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论 

莱城华人基督教会 成人主日学 2015 



1.了解以色列历史-灭国的原因 

2.了解神在历史中的作为 

3.了解先知的工作-以利亚和以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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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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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亚述、巴比伦、亚兰 

非利士、腓尼基、赫悌 

亚们、摩押、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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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沃弯月 



 



古埃及帝国 

赫悌帝国 





亚兰 











汉谟拉比 
法典石碑 
约主前1754年 





非利士 



（约主前1200年） 

青铜时代晚期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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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 

列王记 



扫罗  40年 

大卫  40年 

所罗门  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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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十二支派
所得之地 



联合王国 
- 

大卫王 
的领土 



联合王国 
- 

所罗门王 
的领土 



分裂王国 
- 

北以色列
国 

南犹大国 



北以色列国 南犹大国 

10个支派, 9个朝代 2个支派, 1个朝代 

19位王, 0好王 19位王与1位王后, 8好王 

首都-示剑、得撒、撒玛利亚 首都-耶路撒冷 

金牛犊-但与伯特利 圣殿-耶路撒冷 

历时208年(930-722) 历时344年(930-586) 

12位被杀/谋害 7位被杀/谋害 

亡于亚述-722 亡于巴比伦-586 



  1）作者 
  2）写作日期 
  3）读者 
  4）资料来源 
  5）写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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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 
   a)一位作者/编者  
   -被掳的匿名作者 
   -耶利米 
   -申命记式作者 
  

   b)多位编者 
  

 
 



由于约书亚记、士师记至、撒母耳记
上下，以及列王记下的主要神学思想
与申命记非常相似（即遵神话语则成
功，否则失败），因此有些学者就认
为这些书卷是由同一个（或多位）作
者所编写而成的。这位作者被称为
“申命记式作者”(Deuteronomist)，
而这段历史也被称为“申命记式历史”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1. 作者 
   a)一位作者/编者  
   -被掳的匿名作者 
   -耶利米 
   -申命记式作者 
  

   b)多位编者 
  

 
 



2.写作日期 
  a)记载犹大王约雅斤被巴 
    比伦王于主前562年释 
    放之事 
  b)未提犹太人从巴比伦于 
    主前537年回归之事 
  c)假定于主前562-537年  
  

 
 



3.读者 
  被掳中的犹太人 
 

4.资料来源 
   -「所罗门记」王上11:41 
   -「以色列诸王记」王上14:19 
   -「犹大列王记」王上14:29 
   -其他：「 大卫宫廷史」、 

   「先知史料」 

 
 



5.写作目的 
  a)向被掳的人指出以色列 
    国亡之因由。 
  b)向被掳的人指出蒙神祝 
    福唯一的途径 
  c)向被掳的人指出神是绝 
    对信实的。  

 
 



6.神学主题 
  a)独一神论对比偶像敬拜 

  b)耶路撒冷的中心敬拜对比 
    设立在各处的丘坛敬拜 
  c)对约的忠心对比属灵的叛逆 
  d)真先知对比假先知 
  e)神的主权对比人的傲慢 

     
 



7.书卷结构 
   



事项 描述 

时期 联合王国 分裂王国 

经文 1:1  ----------- 3:1 --------------- 9:1 ----------------12:1 ------------ 15:1 --------------16:29 -------- 22:53 

  
所罗门继续
大卫成为以
色列国王 

所罗门王的
成就 

所罗门王的
衰败 

联合王国分
裂为二：政
治和宗教的

分歧 

以色列国和
犹大国的历

史 

先知以利亚
的事迹 

国王 
所罗门 

（主前970-930） 
以色列王及犹太王 
（主前930-840） 

首都 耶路撒冷 
南国犹大：耶路撒冷 
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 

宗教中心 耶路撒冷 
南国犹大：耶路撒冷 

北国以色列：但、伯特利 

时间 40年 90年 

约 西乃之约（与大卫之约） 



国家 时间（主前） 经文 

以色列    930 – 909    王上12:25–14:20 

犹大         930 – 869      14:21–15:24 

以色列            909 – 835    15:25–22:40 

犹大                869 – 848    22:41–50 

以色列                   853 – 841    22:51–王下8:15 

犹大                       848 – 841    8:16–29 

以色列                          841 – 814    9:1–10:36 

犹大                              841 – 796    11–12 

以色列                                  814 – 782    13:1–25 

犹大                                     796 – 767    14:1–22 

以色列                                         793 – 753    14:23–29 

犹大                                            782 – 740    15:1–7 

以色列                                                753 – 732    15:8–31 

犹大                                                    750 – 715    15:32–16:20 

以色列                                                        732 – 722    17:1–6 

犹大                                                           715 – 586    18–15 



  1）圣经 
  2）释经书 
  3）圣经百科全书 
  4）圣经字典 
  5）圣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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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圣经版本的比较 

 和合本-1907-19 
 思高译本--1968 
 吕振中译本-1970 
 当代圣经-1974 
 现代中文译本-1979 

 新译本-1993 
 中文标准译本-2011 
 新汉语译本-新约-2010 
 NET中译本-2011-12 
 NLT中译本-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