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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色列國的歷史（ㄧ）

劉梅蕾師母@ROLCC

ㄧ. 被擄前的歷史
A. 部族時代：約書亞記： 得迦南地à神的應許
約書亞記是舊約十二卷歷史書的第一卷書，而根據猶太傳統，希伯來文舊約聖經是
以三部分組成: 律法書、先知書和聖卷。約書亞記是被列為先知書的第一卷。 此書看
見神呼召約書亞接替了摩西領導的棒子，帶領新的一代以色列民，爭戰進入上帝對以
色列的列祖所作的應許，承受迦南地為基業。 耶和華藉著爭戰除去一切仇敵的權勢，
預備那地。百姓藉著爭戰得著腳掌所踏之地為產業，耶和華得著百姓為祂自己的產
業。本書雖然多講到神的應許和他大能的作為，但這與人的信心很有關係。人因信過
約但河， 因信攻佔耶利哥，因信見到神榮耀，因信勝了諸仇敵，因信承受神的應許因
信得分地為業，因信得以進入安息。(來四 3)。約書亞記中的聖戰: 進迦南的爭戰看見
神為祂子民爭戰的主題(書 10:14, 23:3, 10)
約書亞記中的基督: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書 5:14-15)
約書亞其名與其人 他的名原為何西亞(民一三:8)，意即“他拯救”，但摩西為他改名
為約書亞(民 一三:16)，Yehoshua，意思是“雅巍拯救” 即“耶和華拯救 ”(Yahweh
saves)， 這名字相當於希臘文的“耶穌”。
地業：『從曠野和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處，都要
作你們的境界。』 書（1:3-4）
12 支派分地為業, 利未人無地業但神是他們的產業。
“…耶和華照著向他們列祖起 誓所應許的一切話，使他們四境平安﹔他們一切
仇敵中，沒有一人在他們面前站立得住。…耶和華應許賜福給以色列家的話一
句也沒有落空，都應驗了。（書 21:43-45, 創 15:18-21)
『立石為記』：1. 過約但河/吉甲（書 4：1-3,6-7; 9; 19-24）
2. 耶利哥/艾城/亞割谷(書 7:25-26, 28-29,30-32)
3. 示劍（書 24:19-28）
B. 士師記： 任意而行à神的審判
士師記與約書亞記有極大的對比，在書中看到以色列不斷重複著「罪惡的循
環」，本書的主題是建立在「以色列中沒有王」的論調上，因為這句話反覆出現。
以色列人不以神為王，不遵行神的旨意，卻與敵人妥協，不但沒有將迦南人全部滅
絕，反而與他們結盟（2:2），接著與迦南人聯婚結親（3：5-6）。因為與迦南
人有血統關係，效法迦南人的惡習，生活就開始墮落，忘記耶和華，行耶和華眼中
看為惡的事，去事奉他們的神，因而惹神發怒，最後招致羞辱，受仇敵欺壓（2:
11-15）。當他們因受仇敵欺壓擾害時，在痛苦中就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興起
士師， 士師起來拯救他們脫離仇敵的手，但士師死後，他們又轉去行惡

（2:16-19）。士師記就是記載這些事情的循環：墮落à受壓à悔改à拯救, 而士師是
審判者,也是軍事和靈裡的拯救者，將以色列人從罪與綑綁中解救出來。
士師記中的基督：祂是我們的士師
士師記中的敵人：士 3:1-4
a. 12 位士師
士師
俄陀聶
以笏
珊迦
底波拉
基甸
陀拉
睚珥
耶弗他
以比讚
以倫
押頓
參孫

支派
猶大
便雅憫
？
以法蓮
瑪拿西
以撒迦
基列（瑪拿西）
基列（瑪拿西）
伯利恆（猶大
西布倫
以法蓮
但

敵人
米所波大米人
摩押人
非利士人
迦南人
米甸人
？
？
亞捫人
？
？
？
非利士人

經文
3:7-14
3:15-30
3:31
4:1-5:31
6:1-8:32
10:1-2
10:3-5
10:6-12:7
12:8-10
12:11-12
12:13-15
13:1-16:31

b. 但人的遷徙--宗教的混亂((18:1-31)
c. 基比亞的惡行與便雅憫支派？道德的混亂（20:1-21:25）*20:17
寫的時間大約是大衛在希伯倫作王之時, 同時期掃羅之子伊施波設
及元帥押尼珥在約但河東作王, 士師記主要是表明掃羅不是神所設立的那君王,
大衛才是合神心意的君王.
士 1:9
猶大支派作帶領
士 1:27-36 強調進迦南許多未征服之地
士 19-21 章 基比亞事件(掃羅是便雅憫之派)
士 21:25
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C.

路得記： 定意跟隨à神的恩慈（路 1:16）
路得記是一個救贖的故事，路得能夠脫離困苦，她的婆婆拿俄米能夠「從空空的
變為滿滿的」，是因為他們遇到了「救贖者」（「至近的親屬」原意）。故事中的
救贖者有兩位：地上的救贖者是波阿斯，天上的救贖者是促使這一切發生，滿有恩
慈憐憫的神。是大衛家族的一個伏筆, 也是耶穌基督家譜的伏筆
救贖的家譜：「波阿斯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耶西生大衛。」（得 4:21-22）
路得記中的基督：祂是至親的救贖者

二. 王國時代（上）：撒母耳記上下：合神心意à神的揀選
撒母耳記是在講以色列這個「國家」的故事，告訴我們「以色列王國」誕生的經過，

以色列原先是一個部落， 後來卻成為一個國家；原先是由族長領導，後來卻由君王
統治。而撒母耳是被神使用帶領以色列，從危機黑暗的士師時代，進入屬靈恢復的以
色列國。看見透過禱告, 產生合神心意的人來完成神的事工。
撒母耳記中的基督:祂是可信賴的先知(徒 3:18-24)
a. 哈拿: 難處/許願/還願（撒上 1:1-2:11）
b. 撒母耳
1. 神選召的祭司(撒上 2:31-36)
2. 蒙召的先知(撒上 3:1-21,代上 29:29,徒 3:24)
3. 士師的職份(撒上 7:12-13,)
4. 膏掃羅與大衛為王(撒上 8:1-5)
5. 代求者（撒上 12:23-24,詩 99:6,耶 15:1）
6. 一生清白(撒上 12:2-5)
7. 以善道正路指教百姓(撒上 12:7,16,20-23)
c. 掃羅: 便雅憫人,是大能的勇士, 健壯, 俊美, 高大, 無人可比
1.三次被膏
a)拉瑪--撒母耳用油膏掃羅(撒上 9:15-10:1)
b)米斯巴--摯籤摯出掃羅在眾人面前(撒上 10:17-27)
c)吉甲--立國/以色列國的產生,立掃羅為王
2. 被膏後的掃羅
a)神藉撒母耳的口應證神的揀選與膏抹
--驢的找回, 從神人手中接餅, 與先知一同受感說話
b)被神的靈感動, 得著新心, 成為新人,受感說話
3. 掃羅的失敗
a) 第一次被棄：吉甲獻祭 (撒上 13:13-14)
b) 第二次被棄：沒有滅盡亞瑪力人（撒上 15:1-35）
c) 第三次被棄：求問交鬼婦人（撒上 28:1-25）
d. 大衛:
1. 三次被膏
a)

伯利恆：在撒母耳與家人面前(撒上:16:4;12-13)

b) 希伯崙：作猶大家的王(撒下 2:1-4)
c) 希伯崙：作以色列的王（撒下 5:1-5）
2. 大衛與歌利亞
a)大衛爭戰的信心
a-1 認識以色列人是永生神的軍隊
a-2 不容讓神的名受羞辱
a-3 不看自己年輕

a-4 認識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
a-5 有神的同在
b)大衛得勝的信心
b-1 勇敢面對敵人
b-2 選用對的武器—甩石的機弦
b-3 宣告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b-4 奪得仇敵非利士人的營盤
3. 大衛的逃亡與掃羅
a)拯救基伊拉(撒上 23:1-13)
非利士人攻擊基伊拉
大衛求問耶和華
擊敗非利士人救了基伊拉
掃羅的追索
b)逃至西弗曠野(撒上 23:14-23)
掃羅天天尋索大衛，神卻不將大衛交在祂手裡
約拿單的鼓勵，”使他倚靠神得以堅固”
西弗人出賣大衛
c)逃至瑪雲曠野(撒上 23:24-29;25)
急忙躲避掃羅
非利士人犯境而使掃羅不追趕大衛
d)逃至隱基底(撒上 24:1-22)
大衛不敢伸手害掃羅，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只割了衣襟
大衛也不容跟隨的人害掃羅
掃羅自承其過：因大衛以善待他
e)撒母耳死亡(撒上 25:1)
f)大衛與亞比該(撒上 25:2-44)
拿八以惡待大衛
亞比該的見識(女子護衛男子):願意擔罪欄阻大衛伸手報仇，流人的血
g)再在西弗善待掃羅(撒上 26:1-25)
大衛不敢伸手害掃羅，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只拿了槍和水瓶
大衛也不容跟隨的人害掃羅
掃羅認罪
h)逃至非利士地(撒上 27:1-12， 29:1-30:31)
投奔亞吉王
擊殺亞瑪力人
在洗革拉妻兒大小都被擄去
大衛卻倚靠耶和華，心裡堅固
大衛求問神：我追趕仇敵追得上、追不得上呢？
耶和華說：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來

將擄物分給人：上陣的與看守器具的同分擄物
送與朋友(素來所到之處的人)
掃羅的敗亡
擊殺耶和華的祭司和挪伯城的祭司(撒上 22:11-23)
見隱多珥女巫要召出撒母耳(撒上 28:5-25)
掃羅與其子陣亡於基利波山(撒上 31:1-13)
大衛厚待掃羅的後代(撒下 1:1-27,9:1-13)
4. 大衛與約櫃
大衛尋找約櫃(代上 13:1-3, 詩 132)
大衛迎接約櫃
a)第一次由亞比拿達的家中迎接失敗(撒下 6:1-10)
*烏撒
b) 第二次由俄別以東的家中迎接(撒下 6:11-18; 代上 15:1-3)
＊米甲
5. 大衛起意建殿(撒下 7:1-29; 代上 17; 22:6-9; 徒 7:44-50; 15:14-18)
6. 大衛干罪與牽連（撒下 11:1-27)
a. 姦淫: 鬆懈, 順從情慾, 與拔示巴同房
b. 謀殺: 遮蓋其罪, 召烏利亞回家, 設計謀害烏利亞致死, 娶拔示巴為妻
使約押有大衛的把柄
c. 神的管教:
c-1 神差先知拿單以喻指出其罪
c-2 神的責備與預言
c-2-1 藐視耶和華的命令
c-2-2 刀劍永不離開大衛的家
c-2-3 家中興起禍患
c-2-4 暗中所行的在日光之下被報應
c-2-5 使仇敵得著褻瀆的機會
c-2-6 所得的孩子必死
大衛的悔改
a. 立刻認罪,沒有推託
b. 孩子病重而死, 承受刑罰, 應驗神的話
c. 進耶和華的殿敬拜
d. 再得一子所羅門蒙耶和華所愛
罪的牽連
a. 家的牽連
a-1 暗嫩與他瑪—奸淫與亂倫

a-2 暗嫩與押沙龍—仇恨與謀殺
a-3 押沙龍與大衛—愛與饒恕的衝突
a-4 大衛無力管教兒子
a-5 容讓罪的滋生
b. 國的牽連
b-1 押沙龍的叛逆（押沙龍的靈）
b-2 迫使大衛逃亡
c. 押沙龍的結局
c-1 引以為傲的頭髮成為治命傷
c-2 被約押所刺死
c-3 大衛為其哀慟
d.大衛重返京都為王
d-1 猶大人與以色列人相爭
d-2 仇敵攻打戰事甚多
d-3 約押更加得勢成為以色列全軍的元帥
7. 大衛的晚年
數點人數
a. 大衛再度犯罪得罪神
b. 瘟疫與阿珥楠禾場的獻祭
膏所羅門為王
為神的殿預備
建材的預備
預備所羅門的心
邀請首領及眾百姓
稱頌耶和華
大衛壽終---代上 29:26-30；徒 1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