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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查经聚会之一 
      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祷告: 为小组聚会 
背景(主题綱领)簡介: (组长分享): 15-20 min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王上 1:1-53.     

 
列王记上下:导论 
 
希伯来文旧约： 四卷前先知書合成一本(Naviim)：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不分上下

冊)， 列王記(不分上下冊). 希腊文七十士旧约称撒上下为第一和第二本王国历史（1st and 

2nd Book of the Kingdom）, 王上下为第三和第四本王国历史（3rdand 4th Book of the 

Kingdom）. 改教家将四本王国历史分成卷一（一和二）卷二（三和四）， 成为今日撒上下

为第一第二本王国历史，王上下为第三和四本王国历史.  
 
列王记記載猶大國和以色列國諸王的事蹟，所以命名為‘列王紀’. 
 
在希伯來文聖經中，列王紀上和列王紀下原為一卷.  
 
本書著者不詳. 解經家中有的說是文士以斯拉所寫，有的說是先知耶利米所寫. 雖然我們不

能斷定究竟是誰寫的，可是耶利米是本書的著者有下列的根据：(一)寫王上時第一個聖殿還

在，（8:8）(二)書中句法多與耶利米書历史補篇的句法相同（如王下 24:18-25:30 与耶

52）. 按所记载之事来计算，本書约在主前六世纪中页㝍成.  
 
本書內容包括：大衛的晚年, 所羅門的登基, 聖殿的建造, 所羅門的晚年和墮落, 國度的分

裂, 猶大國王－從羅波安起到約蘭止－的記事, 以色列國王－從耶羅波安起到亞哈謝止－的

記事, 以利亞的傳記.  
 
王上的記載所包括的時間約有一百十八年，自主前一○一五年起，至主前八九七年止. 王下

包括的時間約有三百零九年，自主前八九六年起，至主前五八七年止.  
 
王上下被看作是一部大型作品申命记之书(Deuteronomistic History 即从约书亚记到王上下

的系列)的一部分. 在王上下的主题和语言中可以找到对该论点的支持，特别重要的是申命记

强调集中一处敬拜神的主题（参申 12:5），耶和华话语和预言的实现（参申 18:15-22），以

及神对以色列未能專一敬拜耶和华的报应（参申 27; 28:15-68）.  

 

列王紀上下記載事情的年代大致跟歷代志相同, 君王年亗与统治年代的差异可以用登基年和

与前王同輔政的年代计算的不同，和不同的版本抄写的准确性作解释，列王紀著重於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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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歷代志卻著重於猶大. 只有當以色列王跟猶大的歷史有關係，歷代志才提到他們. 雖然

列王紀和歷代志所記的大致相同，但由於後者寫成較晚，且目的不一樣，因此不時有前者所

缺的詳細資料.  

 
寫作宗旨与內容: 
 
主題: 从流亡归来的復兴希望.  
 
本書的目的是教导流亡者什么是耶和华喜悦的生活方式，遵守这种生活方式会阻止他们重蹈

过去列王离棄神的覆辙，使他们不会破坏他们的未来. 它的信息是:“紧紧抓住我们的神. 绝

不放手. 最重要的是，服从他籍摩西傳下来的准则. ” 
 
王上下全书大綱: 

 

倒行相对重叠架搆:全文首尾互相呼唤 
 
A  王上 1-12  所罗门的兴起与失败 

 B  王上 12-16 王国分裂(南:罗波安-亚撒,北:耶罗波安-亚哈) 

  C  王上 17-21 先知以利亚的预备工作  

   D  王上 22 亚哈不信先知-病死 
  D’王下 1 亚哈谢不信先知-病死 

C’王下 2-9 先知以利沙的预备工作 
B’王下 9-17 分裂王国: 北国以色列亡(南:亚哈谢-亚哈斯,北:耶户-何西亚) 

A’王下 18-25南国猶大独存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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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cccky.org/education/Kings/Lesson-1-Israel%20king%20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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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犹大以色列王” 一览表.  

 

参考资料包括：(software and weblink) 

 

Expository Bible Commentary, Revised series (13 vol.) 

Zondervan Study Bible, Notes. 

ESV Study Bible. 

https://www.ccbiblestudy.org/index-T.htm 

 

 

王上 1-12  所罗门的循环 
 
A  王上 1 王国登基之争 

 B  王上 2善恶 

  C  王上 3 祷告 

   D 王上 4 对内  中心思想 
  D 王上 5 对外  中心思想 

D 王上 6 对神  中心思想 
D 王上 7 对人  中心思想 

C’王上 8 祷告 
B’王上 9,10 善恶的后果 

A’王上 11-12 王国分裂之争 
 

王上 1 王国登基敍述:四子亚多尼雅与所罗門登基之争: 
 
大卫第四子亚多尼雅自尊为王, 元帅约押, 祭司亚比亚他跟随他.(大卫勇士, 比㧱雅, 祭司

撒督, 先知㧱单, 示每, 利以不跟随他), 大设筵席款待让他们, 不跟随他的人和所罗門都不

被邀请. 
 
先知㧱单指示拔示巴告诉大卫这件事, 㧱单亦见王证实此事. 
 
大卫使所罗門骑上自己的骡子下基训, 命先知㧱单, 祭司撒督膏立所罗門为王. 
 
亚多尼雅闻讯大驚, 抓住祭坛求恕, 所罗門警告他, 放过他. 
 
分组时间: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别討論 1, 2或 3, 4, 5, 6, 7, 8，etc大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

參考, *自由犮揮)？ 
 

https://www.ccbiblestudy.org/index-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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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讨论: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Q1. O.I. 這故事与押沙龙夺王位的记录(撒下 14,15)是否相似? 试比較评论之. 
 
相似之处: 
 
押沙龙既取得大卫宽恕，第二步则为争取民心. 他外出有车马，有随从开道，以建立王者气

派（参撒上 8:11）；经常来到城门口为民断案，暗中赢取民心（撒下 15:6）, 在秘密计划获

得王位. 为了给百姓留下深刻印象，他装出了一种自认为是适合于确定的王位继承人姿态. 

比较亚多尼雅，当他以登基为目的“自尊”时，也遵循了同样的行动路线（王上 1:5）. 

 
不相似之处: 
 
押沙龙成功造反, 亚多尼雅失敗. 

 
 
Q2. I. 为什么先知㧱单指示拔示巴告诉大卫指定所罗門继承王位? 
 
先知㧱单曾警告大卫犯了奸杀之罪, 大卫悔改后也代表神传达宽恕大卫的讯息, 又顸言神要

楝选他与拔示巴所要生的儿子耶底底亚(Jedidiah)承继王位(参撒下 7;12-17, 12:25), 因此

他在此非常时期指示拔示巴當机行事. 

 
 
*Q3. O.I.A. 所罗门能够登上王位，主要有那些方面的支持？1:8,39-40. 一套政策之成功，

在于上下之间的合作. 在教会推动圣工时，你是否留意这一点呢？ 
 
所罗门能够登上王位，主要有的支持: 大卫勇士, 比㧱雅, 祭司撒督, 先知㧱单, 示每, 利

以, 众民跟随他.最重要的是大卫的认许和神的祝福. 
 
在教会推动圣工时, 最重要的是神的认许和祝福, 神会安排其他教会领袖和会众的合作.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 作整体性總結.) 
 
分组祷告: 15 min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