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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
2）写作日期
3）读者
4）资料来源
5）写作目的



书卷资料

1. 作者

a)一位作者或多位编者

-耶利米
-被掳的匿名作者

b)一位或多位申命记式作者



由于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以及
列王记的主要神学思想与申命记非常相似
（亦即遵行神话语则蒙福，否则受咒诅），
因此有些学者就认为这些书卷是由同一位
（或多位）作者编写而成的。这位作者被
称为“申命记式作者”(Deuteronomist)，而
这段历史也被称为“申命记式历史”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书卷资料

2.写作日期
a)记载犹大王约雅斤被巴比伦王

于主前562年释放之事
b)未提犹太人从巴比伦于主前537年

回归之事
c)假定于主前562-537年



书卷资料

3.读者

被掳中的犹太人



书卷资料

4.资料来源
-「所罗门记」王上11:41
-「以色列诸王记」王上14:19
-「犹大列王记」王上14:29
- 其他：「大卫宫廷史」、

「先知史料」



书卷资料

5.写作目的

a)有系统的记载以色列的王国历史

b)指出以色列国亡之因由

c)指出遵行神的话乃蒙神祝福唯一的
途径





文体(文学体裁/文类)：

用以写作的文学类型体裁：散文、诗歌、
小说、报告文学、论文、自传，等。

认识圣经文体的重要性：
- 帮助我们区分不同的书卷
- 帮助我们对经文指出更准确的分段
- 帮助我们使用准确的释经原则

确认圣经文体是正确释经重要的一步

圣经文体



圣经文体种类：

1.  法律体裁

2.  叙事体裁

3.  诗歌体裁

4.  智慧文学体裁

圣经文体

5.  福音书体裁

6.  书信体裁

7.  先知预言体裁

8.  启示文学



圣经文体种类：

1.  法律体裁 – 摩西五经：

a) 明文法律 apodictic law；绝对法；“不可”

b) 決疑法律 casuistic law；“若..”

2.  叙事体裁 – “故事”

- 选择性的记载；使用“起承转合”的写作模式

- 种类：悲剧、史诗、爱情故事、英雄事迹、

讽刺作品、辩论/对峙，等。

圣经文体



圣经文体种类：

3.  诗歌体裁

- 使用平行句式（两/三/四）

- 种类：赞美诗、哀歌、诅咒诗、训诲诗、忏悔
诗、字母诗、旅途诗、弥赛亚诗、君王诗，等。

4.  智慧文学体裁

-包括 1) 箴言文学；2) 反思文学

5.  福音书体裁

-四福音书；包括耶稣个人水平及教义

圣经文体



圣经文体种类：

6.  书信体裁

- 指以“信”的形式而流传在教会群体之间

- 包括1) 释经讲论；2) 劝勉讲论

7.  先知预言文体

-主要记载神启示先知的话语：呼召人悔改归神，
谴责个人与社会的罪恶、并宣告即将临到的审
判。先知文体也包含少部分有关未来的预言。

- 神亲自保守他的話語得以成就。

圣经文体



圣经文体种类：

8.  启示文体

- 用异象、比喻、隐喻、数字等写作手法，来影射
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发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
为受压迫的民族带来鼓励、安慰与盼望。

- 因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传统正遭受被希腊化的民族
危机，他们更迫切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因此产生很
多启示文体的作品，其中包括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

圣经文体



叙事体裁



 以故事叙事出现，并以人物为中心；他们真实
的性格和感受，以及与神、人、世界的关系，
均成了传递意义的重要媒介。

 由于圣经主要记载神的救恩历史，因此圣经中
的叙事是有选择性的，并非巨细靡遗地提供一
个完整的传记。

 叙事体包括：悲剧、史诗、爱情故事、英雄事
迹、讽刺作品、辩论等。

叙事体裁

叙事体裁



叙事者透过三个主要的元素来传递信息︰

1）人物 character（故事人物或叙事者）

2）情节 plot （解释、冲突、议决）

3）角度/观点 point of view (即叙事的角度)

当然还包括其他的文学技巧：伏笔、倒叙、压缩、
等

叙事体裁

叙事体裁



 叙事文体不单是讲人物故事，更是要讲神在这
些人物身上和透过他们所做的事。神才是真正
的主角。

 叙事文当以字面意思来理解，切勿灵意化。

 不能从叙事文中整理出规条。

叙事体裁

叙事体裁



诗文写作结构章法方面的术语：

“起”是起因,文章的开头；

“承”是是事件的过程；

“转”是结果是转折；

“合”是对该事件的议论,是结尾。

叙事体裁

叙事体裁 –起承转合





列王纪文体

1.叙述文
Narrative



列王纪文体

1.叙述文
2.历史性叙述文

Historical narrative



列王纪文体

1.叙述文
2.历史性叙述文

3.神学性的历史性叙述文
Theological-historical narrative



列王纪文体

1.叙述文
2.历史叙述文

3.神学性的历史叙述文
4.有教诲性的神学性的历史性叙述文

Didactical-theological-historical narrative



外邦国





古埃及帝国

赫悌帝国



亚兰







以色列





扫罗 40年

大卫 40年

所罗门 40年



联合王国
-

大卫王
的领土



联合王国
-

所罗门王
的领土



分裂王国
-

北以色列
国

南犹大国

王上11



北以色列国 南犹大国

10个支派, 9个朝代 2个支派, 1个朝代

19位王, 0好王 19位王与1位王后, 8好王

首都-示剑、得撒、撒玛利亚 首都-耶路撒冷

金牛犊-但与伯特利 圣殿-耶路撒冷

历时208年(930-722) 历时344年(930-586)

12位被杀/谋害 7位被杀/谋害

亡于亚述-722 亡于巴比伦-586





列王纪结构
1）王上1-11 （联合王国-所罗门）

2）王上12-王下17（分裂王国-南北国）

3）王下18-25 （分裂王国-南国）



1）王上1-11 （联合王国-所罗门）

 所罗门王朝建立（王上1-2）

 所罗门的两个梦（王上3:4:14；9:1-9）

 建造圣殿（王上5-8）

 预言所罗门王朝分裂（王上11）

列王纪结构



2）王上12–王下17 （分裂王国-南北国）

 交替的记述南国及北国君王

 以利亚的事迹（王上17-王下2）

 以利沙的事迹（王下3-9）

 北国灭国（王下17）

列王纪结构



3）王下18-25（南国）

 9位犹大王

 两个重要的宗教改革：希西家（王下
18:1-8）；约西亚（王下22:1-23:25）

 王下18:1-20:21重复赛36:1-39:8

列王纪结构



列王纪结构

列王纪下的结构

王下1-8 以利沙的事迹

王下9-17 分裂王国历史直到北国灭国

王下18-25 南国历史直到被掳至巴比伦



列王记上 列王记下

日期 主前971－852年 主前852－560年

长达 120年 超过292年

国王 大卫－亚哈谢 亚哈谢－西底家

内容 王国之分裂 王国之衰败

审判 王国分裂
以色列灭国（主前722年）

犹大灭国（主前586年）

圣殿 建造与奉献 被破坏与被毁

开始/结束 因顺服，开始於祝福 因不顺服，结束於审判



列王纪结构

前言公式 结束公式

1. 君王名字及与其前任君王

之关系

2. 即位日期及同时期另一君王

3. 登基年岁（只有犹大王有

此资料）

4. 在位年日

5. 统治地所在

6. 诸王母亲之名字（只有犹大

王有此资料）

7. 对王的神学性评估（“正”

或“恶”）

1. 列出资料来源

2. 其余历史性资料

3. 注明其死（“某某与其列祖

同睡”）

4. 注明其埋葬

5. 继任者

6. 后记（王上15:32; 王下

10:36）

【除了何细亚、约哈斯、约雅斤、

和西底家。】

王朝开始与结束的公式





神学主题

1)独一神论对比偶像敬拜
2)耶路撒冷的中心敬拜对比

设立在各处的丘坛敬拜
3)对约的忠心对比属灵的叛逆
4)真先知对比假先知
5)神的主权对比人的傲慢



1）圣经
2）释经书
3）圣经百科全书
4）圣经字典
5）圣经软件



不同圣经版本的比较

 和合本-1907-19
 思高译本--1968
 吕振中译本-1970
 当代圣经-1974
 现代中文译本-1979

 新译本-1993
 中文标准译本-2011
 新汉语译本-新约-2010
 NET中译本-2011-12
 NLT中译本-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