（28：1-21）

對撒羅滿的忠告：「至於你、我兒撒羅滿！你要認
識你父親的天主，全心樂意事奉他，因為上主洞察
所有的人心，知道人的一切心思欲念。如果你尋求
他，他必使你尋獲；如果你背叛他，他必要永遠拋
棄你。」(28:9-10)

•創6：5

•「你們求，必要給你們…」（瑪7：7）

•希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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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講辭

29：1-9 達味給全以色列的講辭

• 講述達味建築聖殿的準備
• 再一次形容撒羅滿的年輕軟弱 (29:1,22:5)
•「今天誰自願給上主捐獻呢？」(29:5)
• 達味自己立了榜樣(29:3-4)，會眾反應熱烈。
•時代錯配的問題：「達理克」是公元前515年
波斯王達理阿引入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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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味讚頌上主 29：10-20

29：11 - 一切由上主而來

29：15 -我們在你面前是外方人，是旅居作客

（肋25：23）

29：16 - 一切都是來自上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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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與編年紀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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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羅滿繼位為王

42

列王紀 編年紀

阿多尼雅篡位
(列上1:5-27)

/

撒羅滿登極為王
(列上1:28-40)

達味立自己的兒子撒羅滿為以
色列王。(編上23:1)

他們二次立達味的兒子撒羅滿
為王，給他傅油(編上29:20-25)



編年紀下：

1-9章 撒羅滿的統治

1:1-17 撒羅滿繼承王位

2-7章 撒羅滿興建聖殿

8-9章 撒羅滿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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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羅滿王朝
．預備及建造聖殿(編下1:18; 3:1ff)
．指定的建聖殿者 (編上28:10; 29:1)
編下1:1 列上2:12b; 46

達味的兒子撒羅滿漸漸鞏固
了自己的王位，上主，他的
天主常與他同在，使他非常
偉大。

…他的王國很是鞏固。

於是君王命令約雅達的兒子
貝納雅出去，擊殺了史米，
史米就死了。於是王國在撒
羅滿治下纔算鞏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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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記述撒羅滿的負面行為:

編下 列上

/ 除去反對者：
阿多尼雅 Adonijah（列上2：13-25）
厄貝雅塔爾司祭 Abiathar（列上2：26-27）
約阿布 Joab（列上2：28-35）
史米 Shimei（列上2：36-46）

/ 娶了法郎的女兒(列上3:1)

/ 撒羅滿敬拜邪神 (列上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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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1:8-12 列上3:6-15
1:10求你賜我智慧和聰明，
好使我能在這民族面前出
入…

1:12 為此，智慧和聰明已
賜予了你，但我還願將富貴
財寶和光榮賜予你，是你以
前的君王從沒有過，你以後
也不會再有的。」

3:9為此，求你賜給你的僕
人一顆慧心，可統治你的百
姓，判斷善惡…
3:12 我必照你的話作，賞
賜你一顆聰明智慧的心…
3:13 你沒有要求的榮華富
貴，我也賞賜你…
3:14 如果你履行我的道路，
恪守我的法律和我的命令…
我必要延長你的壽命。」

撒羅滿求問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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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羅滿於聖殿內祭祀上的安排

編下8：12-15 列上9：25 
那時撒羅滿在上主的祭壇上，即他在東廊前所
築的祭壇上，向上主獻了全燔祭；
並按梅瑟的吩咐，在安息日、新月和每年的三
個節期：無酵節、七七節和帳棚節，奉獻每日
應獻的祭品。他又照他父親達味的規定，為司
祭派定了班次，各盡其職；又規定了肋未人的
任務，令他們負責讚頌；照每日的定例，在司
祭前服務；又派定了門丁，按照他們的班次守
衛各門，因為天主的人達味是如此命令的。君
王對司祭和肋未人所吩咐的任何職務，以及管
理府庫的事，他們都沒有違抗。

撒羅滿每年
三次在他建
的祭壇上，
向上主奉獻
全燔祭與和
平祭，在上
主面前的香
壇上焚香；
又常修理聖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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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羅滿的智慧與財富（編下9:13-28 // 列上10:14-29 ）
編下1章和9章有首尾呼應的敘述
編下1：14-17 //編下9：25-28 內容重覆
編下9：29-31 // 列上11：41-43 撒羅滿逝世
編年紀省略了有關撒羅滿所犯的罪 （列上11：1-40）

編下9：29-31 列上11：41-43 
撒羅滿其餘的前後事蹟，都
記載在先知納堂的言行錄，
史羅人阿希雅的預言書和先
見者依多論及乃巴特之子雅
洛貝罕的啟示錄上。撒羅滿
在耶路撒冷作全以色列王凡
四十年。

撒羅滿其餘的事蹟，他的一
切作為和智慧，都記載在撒
羅滿實錄上。撒羅滿在耶路
撒冷作王，統治全以色列，
凡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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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10-36章猶大的歷史

•沒有講述北以色列的君王。
講述一些建設、軍事和國家管理的事

•對於其他君王的評價都以達味和撒羅滿為標準
被接納的君王（編下29：2）
被咀咒的君王（編下28：1）
好的君王：
在上主面前自謙自卑
尋求上主
保存在耶路撒冷宗教信仰的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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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章猶大的歷史

•達味王朝的合法性
編下13：5

•耶路撒冷的宗教崇拜
能保存這崇拜的君王會被歌頌。

•君王成功與失敗的準則
忠信於上主與對上主不忠

主要訊息：尋求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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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國分裂
編下10:1-11:4 (列上12:1-24) 

兩篇敘述大致相同

勒哈貝罕聽取了少年人的意見，要加重人民的負擔，導致人民反
抗 （編下10：14；列上12：14）
將分裂的原因歸究雅洛貝罕
(13:3-6)
暗示勒哈貝罕的無能(13:7b)

/

勒哈貝罕不肯聽從人民原是出於天主的旨意(編下10:15; 列上
12:15)

/ 「那時，全以色列人聽說雅洛貝
罕已經回來，便派人邀請他前來
赴會，立他為王，統治全以色
列」。（列上12：20） 51



猶大王阿彼雅 投影片12

編下13：1-23 列上15：1-8

阿彼雅在猶大作王三

較長的敘述，共23節 只有8節

/ 君王負面的資料（15：3-5）

阿彼雅宣認他是一個信賴天主
的人：至於我們，上主是我們
的天主，我們離棄過他。
（13：10a）

阿彼雅行了他父親在他以前所
行的一切邪惡；他的心對上主
他的天主，不像他祖父達味的
那樣誠實。（15：3）

阿彼雅與雅洛貝罕的戰爭
（13：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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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13：1-23 列上15：1-8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曾立鹽約，
將以色列王位永遠賜予達味和
他的子孫”（13：5）

上主他的天主，為了達味的緣
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一
盞燈，立他的兒子接他的位，
並保全耶路撒冷（15：4）

阿彼雅日漸強盛，娶了十四個
妻妾，生了二十二個兒子，十

六個女兒。」（13：21）

/

阿彼雅其餘的事蹟和他的言行，
都記載在先見者依多傳記上。
（13：22）

阿彼雅其餘的事蹟，他的一切
作為，都記載在猶大列王實錄
上。（15：7） 53



北以色列亡國

•撒瑪黎雅被亞述攻陷，以色列亡國。（列下17：
1-41）

•以色列亡國的原因（列下17：7-23）：申命紀學
派的解釋

•解釋土地怎樣被外國充軍人民定居（列下17：
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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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王希則克雅 投影片 19

先知 猶大君王 亞述君王 國際形勢

依撒意亞
米該亞

希則克雅 散乃黑黎布 亞述的崛起

編下29-32 列下18-20

集中講述在聖殿內朝拜的事
宜

主要記載軍事和政治的情況
亞述王散乃黑黎布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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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29：1-36 列下18：1-8
希則克雅行了上主視為正義的
事，完全像他祖先達味所行的
一樣(29:2)。

希則克雅行了上主視為正義的
事，完全像他祖先達味所行的
一樣（18：3）

重新建立聖殿內的獻祭(29:3-
36)
召集司祭和肋未人清潔聖殿，
清除聖殿內所有污穢之物，清
潔所有祭壇和器具。
用了16天清潔聖殿，然後為聖
殿和猶大獻贖罪祭。
「這樣，上主殿內的禮儀就全
恢復了。」（29：35）

「他廢除了高丘，毀壞了石柱，
砍倒了木偶，打碎了梅瑟所製
造的銅蛇…他信賴上主以色列
的天主；在他前後的猶大列王
中，沒有一個可與他相比的。
6
他依靠上主，緊隨不離，謹守
上主頒給梅瑟的誡命」（18：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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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列下

30：1-27舉行逾越節
再舉行七天的無酵節

/

31：1-21
希則克雅重整司祭和肋未的班次

/

/ 18:9-12
亞述王沙耳瑪乃色攻入撒瑪
黎亞

32：1-23 
亞述王散乃黑黎布入侵猶大

18：13-19：37
亞述王散乃黑黎布入侵猶大

57



編下 列下

32：1-23 
亞述入侵猶大
• 希則克雅堵塞水泉，鞏固城

牆，鼓勵以色列子民。
• 亞述王恐猶大和侮辱天主

（32：9-19）
• 希則克雅與依撒意亞向天主

呼求（32：20）
• 天主的回應，亞述王散乃黑

黎布入侵猶大（32：21-23）

18:17-19:37
亞述王恐嚇猶大和侮辱天主
• 亞述的大將軍與希則克雅之間的

談判，恐嚇猶大（18：17-37）。
• 希則克雅求問依撒意亞先知（19：

1-7）
• 亞述叫希則克雅不要倚靠天主，

希則克雅向天主祈禱（19：8-
19）。

• 天主的回應，依撒意亞的預言，
亞述入侵失敗，亞述王受到懲罰
（1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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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列下

32：24-26

希則克雅患病祈禱

希則克雅的驕傲和悔改

20：1-11

希則克雅患病祈禱

（依38：1-22希則克雅的祈禱）

32:27-33

希則克雅的一生概論和其餘

事蹟。

20：12-21

依撒意亞預言猶大充軍巴比倫

希則克雅的其餘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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