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母耳記、列王記導論 

1. 前言： 

各位弟兄姊妹，今次我們一起閱覽撒母耳記「進入聖言」，但我們也會涉及列王記的介

紹，原因是它們同屬歷史書，撒母耳記上下和列王紀上下在希伯來聖經中它們也是屬於

「前先知書」，因為這是從先知的角度所記載的歷史，這是先知眼中的歷史，也是上帝

眼中的歷史。撒母耳記上下在希伯來聖經裡其實是同一卷書，我們分成兩卷是因為它有

點長。但是它其實是一卷書，撒母耳記上下這整卷書總共涵蓋了 150年的歷史，這 150

年是一千年的末了。亞伯拉罕的年代大約是公元前兩千年，大衛則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作

王，從公元前兩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前，以色列從一個人開始，成為一個家族，再成為一

個民族，最後再成為一個有十二支派的國家。在大衛的治理下成為王國，得到了全部的

應許之地，這是以色列歷史的高峰，從亞伯拉罕到大衛，有一千年的時間。撒母耳記上

下這兩卷書涵蓋最後的 150年，漸漸走上坡，最終到達高峰，得享平安和富足，大衛作

王時是高峰期，大衛死後，從列王紀可以看到一切開始走下坡，短短 500年間失去了一

切，這王國在高峰中下滑，最後走往滅亡被擄的境況，在寫作目的及神學反省中，我們

就知道原因。 

 

2. 寫作目的  

撒上、下與王上、下編纂成書，是針對王國的失敗，向被擄至異域的猶太人解釋為什麼

他們身為選民竟淪落到如此可憐的地步，以色列王國的失敗可以追溯到所羅門身上，甚

至更遠的事件，諸如大衛的犯罪，祭司以利家族的失職等都是構成整個悲劇的一些因

素。  

先知記錄歷史的另一目的，是要作為指控以色列民族背約的證據。原來先知在神和人所

訂立的誓約中，除了擔任約的中保外，更是約的監管人。當人毀約背棄神的時候，他們

作為神在人間的代理人就會向人提出控告和警告，甚至宣佈刑罰。歷史就是先知控告以

色列民的好證據。  

 

3. 神學思想  

由於本書的目的並非為提供王國時期的歷史資料，而是從神學觀點將有關選民的歷史事

蹟加以評論和解釋，並引為後人的鑑戒，全書所強調的中心思想是：  

「選民能否在應許之地生存，視乎他們是否忠於神與他們所立的約。整個朝代甚至

國家的興亡，也完全在乎他們是否遵守神的律法。」(參申 28 章)。  

這個論點影響了作者處理歷史資料 

A. 以利：以利統治長達四十年，但他的治績卻從未被提及。 

B. 掃羅：掃羅作王亦有四十年，除早期對外戰爭外，書中亦鮮有記述他其餘的事

蹟。 

C. 暗利：北國最英勇、輝煌的君王是暗利，他使摩押人重新向以色列降服，又為

以色列建立一個極有軍事價值的首都(撒瑪利亞)。並且，他死後 150 年，亞述

人仍稱以色列為「暗利之家」。但作者僅以六節經文輕描淡寫地提及他的統治

(王上 16:23-28)。 

D. 亞哈：另一方面，功績遠不及暗利的亞哈王，在巴力先知與以利亞的針鋒相對

下，反而佔了六章篇幅。  

 

作者對各君王的評價，也完全視乎他們是否作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有關這方面。作

者特別強調耶路撒冷的聖殿是唯一合法的獻祭地方(見申 12:5-14)： 

  



A. 南國：南國的君王每每因為沒有停止在邱壇獻祭(見王上 3:2)，而遭受指摘 

(只有希西家和約西亞王例外)；  

B. 北國：所有北國的君王則因耶羅波安在伯特利和但所建的邱壇，犯了使以色列      

人「陷在罪裡」的那罪。(見王上 12:26-32)  

 

4. 文學特色  

作者喜用一套套故事的形式來刻劃以色列民族史上的英雄人物，例如撒母耳記可順序清

楚地劃分為撒母耳、掃羅和大衛的事蹟。在這些英雄事蹟中，作者常常用比對的方式表

明不同人物對約的不同態度決定了他們前途的興衰。  

例如：撒上 1-3 章中以利的兒子代表當日法定宗教的領袖，而童子撒母耳則代表神

所揀選的一個寂寂無名的小人物。漸漸地，以利的兒子因失職而遭撇棄，但撒母耳

卻受神的抬舉，成為祂所重用的先知。  

 

5. 先知的重要地位 

本書指出先知在以色列歷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作者不但詳述先知的嘉言懿行(單是以利

亞和以利沙的事蹟便佔了列王紀上下篇幅的三分之一)，並且不斷提醒讀者，以色列的王

國是由先知建立、輔助和監督的。以色列的興亡、以及歷史中各樣大小的事蹟，正應驗

了神藉各先知所說的預言。 

 

6. 架構圖表  

A. 撒母耳記上 

A. 撒母耳最後一個士師     (1-12) B.掃羅第一位以色列王   (13-31) 

1. 哈拿 - 無子嗣的婦人    (1-2a) 

2. 以利 - 愚昧的先知     （2b-3） 

3. 以色列 – 驕傲的群體   (4-7) 

4. 掃羅 - 第一位以色列王  (8-12) 

 

1. 約拿單 - 驍勇善戰的兒子    (13-14a) 

2. 撒母耳 - 責備王的先知      (14b-15) 

3. 大衛的冒起                 (16-26) 

a. 純樸的牧人 

b. 出色的琴師 

c. 勇敢的戰士 

d. 遭忌的臣子 

e. 流亡的罪犯 

f. 流放的傭兵 

4.非利士人頑強的對手           (27-31) 

 

B. 撒母耳記下 

C. 大衞 : 盛世明君 (1-31) 

1. 得勝的高昇       (1-9) 

a. 一個支派 

b. 統一全國 

c. 全盛帝國 

2. 悲哀的沉淪       (10-20) 

a. 個人蒙羞 

b. 家庭破碎 

c. 百姓不滿 

3. 結語             (21-24) 

 

 

 



7. 撒母耳記、列王記、歷代志大綱 

撒母耳記上 

I. 撒母耳為士師 (1-7 章) 

1 撒母耳的出生 (1-2:10)  

2 撒母耳的童年 (2:11-3 章)  

3 約櫃被擄與以利的死亡 (4-5 章) 

4 約櫃被送回 (6 章) 

5 撒母耳戰勝非利士人 (7 章)  

II. 掃羅為王 (8-15 章)  

1 以色列人求立王 (8 章)  

2 掃羅被選為王 (9-11)  

3 撒母耳的自白 (12 章)  

4 戰敗非利士人 (13-14 章)  

5 亞瑪力人被滅與掃羅的違命 (15 章) 

III. 掃羅與大衛 (16-31 章)  

1 大衛受膏與覲王 (16 章)  

2 大衛戰勝歌利亞 (17 章)  

3 大衛與約拿單 (18-20 章)  

4 大衛的逃亡與流浪 (21-30 章)  

5 掃羅與約拿單戰敗身亡 (31 章)  

 

撒母耳記下 

I. 大衛在希伯崙作猶大王 (1:-4:12)  

1 大衛為掃羅王及約拿單舉哀 (1:1-27) 

2 大衛與伊施波設兩個王朝 (2:1-3:1) 

3 伊施波設王朝敗落 (3:2-39) 

4 伊施波設王朝亡 (4:1-12) 

II. 大衛作以色列的王，國家昌盛 (5:1-9-13)  

1 統一全國及克制外敵 (5:1-25)  

2 抬约櫃進京 (6:1-23) 

3 神應許大衛國位永存 (7:1-29) 

4 大衛的文治武功 (8:1-18)  

5 大衛寬待米非波設 (9:1-13) 

III. 大衛干罪及其牽連 (10:1-20:26)  

1 大衛犯罪的詳情 (13:1-39) 

2 暗嫩亂倫與被殺 (13:1-39) 

3 押沙龍獲赦回國 (14:1-33)  

4 押沙龍叛變(15:1-18:33)  

5 大衛返京與示巴背叛 (19:1-20:26) 

IV. 大衛當政期間事的附錄 (21:1-24:25)  

1 基遍人與三年饑荒 (21:1-14) 

2 大衛與非利士人交戰事例 (21:25-26)  

3 大衛的感恩讚美詩 (22:1-51)  

4 大衛臨終之詩 (23:1-3)  

5 為大衛和以色列爭戰的勇士名錄 (23:8-39)  

6 大衛因核全民人數而惹神怒 (24:1-25)  

列王記上 

I. 所羅門作王 (1:1-11:43)  

1 大衛晚年 (1:1-2:12) 

2 所羅門登基 (2:13-46) 

3 所羅門的智慧與富強 (3:1-4:34) 

4 建造聖殿 (5:1-8:66) 

5 所羅門的聲譽 (9:1-10:29)  

6 所羅門的墮落 (11:1-43) 

II. 王國分裂 (12:1-22:53)  

1 分裂的因由 (12:1-24) 

2 耶羅波安作以色列王 (12:25-14:20)  

3 羅波安作猶大王 (14:21-31) 

4 亞比央、亞撒作猶大王 (15:1-24) 

5 拿答作以色列王，巴沙篡位 (15:25-31) 

6 巴沙、以拉作以色列王，心利篡位 (15:32-16:14) 

7 暗利作以色列王 (16:15-28) 

8 亞哈作以色列王 (16:29-22:40)  

A 亞哈敬拜巴力 (16:29-34) 

B 以利亞的神蹟 (17:1-24) 

C 以利亞對抗巴力 (18:1-19:21) 

D 亞蘭爭戰 (20:1-43) 

E 亞哈計奪葡萄園 (21:1-29) 

F 亞哈陣亡 (22:1-40) 

9 約沙法作猶大王 (22:41-50) 

10 亞哈謝作以色列王 (22:51-53) 

列王記下 

I. 王國分裂時期 (1:1-17:41) 

1 亞哈謝作以色列王 (1:1-18) 

2 以利沙繼承以利亞 (2:1-25)  

3 約蘭作以色列王，與約沙法合攻摩押 (3:1-27) 

4 以利沙的神蹟 (4:1-8:15) 

5 約蘭、亞哈謝作猶大王 (8:16-29) 

6 耶戶作以色列王，剿滅亞哈家 (9:1-10:36) 

7 亞他利雅在猶大執政，耶何耶大助約阿施復位

(11:1-21) 

8 約阿施作猶大王 (12:1-21) 

9 約哈斯、約阿施作以色列王 (13:1-25) 

10 亞瑪謝作猶大王 (14:1-22) 

11 耶羅波安作以色列王 (14:23-29) 

12 亞撒利雅作猶大王 (15:1-7) 

13 撒迦利雅作以色列王，沙龍篡位 (15:8-12) 

14 米拿現、比加轄作以色列王 (15:13-26) 

15 比加作以色列王，何細亞篡位 (15:27-31)  

16 约坦、亞哈斯作猶大王 (15:32-16:20) 

17 何細亞作以色列王，以色列亡國被擄 (17:1-41)  

II. 猶大獨存時期 (18:1-25:30)  

1 希西家作猶大王 (18:1-20:21) 

2 瑪拿西、亞捫作猶大王 (21:1-26) 

3 约西亞作猶大王 (22:1-23:30) 

4 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作猶大王 (23:31-24:16)  

5 西底家作猶大王，猶大亡國被擄 (24:17-25:21) 

6 基大利作首長 (25:22-26) 

7 巴比倫王恩待約雅斤 (25:27-30) 

歷代志上 

I. 族譜：由亞當大衛 (代上 1:1-9:44)  

II. 大衛的統治 (代上 10:1-29:30) 

歷代志下 

III. 所羅門的統治 (代下 1:1-9:31) 

IV. 猶大列王的統治 (代下 10:1-3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