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主日裝備課程舊約綜覽
6. 以色列國的歷史（二）

劉梅蕾師母@ROLCC

ㄧ. 被擄前的歷史：王國的時代：三位君王：掃羅, 大衛, 所羅門
被擄前王國的分裂：南國（猶大）, 北國（以色列）
撒母耳記：寫在王國時期
表明大衛才是合神心意的王(徒 13:22)（預表基督…結 34:24）
主題：合神心意à神的揀選
列王紀： 寫在猶大國被擄後
目的是在回答“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 強調王的罪
主題：由盛而衰à神的刑罰
歷代志： 寫在歸回故土之後
目的是在回答“神的應許還能再臨到我們嗎？“ 強調王好的事
主題：尋求神面à神的聖殿
A. 所羅門時代（王上 1-11, 代下 1-9）
A1 所羅門受膏（王上 1:30-40）
A2 所羅門的強盛（王上 3:4-15, 代下 1-9）
A2-1 尋求智慧（王上 3:3-15,4:20-21,29-31,33-34,代下 1:7-12）
A2-2 建造聖殿（王上 5:5, 6：1-8:66,代下 2:1-7:22）
A-2-2 神的約（王上 6:111-12）
A-2-3 所羅門的聖殿禱告（王上 8:28-53, 代下 6:12-42）
(請見附頁蒙福禱告的殿)
Ａ3 所羅門干罪與刑罰（王上 11:1-13）
A3-1 國要奪回,賜給臣子
Ａ3-2 因大衛和耶路撒冷仍留一支派
B. 王國分裂：(王上 12-22, 王下 1-25)
南國：羅波安南國是由猶大和便雅憫兩支派(猶大支派併吞其南部的西緬)，很多
利未人歸向南國。 （王上 12:1-15）羅波安年少,驕傲, 行耶和華眼中看
為惡的事, 邱壇沒有廢去.
有五次宗教革新
亞撒的改革(王上 15:11-13)。約沙法王令人振奮與充滿盼望的中興時期
(代下十七章)。烏西雅王定意尋求神，神使他亨通，軍事經濟上均大大成
長(代下廿六)。 希西家大力推動敬拜改革，不但影響猶大，也影響一部
份以色列人，是一段猶大靈性大復興 時期(代下廿九至卅二章，王下十八
至廿 11)。最後一段中興是約西亞王的改革(王下廿二 至廿三 27，代下卅
四至卅五 19)。 但可惜的是晚節不保。
亞撒救助於亞蘭來攻打以色列而未依靠神，腳病也不求神醫病。約沙法

與亞哈家聯姻並一起經營貿易。約阿施隨神子拜偶像並殺先知撒迦利亞。
亞瑪謝叩拜以東神明，並因驕傲攻打以色列。烏西雅也因心高氣傲擅闖聖
殿上香。希西家將家中的財寶顯給巴 比倫看。約西亞不明白神的旨意與埃
及爭戰致死。
北國：耶羅波安(北國十支派)（王上 12:20-32）
*在伯特利和但設立拜金牛贖祭壇，使以色列人 陷入拜偶像罪中, 隨意設
立祭司，忽視摩西律法，准許以色列人在各地邱壇獻祭，私改節期。北國雖
有國勢比南國大，社會經濟生活比南國優。但因各王都是效法耶羅波安拜假
神的罪中，宗教道德生活完全崩潰。
C. 先知以利亞（王上 17-19）
以色列歷史最黑暗的時期，亞哈與王后耶洗別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神揀
選他來對這個時代和君王說話.
『以利亞前來對眾民說：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若耶和華是神，就當順從耶
和華；若巴力是神，就當順從巴力。眾民一言不答。
耶和華啊，求你應允我，應允我！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神，又知道是你叫
這民的心回轉。【王上 18:21, 37】』
以利亞行的神蹟:
c-1 使天不下雨(17:1) c-2 在撒勒法、麵與油不短缺(17:14)
c-3 使死人復活 (17:22) c-4 迦密山上火燒祭壇(18:38)
c-5 使天降大雨(18:45) c-6 使火從天降燒死 102 人(王下 1:10、12)
c-7 使約旦河水分開(王下 2:8) c-8 乘旋風未經死亡(王下 2:11)
D. 先知以利沙（王下 1-8）
1. 耶利哥的地土得醫治(王下 2:19-25)
2
戲笑童子受咒詛(王下 2:23-25)
3
豫言摩押被教在三王手中(王下 3:9-17)
4
寡婦的油瓶 (王下 4:1-7)
5
書念婦人的生育及兒子死而復活(王下 4:1-37)
6
在吉甲替先知門徒解毒((王下 4:38-41)
7
20 餅喫飽百人(王下 4:42-44)
8
乃缦大痲瘋得醫,基哈西得大麻瘋（王下 5:1-26）
9
重得斧頭(王下 6:1-7)
10 少年人的眼目得看見(王下 6:15-18)
11 豫言撒瑪利亞將豐裕(王下 7:1-20)
12 書念婦人的田產得回（王下 8:1-6）
13 豫言便哈達死哈薛作王(王下 8:7-15)
14 遣徒膏耶戶為王（王下 9:1-10）
15 要以色列王約阿施射箭打地
16 以利沙的骸骨使死人復活(王下 1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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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北國的滅亡（王下 9-17）, 南國的被擄（王下 18-25）
（請見附頁王與先知）
F. 歷代志（南國歷史）
Ｆ1 亞當至大衛王的族譜
F2 大衛與所羅門的偉大成就, 約沙法, 希西家, 約西亞….好王的事蹟
F3 聖殿的建造
F4 猶大國自羅波安到被擄至巴比倫
總結：
北國(以色列)於主前 721 年亡於亞述帝國, 亞述帝國於主前 606 年亡於巴比倫離棄
南國(猶大)猶太人為何被擄?(王下 17:1-41;王下 24-25;代下 36:11-20)
耶和華神；製造偶像；敬拜天上的萬象，使兒女經火；用占卜法術
與異族通婚，隨從外邦的習俗……….
第一次被擄於主前 605 年約雅敬在位時－王下 24:1-7;代下 36:5-6
實際人數不詳，但以理與三個朋友也在內
第二次被擄於主前 597 年約雅斤王在位時－王下 24:13-16
約有一萬人；其中大能勇士七千；匠人一千；其餘是重首領與民眾
第三次被擄於主前 586 年西底家王在位時－王下 25:8-12
除了那些稱為民中最窮的以外全數被擄，大約有數萬
巴比倫於主前 536 年亡於瑪代波斯, 波斯於主前 330 年亡於希臘
被擄歸回的歷史
Ａ.以斯拉記：重建聖殿à神的激勵
B. 尼希米記：重建城牆à神的幫助
C. 以斯帖記：重建聖民à神的保護
被擄歸回的預言（耶 25:8-14，29:10-13,但 9:1-2）
被擄歸回三次
a.主前 536 年由所羅巴伯帶領約五萬人回歸
b.主前 457 年由以斯拉帶領約一千八百人回歸
c.主前 445 年由尼希米帶領回歸, 人數不詳
被擄後的大事記(年份均為主前)
536
所羅巴伯帶領約五萬人回歸，重建聖殿
535
重建聖殿被阻
534
殿之根基立好，但建殿之工延滯
520
先知哈該撒迦利亞勸勉百姓動工建殿
516
重建聖殿之工完成
515
歡渡逾越節

478
457
445
432

以斯帖作波斯王后
約一千八百人隨以斯拉回歸
尼希米回歸建城牆
尼希米再回耶路撒冷，瑪拉基在此之後不久作先知

以斯拉記：重建聖殿à神的激勵
A. 古列王的諭旨（拉 1:4））
1. 為要應驗先知的話(賽 44:28;45:1-7)
2. 都是神的心意，神激動古列的心
3. 宣告耶和華是天上的神，只有祂是神
4. 知道王權在神手中
5. 要神的子民為神建殿
6. 神同在的祝福
7. 要將禮物甘心獻上
B. 返回之餘民
1. 領袖(尼 7:7)
a. 所羅巴伯
省長設巴薩(該 1:1，拉 5:14-16)
撒拉鐵的兒子－大衛的後裔(代上 3:17-19，太 1:12)
領民回歸建殿，為新殿奠基，完成聖殿工程(拉 3:8,6:15,亞 4:9)
b. 約書亞(耶書亞)
大祭司
約薩達的兒子(代上 6:14-15;該 1:1;12;14)
與所羅巴伯一起同工
C. 重建聖殿
1. 恢復與神的交通
2. 恢復節期
3. 材料的預備
尼希米記：重建城牆à神的幫助
A. 尼希米蒙恩返聖城耶路撒冷(尼 1-2)
B. 重建城牆(尼 3-7)
C. 宣讀律法書, 重新立約（尼 8-13）

以斯帖記: 重建聖民à神的保護
以斯帖記是舊約歷史的最後一卷,記載寄居在波斯境內沒有回歸的猶太人的歷史, 不在神的
應許地居住, 沒有聖殿, 沒有先知對他們說話…但在被滅族的危機中, 看見神使他們翻轉得
勝, 他們仍然是神立約的子民。雖然書中沒有題到神, 卻看見幕後神的掌管, 神替子民爭
戰。

『以斯帖記』是猶太人於普珥節在會堂誦讀, 但因他們不承認耶穌是彌賽亞，
對他們來說，邪惡的哈曼敵不過正義的末底改/以斯帖，讀到哈曼的名字時會發出
嘶嘶的倒采聲, 讀到末底改的名字就歡呼, 甚至在這節期會吃一種三角型的餅, 表
明哈曼的帽子在被處死刑時掉落了。並且仍在等候彌賽亞將要降臨拯救他們，使
他們脫離現在以色列周邊的仇敵。
但當我們讀以斯帖記時, 看見神的應許與信實, 神奇妙地保守自己的選民，免遭被
滅族的厄運，以致斷絕了彌賽亞出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耶西的根和大衛的后裔
的應許之路。『以斯帖記』還有續集，就是十字架﹔道成肉身的耶穌為我們被釘
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上帝的兒子，是彌賽亞﹔他也為猶太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是猶太人望穿秋水等待的彌賽亞。
四. 以斯帖的名字：
以斯帖： 希伯來文原名：哈大沙（Myrtle)－（尼 8:15,賽 41:19,亞 1:8)
松樹長出，代替荊棘；番石榴長出，代替蒺藜。這要為耶和華留名，
作為永遠的證據，不能剪除。【賽 55:13】
波斯名： 以斯帖意為星星
五. 書中的結構：戲劇的角度
1. 危機：1-5 章
關鍵：王睡不著覺
2. 拯救：6-10 章
出場的人物： 以斯帖, 亞哈隨魯王,瓦實提,末底改, 哈曼 (撒上 15:20;出 18:8,16)
未出場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