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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人的離散和聚合 
 

一． 巴別塔 

 

“巴別”、“城”、“塔”(創十一) 

“巴別”意為“混亂”（創十一） 

LBN”ְלֵבנָה“  磚塊， “ נְָבָלה  ”NBL 混雜、攙和 

口音相同 -- 不同 

聚集     -- 分散 

建造     -- 停工 

人的驕傲導致上帝創世以來第三次的審判、言語變亂、分散全地 

 

以色列十二支派(雅各十二個兒子)： 

 

1. 流便，或者譯爲呂便(Reuben)：雅各的長子，利亞所生。 

2. 西緬(Simeon)：雅各次子，利亞所生。 

3. 猶大(Judah)：雅各四子，利亞所生，職業為法官。按照家譜，耶穌就是從此支派所出。 

4. 但(Dan)：雅各五子，辟拉所生。 

5. 拿弗他利(Naphtali)：雅各六子，辟拉所生。 

6. 迦得(Gad)：雅各七子，悉帕所生。 

7. 亞設(Asher)：雅各八子，悉帕所生。 

8. 以薩迦(Issachar)：雅各九子，利亞所生。 

9. 西布倫(Zebulun)：雅各十子，利亞所生。 

約瑟(Joseph)：雅各十一子，拉結所生。雅各曾在約瑟兩個兒子頭上按手祝福，按照當時的習俗 

    等於是雅各收養了此二子。 

10.以法蓮(Ephraim)半支派：約瑟次子。因雅各將右手按在他頭上，立他大於他的哥哥瑪拿西。 

11.瑪拿西(Manasseh)半支派：約瑟長子。 

12.便雅憫(Benjamin)：雅各十二子，拉結所生。使徒保羅就是從此支派所出。 

 

利未支派： 

利未(Levi)：雅各三子，利亞所生。為耶和華揀選的祭司，由其他支派共同供養，因此不參與分

配土地。摩西及他的哥哥大祭司亞倫都是此一支派。 

 

啓示錄中的十二支派記述不同（啓七 2-8） 

 

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 430 年、受苦待；上帝揀選摩西/約書亞：曠野 40 年、進入應許地迦南 

 

士師時代（約 300年）：七次的背叛和十二位士師 

 

 士師與“長老”不同的是，士師有法律方面的裁決權和一般的行政權力，以及軍事領袖。 

七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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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犯罪 

耶和華怒氣發作 

上帝將他們交在敵人手中受欺壓 

上帝為他們興起士師 

士師拯救以色列人 

結論（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二十一 25） 

 

王國時代 

  

 聯合王國：掃羅(便雅憫支派)、大衛(猶大支派)、所羅門 
百姓要求撒母耳(利未支派)立王(撒上八 4-8) 

 分裂王國（BC931開始） 

  南國猶大(猶大、便雅憫支派) 

  北國以色列(其餘的十個支派) 

 南北國不同之處 

1. 敬拜中心： 

南國猶大(耶路撒冷是屬靈的象徵) 

北國以色列(撒瑪利亞) 

2. 君王 

南北各有二十位君王，南國猶大有好的八位君王、北國以色列一個好君王都沒有 

3. 大衛約的應許在南國猶大 

 

 特點 

1. 只有一個是正統敬拜中心(耶路撒冷) 

2. 先知的信息要成就神的話語，王朝交替的後面有先知的話語 

3. 神因為百姓的罪而實施刑罰 

 

 王國興衰的原因 

  1. 諸王如何對待先知 

南國猶大的亞撒和約沙法善待先知 

北國以色列諸王輕視先知話語 

2. 對先知預言有何反應 

遵行蒙福 

悖逆受罰 

咒詛還是蒙福取決於選民的“順服”與否 

 

神權統治？民主政體？君主政體？還是“無為之治”？ 

 

二. 五旬節 

 

逾越節 50天是五旬節之後；耶穌復活之後教導眾門徒 40天、升天 

五旬節聖靈降臨、初代教會建立，開始二千年教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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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士師圖表 

NO 士師 支派 欺壓者 欺壓年數 作士師年數 經文 

1 俄陀聶(Othniel) 猶大 米所波大米人（古珊利薩

田，Cushan-rishathaim) 

8 40 士三：7 - 11 

2 以笏(Ehud) 便雅憫 摩押人（伊磯倫王 Eglon） 18 80 三：12 - 30 

3 珊迦(Shamgar) 拿弗他利？ 非利士人 ？ ？ 三：31 

4 底波拉(Deborah) 以法蓮 迦南人（耶賓王，Jabin） 20 40 四：4- 五：31  

5 基甸(Gideon) 瑪拿西 米甸人 7 40 六：11- 八：35 

6 陀拉(Tola) 以薩迦 （自相殘殺） ？ 23 十：1 - 2 

7 睚珥(Jair) 基列 （自相殘殺） ？ 22 十：3 - 5 

8 耶弗他(Jephthah) 基列 亞們人 18 6 十一：1- 十二：7 

9 以比贊(Ibzan) 伯利恆  -  ？ 7 十二：8 - 10 

10 以倫(Elon) 西布倫  -  ？ 10 十二：11 - 12 

11 押頓(Abdon) 以法蓮  -  ？ 8 十二：13 - 15 

12 參孫(Samson) 但 非利士人 40 20 十五：2- 十六：31 

 

分裂後的以色列王國的列王年代表 

南國猶大(猶大支派和便雅憫支派)  北國以色列(其餘的 10個支派)  

國王 年代(年數) 評價 先知 國王 年代(年數) 評價 先知 

1. 羅波安 931~913(18) 壞 示瑪雅/易多 1. 耶羅波安 I 931~909(22) 壞 亞希雅 

2. 亞比雅 913~910(3) 壞      

3. 亞撒 910~869(41) 好 亞撒利雅 

哈拿尼 

2. 拿答 909~908(2) 壞  

 3. 巴沙 909~886(23) 壞 耶戶 

4. 以拉 886~885(2) 壞  

5. 心利 885 (7天) 壞  

6. 提比尼 885~880*(5) 壞  

7. 暗利 885~874*(12) 壞  

4. 約沙法 872~848*(24) 好 耶戶 

雅哈悉 

以利以謝 

8. 亞哈 874~853*(22) 

敬拜巴力 

450位假先知 

壞 以利亞 

米該雅 

5. 約蘭 853~841*(12) 壞 以利亞 9. 亞哈謝 853~852*(2) 壞 以利沙 

6. 亞哈謝 841(1) 壞  10. 約蘭 852~841(12) 壞  

7. 亞他利雅 841~835(6) 壞  11. 耶戶 841~814(28) 壞  

8. 約阿施 835~796(39) 好 撒迦利雅 

約珥 

12. 約哈斯 814~798*(16) 壞  

9. 亞瑪謝 796~767*(29) 好  13. 約阿施 798~782*(16) 壞  

10. 亞撒利雅

/烏西雅 

792~740*(52) 好 以賽亞 

彌迦 

14. 耶羅波安 II 793~753*(41) 壞 約拿 

何西阿 

阿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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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撒迦利雅 753(6個月) 壞  

16. 沙龍 752(1個月) 壞  

17. 末拿現 752~742(10) 壞  

18. 比加轄 742~740(2) 壞  

11. 約坦 750~732*(18) 好  19. 比加 752~732(20) 壞 俄德 

12. 亞哈斯 735~715*(20) 壞  20. 何細亞 732~722(20) 壞  

13. 希西家 729~686(33) 

廢去丘壇 

好  主前 722年，亞述征服北國以色列。 

14. 瑪拿西 697~642(55) 壞  

15. 亞們 642~640(2) 壞  

16. 約西亞 640~609(31) 

廢去丘壇 

好 戶勒大 

西番雅 

17. 約哈施 609(3個月) 壞 那鴻 這十個支派剩餘的人加入猶大國，猶大國後來稱為以色列。 

18. 約亞敬 

/以利亞敬 

609~598*(11) 壞 耶利米 

19. 約亞斤 

/哥尼雅/耶哥

尼雅 

598~597*(1) 壞 哈巴谷？ 

20. 西底家 

/瑪探雅 

597~586(1) 壞 以西結  

主前 587年，巴比倫征服猶大 - 聖殿被毀 

主前 539年，瑪代波斯征服巴比倫  哈該 

撒迦利亞 

第一批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 

主前 520-515年 俄巴底亞 

但以理 

聖殿部分重建 

主前 458年以斯拉返回耶路撒冷重整律法。 

主前 445年 瑪拉基 耶路撒冷城墻重建（尼西米） 

上帝沉默 400餘年，沒有話語，期間馬加比帶領猶太人起義，建立哈斯曼王朝（166-63） 

羅馬將軍龐培與主前 63年占領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由羅馬指派傀儡王統治（大希律，主前 37-4） 

基督出生。大約主前 6-4年 

基督受洗 30歲、傳道 3年半，之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主日)死里復活 

五旬節、聖靈降臨，教會建立 

羅馬將軍提多毀滅耶路撒冷、聖殿被毀至今。西元 70 年 

約翰寫下最後一卷書：啓示錄，約主後 95年 

注： 

* 共同攝政 

** 年代數，不包括指明除去的天數或月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