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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时间表

第一日 9月15日  19:30

讲义1 圣经月历的救赎经纶

讲义2 北以色列列王的历史以及救赎史经纶

第二日 9月16日  19:30

讲义3 列王时代的年代计算

讲义4 南犹大列王的历史

第三日 9月17日  19:30

讲义5 列王家谱中被省略的王们

讲义6 所罗门圣殿的救赎经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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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圣经的时候, 要找到并顺着神的方法, 这一点很重要。同样, 要以神的月
历为基准。

1.��在计算圣经的年代、日期的时候，不能用现代的月历来计算。

圣经里的月历不同于我们现在使用的月历。

(1) 尤里乌斯历

从主前45年开始使用，一年约是365.25日，400年里有100个闰年。尽管如
此，1年里仍有11分14秒的误差，于是在16个世纪里，约有了10日的误差。

(2) 格里高利历（现在的世界通用月历）

从1582年开始使用，对10日的误差进行了修正。
1年约是365.2425日，400年里有97个闰年。

2022年宣讲 讲义1 (9月15日）

圣经月历的救赎经纶

以赛亚书�55:8-9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9天怎
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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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10月

日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1 2 3 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实际上，无论人类多么聪明，多么具有科学性，也无法完美地将神的摄理表现出来。
人类的月历再好，也不可能是完美的。

2.�在不同的时代，圣经里的月历也是不同的。

(1) 在挪亚时代，从2月17日到7月17日，共有151天。

创世纪�7:11 挪亚六百岁那一年，二月十七日那一天，所有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

创世纪�8:3 水从地上不断退去，过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消退了。

创世纪�8:4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

挪亚600岁2月17日 过了150天 挪亚600岁7月17日

洪水开始

卡切(ָקֶצה) = 结束(意思是装满)

水逐渐褪去，
到了第150天结束的时候

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

创世纪8:4里“停在”是希伯来语“巴塔那和”(ַנח ，的承接继续法。说明在满了150天后（ַוָָּת֤
紧接着，方舟停在亚拉腊山。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知晓，从2月17日算起，7月17日是
第15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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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挪亚时代的月历是怎样的月历？

① 不是我们正在使用着的月历（Gordon J. Wenham）。
因为现在的季节循环是在洪水之后产生的。
创世纪�8:22�大地尚存之日，播种、收割，寒暑、冬夏、白昼和黑夜必然循环不息。

在洪水之前，无论在地球的哪个地方，气候都是相似的，于是从2月10日到2月17日的7天
里，可以将所有种类的动物聚集在一块。

 不是犹太人使用的月历（挪亚600岁）。

月份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合计

天数 13日 30日 29日 30日 29日 17日 148日

 可能是一个月为30日，一年是360日的月历。

月份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合计

天数 14日 30日 30日 30日 30日 17日 151日

3.�在出埃及之前，赐下新的月历。

(1) 理由

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埃及人的月历。 

出埃及记12:2�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

(2) 构成

 1年是354天，是太阴历。
 30日/月的月份有六个，29日/月的月份有6个。
 与太阳历相比，每年有11天的误差，为了对其进行校正，每19年有7个闰月。有闰月的那
年，1年里有13个月，而第13个月被称为第二亚达月。
 是否将闰月加进去，其基准是“麦穗是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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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逾越节和无酵节期间内的安息日次日，要守大麦初实节，要将第一捆麦穗献上。

利未记�23:10�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把初熟庄稼的
一捆带到祭司那里。

利未记�23:11�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摇禾捆，在安息日的次日把它摇一摇，使你们蒙悦纳。

利未记�23:15-16�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把禾捆带来作摇祭那日起，计算整整七个星期；16到第七个星期的
次日，共计五十天；那天你们要献新的素祭给耶和华。

利未记 23:11, 15 里安息日的希伯来语是“哈沙巴特”(ַהַַּׁשָָּבת), 意思是“那个安息日”，指
逾越节和无酵节期间内的安息日。
利未记�23:7�第一天应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你们都不可作。

4.�出埃及之后，圣经里的月历

(1) 1月-尼散月或亚笔月（迦南式名字）：现代历 3-4月

尼散的希伯来语是 ִניָסן (尼散)，意思是“他们的飞行(their flight），脱离”，因他们在这
个月出了埃及。

另外，尼散迦南式名字亚笔的希伯来语是 ָאִביב（亚笔巴），意思是“刚发芽的麦穗”，此时
会对大麦进行收割。

以斯帖记�3:7�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有人在哈曼面前弄卜“普珥”，就是抽签，逐日逐月地
抽，结果抽出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

出埃及记�13:4�你们是在亚笔月这一日出来的。

(2) 2月-以珥月或西弗月（迦南式名字）：现代历4-5月

以珥月的希伯来语是 ִאָָּיר（以珥)，意思是“打开”，其迦南式名字西弗的希伯来语是 ִזְו (基
弗)，意思是“光彩，花的月份”。
列王记上�6:1�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的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他动工建
造耶和华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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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月-西弯月：现代历5-6月

西弯的希伯来语是 ִסיָון（西班), 意思是“他们的盖子”(their covering)。
以斯帖记�8:9�那时是三月，就是西弯月，二十三日，王的文士都召了来，照着末底改所吩咐一切有关犹大人
的事，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写了谕旨，从印度到古实的一百二十七省，给各省的总督、省长和领袖，
也用犹大人的文字和方言写给犹大人。

(4) 4月-搭模斯月：现代历6-7月

搭模斯的希伯来语是 ַָּתּמּוז (塔模资)，意思是“生命的芽”(sprout of life）。

(5) 5月-埃波月：现代历7-8月

埃波的希伯来语是 ָאב（埃波)，除了“父亲”以外，还有“芦苇”的意思，只是不常

(6) 6月-以禄月：现代历8-9月

以禄的希伯来语是 ֱאלּול（以禄), 意思是“没有价值，不值一提”(nothingness）。
尼希米记�6:15�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建成，整个工程共用了五十二天。

(7) 7月-提斯利月或以他念月（迦南式名字）：现代历9-10月

提斯利的希伯来语是 ִָּתְְׁשֵרי（提斯利），意思是“开始，奉献”。其迦南式名字以他念的希伯
来语是 ֵאיָתִנים（以他念），意思是“永久的”，于是也被称为“永久的河川之月

列王记上8:2�于是，在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守节期的时候，以色列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

(8) 8月-玛西班月或者布勒月（迦南式名字）：现代历10-11月

玛西班的希伯来语是 ַמְרֶחְְׁשָון（玛西班），意思是“第八月”。其迦南式名字布勒的希伯来语
是 ָּבּול（布勒），意思是“增加，生产”，也被称为“降雨的月份”。

列王记上�6:38�第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圣殿各部分都按照计划完工了。所罗门共用了七年的时间建造圣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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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月-基斯流月：现代历11-12月

基斯流的的希伯来语是 ִִּכְסֵלו (基斯列巴)，意思是“他的确信”。

尼希米记�1:1�哈迦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行录：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珊宫中。

撒迦利亚书�7:1�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

(10) 10月-提别月：现代历12-1月

提别的希伯来语是 ֵטֶבת（叠别特), 意思是“善的”。

以斯帖记2:16 亚哈随鲁王执政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带进王宫去见亚哈随鲁王。

(11) 11月-细罢特月：现代历1-2月

细罢特的希伯来语是 ְְׁשָבט（谢罢特），意思是“棍子，小枝，子孙”。

撒迦利亚书� 1:7� 大利乌王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罢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易多的孙子、比利家的
儿子撒迦利亚先知，实情如下：

(12) 12月-亚达月：现代历2-3月

亚达的希伯来语是 ֲאָדר (亚达珥)，意思是“荣耀的，发光的”。

以斯帖记� 3:7� 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有人在哈曼面前弄卜“普珥”，就是抽签，逐日逐月地
抽，结果抽出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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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正确的月历告知正确的救赎史日期。

(1) 最初的五旬节是几月几日？(3月6日）

<主前1446年的月历>

尼散

日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1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10 26 27 28 29 30

以珥

日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1

2 3 4 520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3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40 26 27 28 29

西弯

日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1 2 3 4 5 650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主前1446年1月有30天，2月有29天。
从1月16日到20日是15天。

整个2月是29天。

直到3月6日是6天。

总和是5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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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这天领受了十戒命。

 3月1日到达西奈旷野。

出埃及记�19:1�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巴霍叠式 哈谢尔是”(ַָּבחֶֹדְׁש ַהְַּׁשִליְִׁשי) 指的是3月的月朔（1日）。

ַָּבחֶֹדְׁש ַהְַּׁשִליְִׁשי ְלֵצאת ְָּבֵני־ִיְְׂשָרֵאל ֵמֶאֶרץ ִמְצָרִים ַָּבָּיֹום ַהֶֶּזה ָָּבאּו ִמְדַָּבר ִסיָני

 3月2日，第一次上了西奈山，并下山。

出埃及记�19:3�摩西上到神那里去，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吩咐以色列人说：

王上 6:38 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工
夫、共有七年。。

 3月3日，第二次上西奈山，回复之后下山。

出埃及记�19:8�人民都一致地回答，说：“凡是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去把人民的话回复耶
和华。

出埃及记�19:14�摩西从山上下来到人民那里去，使人民分别为圣，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洗净了。

此时，他们得到神的吩咐，要洁净三天并准备好。

出埃及记�19:11�第三天，他们要准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全体人民眼前降临在西奈山。

 3月3日、4日、5日、共等了三天。
 3月5日，第三次上西奈山，并下山。

出埃及记19:16�到了第三天早晨的时候，山上有雷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非常强大，以致所有在营中的人
民都颤抖。

出埃及记19:20-21�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上，就是降临到山顶上；耶和华呼召摩西上山顶，他就上去了。21 耶
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警告人民，不可闯过来, 到我这里观看, 免得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灭亡。

出埃及记19:25�于是，摩西下到人民那里告诉他们。

 3月6日，领受10诫命，第四次上山。

出埃及记�20:21�于是，人民远远地站着，摩西却走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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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旬节是领受十戒命（话语）的那天，新约的五旬节是领受圣灵的那天。

使徒行传2:1-4�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2忽然有一阵好像强风吹过的响声，从天而来，充满了他们坐在
里面的整间屋子。3又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各人身上。4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照着圣灵所赐
给他们的，用别种的语言说出话来。

圣灵与话语是一同作工的。

使徒行传�10:44�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所有听道的人身上。

(4) 旧约的节期预表耶稣的作工。

旧约 逾越节(1/14) 大麦初实节(1/16) 七七节
(领受十戒命,�3/6)

耶稣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复活 五旬节(圣灵降临)

当信耶稣的时候，将有三种作工一次性成就在圣徒身上。

罗马书�6:8 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就信也必与他同活。

哥林多后书�4:10 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让耶稣的生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

哥林多后书�4:14 因为知道那使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定使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把我们和你们呈献在他的
面前。

以弗所书�1:13 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作为印记。

约翰福音�7:39�他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接受圣灵说的；那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

加拉太书� 3:5 那么，神赐圣灵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神迹，是因为你们行律法，还是因为你们信所听见的
福音呢？

罗马书�6:13 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用具；倒要像出死得生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且把你们
的肢体献给神作义的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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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宣讲 讲义2 (9月15日）

北以色列列王的历史
以及救赎史经纶�

在北以色列王国的初期，他们将一个不是大卫谱系的人放在宝座上。共有九个
王朝为了保住自己的宝座，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谋杀-报应之恶循环。王国陷入极
度的混乱，从未有过真正的稳定。
通过对南国和北国列王年代记的比较，我们能够查考救赎史是如何在这动乱的
年代展开的，从而知晓神神奇奥妙的摄理，撒旦的持续妨碍丝毫不起作用。

列王记上�11:29-33

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希雅在路上遇见他．亚希雅身上穿
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30亚希雅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
成十二片．31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必
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32（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
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33 因为他离弃
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摩押的神基抹、和亚扪人的神米勒公、没有
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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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一个正确的列王年代记之重要性

救赎史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其进展过程并不是无序的, 而是根据神的精确时间表，被严格完成的。
出埃及记12:1-2�耶和华在埃及地告诉摩西和亚伦说：2“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

出埃及记12:40-41�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时间共有四百三十年之久。41就在四百三十年届满的那一天，耶和华
的全军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加拉太书4:4�但到了时机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

更进一步，神命令我们要“思念历代以来的年月”。
申命记32:7�你要回想古时的日子，思念历代以来的年月；问你的父亲，他必告诉你；问你的长者，他们必对
你说。

ּבינּו ְׁשנוׁת ּדוׁר ָודֹור
多-巴多 谢诺特 比奴

  思念的希伯来语是比奴，词根是彬，意思是“想，研究，理解与考虑”。
 年月的希伯来语是谢诺特，意思是“年，日期与历代志”。
 历代的希伯来语是多-巴多，意思是“世代与世代，所有的世代和家谱”。

(1) 对年代的正确研究可以揭示出历史事实与真相。

历史的真相容易被误解或误读。更何况历史的计算容易被曲解成小说或凭空消失。通过对圣经
里年代的研究，我们能够领悟当时的内容与情况。

(2) 正确的年代研究可揭示出神神奇奥妙的摄理。

神“比一切都大”(约翰福音10:29)，他的主权掌控着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包括宇宙、历
史、我们的生活。
诗篇103:19�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王权统管万有。

在历史中，神的特别干预与救赎史计划的进行，被称为摄理。因此，一个正确的王国年代记之
时间线以及事项，展示了神神奇奥妙的摄理。

(3) 正确的年代研究揭示出神救赎经纶的满满活力。

当历史的事实被放入他们的年代记里，附在上面的表皮将被除掉，神隐藏在每个世代里的救赎
经纶，将活灵活现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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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以色列年代计算的关键点
*在世界悠久的历史中首次进行系统性整理

(1) 理解即位年方式和非即位年方式

从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到第11个王约哈斯，北以色列使用了非即位年方式对王国的年代进行计
算；从第12个王约阿施到第19个王何细亚，他们采用了即位年方式。

计算方式 2010 2011 2012

即位年方式 即位年 作王第1年 作王第2年

非即位年方式 作王第1年 作王第2年 作王第3年

例：圣经从北以色列王国的角度，记录了耶罗波安的22年统治期间。
列王记上14:20�耶罗波安作王的日子共二十二年，就与他的列祖同睡。他的儿子拿答接续他作王。 

如果用即位年方式来计算耶罗波安的统治年代，他的统治期间就是930-908BC。

930 929 928
...

909 908

N/A 作王第1年 作王第2年 作王第21年 作王第22年

然而，对耶罗波安的统治年代计算，应该使用北以色列的非即位年计算方式，那么他的统治期
间就是930-909BC。 

930 929 928
...

909

作王第1年 作王第2年 作王第3年 作王第22年

(2) 理解统治期间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

北以色列列王总是从他们的角度、用他们的计算方式对王国的年代进行说明。包括对南犹大列
王统治年代的记述。

列王记上15:25�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答登基作以色列王；他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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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909 908

南犹大 亚撒 (910-869) 作王第1年 作王第2年 作王第3年

北以色列 耶罗波安(930-909) 作王第21年 作王第22年

拿答 (909-908) 作王第1年 作王第2年

  

(3) 理解都用了哪种月历

北以色列在计算统治年代时，月历计算是从尼散（第一个月份）到亚达（第12个月份）。更
进一步，上半年是从第一个月份（尼散）开始，到第六个月份（以禄）末，标记为“a”；下
半年是从第七个月份（提斯利）到第十二个月份（亚达）末，标记为“b”。

1st�-�6th�月 7th�-�12th�月 1st�-�6th�月

北以色列
a

上半年
b

下半年

南犹大
a

上半年
b

下半年

(4) 理解摄政与共同统治

在犹大和以色列，根据具体的情况和时间点，会出现两个王同时进行统治的情形。摄政指,
“当一个王出现状况，比如太过年幼或者生病，选另外一个人代为统治”；共同统治指，特殊
情况下，由两个或三个王一起统治。

a
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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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以色列王国年代的概述

以色列王国可分为统一王国时代和分裂王国时代。

(1)  统一王国时代包含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

大卫王 所罗门王

1010-970 BC 970-930 BC

40 年 40 年

使徒行传� 12:21-22�那时，他们要求立一个王，神就把便雅悯支派中一个人，基士的儿子扫罗，赐给他们作
王，共四十年之久。22废去扫罗之后，又为他们兴起大卫作王，并且为他作证说：‘我找到耶西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必遵行我的一切旨意。’

列王记上2:11�大卫作以色列王四十年：在希伯仑作王七年；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三年。

列王记上11:42�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

拿答 以拉 提比尼 亚哈谢

北以色列 耶罗波安 巴沙

Ahab

耶户 约哈斯
约阿施

暗利 亚哈 
            ㅇ ll Pekah

心利       约兰 Hosea Destruction of southern Judah by Babylon   
586 

       亚比雅/亚比央
亚哈谢    亚玛谢                   Amon Johoahaz Johoiachin

南犹大 罗波安 亚撒
约沙法   

约阿施 Hezekiah Manasseh

               

Jotham Josiah Zedekiah
约兰 Ahaz

亚他利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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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所罗门王死后，王国分裂

在所罗门王死后，大卫建立的王国分裂为南犹大王国和北以色列王国。
 罗波安成为南犹大王国的第一个王，共有20个王统治，直至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
列王记上11:43�所罗门与他的列祖同睡，埋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罗波安接续他作王。

 耶罗波安成为北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个王，共有19个王统治，直至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
列王记上12:20�以色列众人听说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派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作以色列的王；除了犹大支
派以外，没有跟随大卫家的。

拿答 以拉 提比尼 亚哈谢

北以色列 耶罗波安 巴沙

Ahab

耶户 约哈斯
约阿施

暗利 亚哈 
            ㅇ ll Pekah

心利       约兰 Hosea Destruction of southern Judah by Babylon   
586 

       亚比雅/亚比央
亚哈谢    亚玛谢                   Amon Johoahaz Johoiachin

南犹大 罗波安 亚撒
约沙法   

约阿施 Hezekiah Manasseh

               

Jotham Josiah Zedekiah
约兰 Ahaz

亚他利雅

 * 北以色列和恶南犹大的历史缩略图

米拿现

Nadab        Elah Tibni
沙龙 比加辖

       Ahaziah

Northern 
Kingdom of 

Israel
Jeroboam Baasha

Ahab

                                                                                                                                                                                                                                                                                                                                                                                                                                                                                                                                                                                                                                                                                                         

Jehu Jehoahaz
Joash 722 北以色列被亚述所灭

Omri Ahab
耶罗波安二世 比加

      Joram 何细亚
586 南犹大被巴比伦所灭

       Abijah
Ahaziah                   亚们     约哈斯 约雅斤

Southern 
Kingdom of 

Judah
Rehoboam Asa

Jehoshaphat
                                                                                                                                                                                                                                                                                             

Joash
乌西亚

希西家 玛拿西

                                     

约坦 约西亚 约雅敬 西底
家

Joram 亚哈斯

           605 第一次被掳巴比伦 
                 597 第二次被掳巴比伦
                     586 第三次被掳巴比伦

 

Athal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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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以色列的统治年代概览

名字 含义� 统治年度 期间

第一王朝

1. 耶罗波安 人民繁盛 930-909 22年

2. 拿答 高贵的，宽大的 909-908 2年

第二王朝

3. 巴沙 攻击性的，懦弱 908-885 24年

4. 以拉 橡树 885-884 2年

第三王朝

5. 心利 用歌曲来赞美 884 7年

提比尼 稻草 884-880 5年

第四王朝

6. 暗利 仆人 884-873 12年

7. 亚哈 父亲的兄弟 873-852a 22年

8. 亚哈谢 耶和华抓住 852a-851a 2年

9. 约兰 耶和华被赞美 851a-840 12年

第五王朝

10. 耶户 他是耶和华 840-813 28年

11. 约哈斯 耶和华抓住 813-797a 17年

12. 约阿施 耶和华强大 797a-781 16年

13. 耶罗波安二世 人民繁盛 793a-753 41年

14. 撒迦利雅 耶和华记念 753-752a 6个月

第六王朝

15. 沙龙 和平 752b-752b 1个月

第七王朝

16. 米拿现 安慰者 752b, 751-741 10年

17. 比加辖 耶和华打开 741-739 2年

第八王朝

18. 比加 开眼 752-732/731a 20年

第九王朝

19. 何细亚 耶和华拯救 731a-722a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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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

(1) 从一开始，北以色列就反叛，离开了神的道

北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在博特雷和但做了两个金牛犊，建造邱坛，把不是利未子孙的平
民立为祭司。他改变了住棚节的日期，从7月15日（利未记23:34）改为8月15日（列王记上
12:28-33）。

(2) 提比尼不算做北以色列的王

列王记上16:21-23�那时，以色列人分成两半：一半跟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作王；一半跟从暗利。22

跟从暗利的人胜过了跟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人。提比尼死了以后，暗利就作了王。23犹大王亚撒第三十一
年，暗利登基作以色列王共十二年，在得撒作王六年。

(3)  在北以色列王国历史中，亚哈统治时期是最黑暗的。

亚哈统治了22年，他是暗利的儿子。对他生涯的记录冗长，从列王记上16章，跨越到22章。
他的女儿亚他利雅与南犹大的约兰（约沙法的儿子）结婚，约兰也将属灵的黑暗带给犹大。

(4) 对米拿现有两种记录

* 在历史中首次进行整理
有趣的是，对于米拿现的登基，圣经共记录两次，一次在列王记下15:14，另外一次在列王记
下15:17.
列王记下15:14-17�迦底的儿子米拿现从得撒上去，到撒玛利亚攻击雅比人沙龙，把他杀死，接续他作王。15沙
龙其余的事迹和他反叛的经过，看哪，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16那时，米拿现从得撒开始，攻打提斐
萨和城中所有的人，以及它的四境；因为他们不给他打开城门，所以他攻击它，把所有的孕妇剖腹。17犹大王
亚撒利雅在位第三十九年，迦底的儿子米拿现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共十年。

当米拿现成为王（列王记下15:14)，提斐萨城中的人不认同米拿现的篡位，就起来反抗(列王
记下15:16）。
于是，在杀死沙龙后，米拿现于主前752年称王。他持续与提斐萨城中的人作战。最后，他完
成了对提斐萨和其周边地区的征讨，从那时起成为正式的王，统治期间为BC751-741(列王记
下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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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北以色列列王历史里展现出来的救赎史经纶

所罗门死后，王国一分为二。耶罗波安带着十个支派，在北边建立了北以色列王国。根据大卫
之约，神依旧把北以色列王国当作自己的子民，并耐心等待他们的悔改。
列王记上11:38�你若是听从我吩咐你的一切，遵行我的道，行我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的仆人
大卫所行的一样，我就与你同在，为你建立一个巩固的朝代，像我为大卫建立的一样，并且我要把以色列赐
给你。

然而，这个国家依旧走在与神作对的反叛之路上，最后，终于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列王
记下17:22-23）。

北以色列王国不可避免的被灭，其原因如下：

第一，他们在每个邱坛烧香，崇拜偶像。

列王记下17:9�以色列人也说了亵渎的话，顶撞耶和华他们的神，并且在他们所有的城市，从哨站到设防城，
为他们自己建筑邱坛。

列王记下17:11-12�他们在各邱坛上献祭和焚香，好像耶和华从他们的面前掳去的外族人一样，又行恶事，使
耶和华发怒。12他们又服事雕刻的偶像，耶和华曾警告他们不可以行这事。

 

第二，他们不关注先知以及他们的警告。

列王记下17:13-14�耶和华曾借着他的众先知和先见警告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从你们的恶道上转回吧！谨
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律例，就是我曾吩咐你们的祖先，和借着我的仆人众先知传递给你们的一切律法。” 14可
是他们不听从，反而硬着自己的颈项，好像他们的祖先，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

 

第三，他们摒弃了律法、约、神的话语。

列王记下17:15�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的祖先订立的约，以及他对他们的警戒；却信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
虚妄，跟从他们周围的外族人，耶和华曾吩咐他们不可跟从他们的行为。

列王记下18:12�这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的一切，他们都
不听从，不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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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行恶事，持续地破坏他们与神的约，与外邦国家建立新的约（何西阿书12:1-2），
对此，神不会置之不理。他们抛弃神的约，其结果是，北以色列王国的灯火就此熄灭，从而成
为一个黑暗的世界。在北以色列208年的历史里，黑暗盛行，从耶罗波安到何细亚。最终，以
色列被摧毁，灯火完全熄灭。
一方面，神整顿被拣选之人；另外一个方面，神看顾他们，直至最后。因为神与他们的祖先立
了约。通过这样的方式，无论有怎样的妨碍，神都会将救赎史进行下去。在列王的历史里，神
将神奇奥妙的摄理与爱，倾注进他的救赎经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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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王国时代可分为统一王国时代和分裂王国时代。

(1) 统一王国时代指扫罗、大卫、所罗门王统治的时代。

扫罗王 大卫王 所罗门王

主前 1050-1010 主前 1010-970 主前 970-930

约40年 约40年 约40年

使徒行传13:21�那时，他们要求立一个王，神就把便雅悯支派中一个人，基士的儿子扫罗，
赐给他们作王，共四十年之久。

列王记上2:11�大卫作以色列王四十年：在希伯仑作王七年；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三年。

列王记上11:42�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

2022年宣讲 讲义3 (9月16日）

列王时代的年代计算）

以赛亚书�55:8–9���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9天怎样
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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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罗门王死后，国家被一分为二。

 南犹大：罗波安是初代王，有20个王统治过，直到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
列王记上11:43�所罗门与他的列祖同睡，埋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罗波安接续他作王。

 北以色列：耶罗波安是初代王，有19个王统治，直到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
列王记上12:20�以色列众人听说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派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作以色列的王；除了犹大支
派以外，没有跟随大卫家的。

准确计算分裂王国的年代，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救赎史系列丛书给出了准确的年代计算之模型。

1.�南犹大的年代

罗波安 主前  930-913b 约坦 750-735
亚比雅 913b-910 亚哈斯 731-715
亚撒 910-869 希西家 715-686
约沙法 871-847 玛拿西 696-642
约兰 847-840 亚们 642-640
亚哈谢 840 约西亚 640-609b

亚他利雅 840-835b 约哈斯 609b-608
约阿施 835b-796b 约雅敬 608-597
亚玛谢 796b-767 约雅斤 597
乌西亚 791-739 西底家 597-586

(1) 救赎史系列丛书中，对年代加注“b”。

为了对年代做更加仔细的说明，将1年分为上半期和下半期，对于明确是下半期的，就标
注“b”。

1年

上半期
a

下半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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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现过年代的空白期

约坦（750-735）与亚哈斯（731-715）之间，主前735-731就是空白期。
→ 因亚兰和北以色列的攻击，整个国土被蹂躏，尽管有王（约坦和亚哈斯），但他们没有起
到王的作用。
历代志下28:5�因此，耶和华他的神把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击败了他，掳走了他很多人民，带到大马士
革去。神又把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就在犹大进行大屠杀。

历代志下28:6�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犹大一天之内杀了十二万人，全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
的神。

历代志下28:8 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兄弟中掳走妇孺共二十万人；又从他们中间夺取了很多战利品，带回撒玛利
亚去。

如果我们不好好地完成给予我们的使命（不好好地作王），就会被排除在神的数算之外。
彼得前书2:9�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
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爱德温.迪勒在“希伯来王的年代记”里整理出了列王的统治年代。现今有韩国的牧会者对此
同样做了整理，这是划时代的，得到了世界的瞩目。

2.�统治年代计算的三要素

(1) 即位年和非即位年

2010 2011 2012

即位年方式 即位年 统治一年 统治二年

非即位年方式 统治一年 统治二年 统治三年

＜注意点>

 南犹大主要采取即位年方式，北以色列主要采取非即位年方式。
 对南犹大王进行说明的时候，以南犹大所采用的方式为主；对北以色列王进行说明的时
候，以北以色列所才用的方式为主。

列王记上15:9��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第二十年，亚撒登基作犹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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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罗波安第二十年采用了南犹大的方式，即即位年方式。耶罗波安在930年称王，以即位年方
式计算20年，就是主前910年。亚撒在这时称王。

<例：以即位年方式计算耶罗波安的统治年代>

主前 930 929 928 927 926 925 924
即位年 统治1年 2年 3年 4年 5年 6年

923 922 921 920 919 918 917
7年 8年 9年 10年 11年 12年 13年

916 915 914 913 912 911 910
14年 15年 16年 17年 18年 19年 20年

* 耶罗波安20年 亚撒王即位

(2) 同统治或摄政

列王的统治年代相互重合，或是因为他们共同统治；或是前面的王发生了某些事，使其统治变
得困难，从而让儿子代为统治。

例：让我们看一下亚撒王（主前910-869）与约沙法王（主前871-847）。
约沙法统治的开始时间并不是主前869，说明主前871-869之间有两个王。理由是，亚撒王
因脚病无法实施统治，于是约沙法代为统治，直至亚撒死亡。

历代志下16:12-13�亚撒在位第三十九年（主前871年），患了脚病，病情严重；可是，连他患病的时候，也
没有寻求耶和华，只管寻求医生。13亚撒作王四十一年以后（主前869年）死了，和他的列祖同睡。

(3) 尼散月基准方式和提斯利月基准方式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尼散
(亚笔)

西弗 西弯 搭模斯 埃波 以禄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提斯利
(以他念)

玛西班
(布勒)

基斯流 提别 细罢特 亚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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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散基准月历 
以1月1日到12月末为一年，北以色列采用此种计算方式。

 提斯利月基准月历 
以7月1日到次年6月末为一年，南犹大采用了此种计算方式。

尼散基准方式 提斯利基准方式

1年�= 1/1 – 12/最后一日 1年�= 7/1 – 次年 6/最后一日
北以色列采用 南犹大采用

  

3.�证据之南犹大采用了提斯利月基准月历

(1) 约西亚王第18年的宗教改革

列王记下22:3�约西亚在位第十八年，王差派米书兰的孙子、亚萨利的儿子、书记沙番到耶和华的殿，吩咐他
说：

列王记下22:6�就是交给木匠、建筑工人、石匠，又购买木材和凿好的石头，用来修理圣殿破坏的地方。

列王记下23:1-2�于是王派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长老到他那里。2王登上耶和华的殿，犹大众人、耶路
撒冷所有的居民，还有祭司、先知和众民，不论大小，都一同前往。王就把在耶和华殿发现的约书所记的一
切话都念给他们听。

列王记下23:8�他又从犹大各城把祭司们召来，污秽祭司们焚香的邱坛，从迦巴直到别是巴。他又拆毁设在城
门的邱坛，就是在市长约书亚门的出入处，在城门的左边。

列王记下23:23�只有在约西亚王第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守了这逾越节，记念耶和华。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约西亚王第 18年 

     逾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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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达薛西王第20年，尼希米

尼希米记1:1�哈迦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行录：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9月），我在书珊宫中，

尼希米记1:3�他们对我说：“那些从被掳剩下的余民，在犹大省那里遭遇大患难，受到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
倒塌，城门也被火烧毁。”

尼希米记1:4�我听见了这些事，就坐下哭泣，悲伤了好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

尼希米记2:1�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1月），王面前摆上了酒席，我拿酒来奉给王。我在他面前素来没有
露出愁容。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亚达薛西王第 20年 

听到城墙毁坏 向王献酒

(3) 所罗门圣殿的建造期间-将在第五讲里仔细查考

结论

(1) 圣经是完全无误的。

提摩太后书3:16�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彼得后书1:20�最要紧的，你们应当知道：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

彼得后书1:21�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

 神是神妙莫测的。
诗篇139:14�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

 人无法测度神的智慧。
哥林多前书1:25�因为神的愚笨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

电脑也无法计算出这些年代，在神面前，我们要谦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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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是精准的。

诗篇139:2-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3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的一
切行为，你都熟悉。4耶和华啊！我的舌头还没有发言，你已经完全知道了。

约伯记14:16�但现在你数点我的脚步，必不再鉴察我的罪过。

 按照撒种进行收割。
诗篇126:5�那些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诗篇126:6�那带着种子流着泪出去撒种的，必带着禾捆欢呼快乐地回来。

 照行为报应各人。
马太福音16:27�人子要在父的荣耀里和众天使一同降临，那时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种什么收什么。
加拉太书6:7�不要自欺，神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照所行报应各人。
启示录22:12�“看哪，我必快来！赏赐在我，我要照着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3)  要抛弃人的想法和观点，谨守神的想法和观点。

罗马书8:5�随从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随从圣灵的人，以圣灵的事为念。

罗马书8:6�以肉体为念就是死，以圣灵为念就是生命、平安；

罗马书8:7�因为以肉体为念就是与神为仇，既不服从神的律法，也的确不能够服从；

罗马书8:8�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以赛亚书55:8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

以赛亚书55:9�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

对于未来，我们也要谨守神的想法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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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住在地上的人，神予以警告。

 遭受试炼。
启示录3:10�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也必定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候；这就是那将要临到普天下，来试
炼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

 遭受审判。
启示录6:10�他们大声喊叫，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
呢？”

 遭受祸患。
启示录8:13�我观看，就听见一只在高空飞翔的鹰，大声说：“有祸了！有祸了！住在地上的人有祸了！因为
还有三位天使将要吹其余的号。”

 遭受痛苦，因两个先知的死亡而欢喜快乐。
启示录11:10�住在地上的人为了他们的缘故，就欢喜快乐，彼此送礼，因为这两位先知曾经使他们受痛苦。

 敬拜兽。
启示录13:12�它在头一只兽面前，行使头一只兽的一切权柄。它使全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受过致命伤而
医好了的头一只兽 

 受迷惑，从而造偶像。
启示录13:14�它得了能力，在头一只兽面前能行奇事，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吩咐住在地上的人，要为那受过
刀伤而还活着的兽做个像。

 要接受永恒的福音。
不接受福音，就要被审判。
启示录14:6�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在高空飞翔，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邦国、各支派、各
方言、各民族的人。

启示录14:7�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把荣耀归给他！因为他审判的时候到了，应当敬拜创造天、地、海和
众水泉源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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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没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
启示录17:8�你看见的那兽，先前在、现今不在、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然后走向灭亡。住在世上的人，凡是
名字在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看见了那先前在、现今不在、将来还要出现的兽，就都要惊奇。

腓立比书3:20�但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切望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启示录12:12�所以，众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欢乐吧！可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
就大大发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启示录13:6�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他的名和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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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的概览：

1.�罗波安（历代志下10-12）：930-913�BC

-历代志下11:17 强盛，在头三年里做得很好。
-历代志下12:1 当他变得强大，就抛弃了神的话语。
-列王记上14:22-28 他在各高冈上，各茂盛树下建造邱坛、神柱和亚舍拉。
国内又有男妓，他们仿效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族人，行了一切可
憎的事。
因此，神使埃及王示撒夺走所有圣殿和王宫里的宝物。
-历代志下11:21，12:13 罗波安共娶了十八个妻子和六十个妾；母亲名叫拿
玛，是亚扪人。
-他被她们影响，从而拜偶像。
*神的评判：恶

2.�亚比雅/亚比央（历代志下13:1-18）：913B-910�BC

-盐约使得他用南边40万击败北边的80万军队。
-历代志下13:21 他变得更加强大，同时却变得骄傲，没有管理好国家。
-他通过14个妻子生了38个孩子，在余生里都享受着肉体的快乐。
*神的评判：恶

2022年宣讲 讲义4 (9月16日）

南犹大列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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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撒（历代志下14-16）：910-869BC

-历代志下14:3 他除掉外族人的祭坛和邱坛，打断神柱，砍下亚舍拉。他施行彻底的宗教改
革。国家保持了35年的和平。
-然而，在他称王第36年，北边开始攻击他们。
在国家的危难关头，他没有信神，而是依靠亚兰王。结果，他把圣殿里的宝物当作代价付给
亚兰王。
-在他执政的第39年，他生了脚病。
-历代志下16:12 他并没有寻求神的帮助。
*神的评判：善转恶

4.�约沙法（历代志下17-20）：871-847�BC

-他遵行了他祖父大卫最初所行的道路，没有寻求巴力。
他遵行神的诫命。
-因此，耶和华使他统治的国稳固；犹大各地都给他进贡，所以约沙法的财富很多，极有尊
荣。
-他从犹大地中除掉邱坛和亚舍拉。
-历代志下18:1 他使自己的儿子与北以色列的亚哈王之女结婚。
他与北以色列立即有了和平与和解。然而，对巴力的敬拜扩散到以色列和犹大，犹大必须要
承担这后果80年，在他死后也是如此。
*神的评判：善

5. 约兰（历代志下21:4-20）：847-840 BC
-他与亚哈的女儿亚他利雅结婚。
-他没有走他父亲走的善路，而是走亚他利雅和她家人的路。
-于是，对巴力的敬拜散播开来。
-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王权，他用刀杀害自己的六个兄弟。
-他死得很惨，因场子流了出来。
*神的评判：恶

6.�亚哈谢（历代志下22:1-9）：840�BC

7.�亚他利雅（历代志下22-23）：840-835�BC

8.�约阿施（历代志下24:1-27）：835B-7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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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亚玛谢（历代志下25:1-28）：796B-767�BC

-马太福音1:8 在耶稣家谱里，这些王被省略。
-亚他利雅试图使犹大家后裔的谱系干涸撒旦试图用她来剪断谱系，从而阻挡永恒的王-女
人的后裔来到这世上。
-他们都与亚他利雅有关联，而且都受了她的影响。
*亚他利雅是极恶的。

10.�乌西亚（历代志下26）：791-739�BC

-他依靠主，国家变得强大且坚固。
-国家变得繁荣。
-当变得强大，他就变得自大和骄傲。
-他越线，去做神职人员的事。
-神降下麻风病，他不得不在余生忍受痛苦，住在一个被隔离的房子里，直至死亡。
-他的骄傲毁了他的统治，他没能完成任何好事，也没能将好的信仰传给下一代。
*神的评判：善→恶

11.�约坦（历代志下27）：750-735�BC

-他行神看为正确的事，变得更加强大。
-尽管他要过一个有信仰的生活，但人民却过着恶的生活。
-约坦的领导力有限，没能使人民走正确的路。
*神的评判：善

12.�亚哈斯（历代志下28）：731-715�BC

-他没有行神看为正确的事。
-他为巴力铸造偶像。
-他在邱坛上、山冈上和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
-他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驱走的外族人所行可厌恶的事一样。
-当北边攻击时，他并没有依靠神，而是依靠亚述的力量。
-他没有悔改，反而向大马士革的神献祭。
-他把神殿里的器皿收集起来，把这些神殿里的器皿都击碎了，又封闭了耶和华殿的各门，并
且在耶路撒冷的各个角落建造祭坛。
-因此，他被埋葬在耶路撒冷城里，但没有被葬在以色列诸王的陵墓里。
*神的评判：极恶



37

13.�希西家（历代志下29-32）：715-686�BC

-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像他祖先大卫一切所行的。
-他开了父亲时期被关闭的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
- 他把祭司和利未人都召了来，聚集在东面的广场上。
-他清洁圣殿，重新在圣殿里献祭。
-他进行宗教改革，重新守逾越节。人们用歌声赞美，俯伏敬拜。希西家和全体人民因神为他
的子民所预备的，都甚欢乐。人们欢喜庆祝。
-当亚述的西拿基立进侵，希西家与以赛亚先知一起祷告，神在一夜间击败了185000人。
-因过失与骄傲，希西家病重快要死亡，但悔改后，从神那里获得15年的寿命。
-尽管他被认作犹大最伟大的王（在大卫之后），但他没能将自己的信仰与善行传给他的儿子
玛拿西。
*神的评判：善

14.�玛拿西（历代志下33:1-20）：696-642�BC

-他重新建造他父亲希西家拆毁的邱坛.
-他为偶像立坛。
-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偶像）筑坛。
-他在欣嫩子谷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烧为祭，又占卜、行邪术、用法术、交鬼和通灵。
-他作了很多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
- 他把他所做的雕像立在神的殿中，神曾经指着这殿说，要立自己的名，直到永远。
-他被亚述掳为俘虏，用钩子钩着，用铜链锁住。他恳求神，并使自己极度地谦卑下来。
-尽管他是极恶的，但神还是看到了他的恳求，听到了他的祈祷，就使他回到耶路撒冷。
-玛拿西这才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
*神的评判：极恶→晚年悔改

15.�亚们（历代志下33:21-25）：642-640�BC

-他走他父亲的恶路，被自己的仆人杀死。
*神的评判：恶

16.�约西亚（历代志下34-35）：640-609B�BC

- 他年轻时就效法大卫所行的。
-不偏左，也不偏右。
-他清洁圣殿，发现了律法书。
-他施行了重大改革。
*神的评判：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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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约哈斯（历代志下36:1-4）：609B-608�BC

18.�约雅敬（历代志下36:5-8，列王记下24）：608-597�BC

-两个恶王，在耶稣的家谱里被省略（马太福音1:11）。

19.�约雅斤（历代志下36:9，列王记下24-25，耶利米书21,27,52）：597�BC

-在很短的统治时间里，他走之前恶王的路，行神看为恶的事。

20.�西底家（历代志下36:10-31）：597-586�BC

-在耶稣的家谱里，他被省略（马太福音1:12）。
-586 BC，在他的统治时期，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圣殿被毁。

结论：

国家被毁，人民被掳的原因是什么？
1）他们背弃了神的约。
2）他们背弃了律法，这律法是由信仰的祖先传承下来的。
3）大卫的正直之路没有被传承给下一代。
-就像亚当，列王们忘记了自己作为圣洁代表的角色。他们被放在王位上，为的是代表神，那
真正的王。
-就算是善的王，他们也没能将他们的信仰传承给你下一代。
    士师记2:7-11 在约书亚和众长老时候，人们忘掉了神为他们所行的事，行耶和华看为恶的

事。
   列王记下21:1 玛拿西与父亲希西家共同执政11年，但他转向去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作为约的继承人，救赎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在我们的手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从而把接
力棒教给下一代呢？
路加福音23:27-28 一大群人跟随他，有些妇女为他捶胸痛哭。28耶稣转过身来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儿
啊，不要为我哭，却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

申命记6:1-7 “以下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我教导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将要过去占领为业的
地上遵行，2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一世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吩咐你
的，使你的日子可以长久。3以色列啊，你要听从，就谨守遵行，使你在流奶与蜜的地可以享福，人数大大增
多，像耶和华你列祖的神应许你的。4“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5你要全心、全
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6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7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
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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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22:6�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

提摩太后书3:15 可是直到今日，他们每逢诵读摩西的书的时候，这帕子还盖在他们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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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家谱中被省略的王们

马太福音1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并不是连续性的家谱。这里有很多被省略的世
代。如果把耶稣家谱的第二期与历代志上3:11-12作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约
兰和乌西亚（亚撒利雅）之间省略了三人-亚哈谢、约阿施、亚玛谢。同时还有
一个叫亚他利雅的女王施行过统治，于是在第二期里，算上亚他利雅，共有四
个君王被省略。

马太福音1:8�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雅。

历代志上3:11-12�约沙法的儿子是约兰，约兰的儿子是亚哈谢，亚哈谢的儿子是
约阿施，12约阿施的儿子是亚玛谢，亚玛谢的儿子是亚撒利雅，亚撒利雅的儿子
是约坦。

马太福音�1:6-11,�17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7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
比雅．亚比雅生亚撒．8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9乌西亚
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希西家．10希西家生玛拿西．玛拿西生亚们．
亚们生约西亚．11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兄。

17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
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2022年宣讲 讲义5 (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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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志上�3:11-12 约兰 亚哈谢 亚他利雅 约阿施 亚玛谢 亚撒利雅(乌西亚)
(乌西亚)

马太福音�1:8 约兰 乌西亚

 
为什么这些君王在家谱里被省略？

他们都与亚哈的女儿亚他利雅扯上关系。
这四个王都犯了拜偶像的罪。
这四个王都不是自然死亡的。

他们被省略掉，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与亚他利雅的关系。

1.�亚他利雅是谁？

亚他利雅名字的希伯来语意思是，“耶和华折磨的人”。
她是约兰的妻子，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
列王记下8:18�他照着以色列诸王的道路而行，好像亚哈家所行的；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并且行耶和
华看为恶的事。

约沙法是一个好的王，但他犯下错误，就是通过婚姻与亚哈结盟。
历代志下18:1�约沙法的财富很多，极有尊荣，他和亚哈也结了亲。

 

(1) 亚他利雅的家谱

亚他利雅是以色列亚哈与耶洗别的女儿。
列王记下8:26-27 他登基时是二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雅，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
女。27他照着亚哈家的道路而行，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好像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

 
亚哈和耶洗别是以色列最恶的王和王后。亚他利雅的母亲耶洗别是西顿王谒巴力的女儿。
列王记上16:31�亚哈犯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还以为是小事。他又娶了西顿王谒巴力的女儿耶洗别
作妻子，去服事巴力，敬拜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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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顿人是西顿的后代，西顿是迦南的长子，迦南是含的儿子。
创世纪10:15�迦南生了长子西顿，又生赫，

创世纪10:6�含的儿子是古实、埃及、弗和迦南。

 
西顿是迦南的长子！
创世纪49:3�流本哪，你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初生子；你大有尊荣，权力超众；

 
与亚他利雅有关联的所有王，都被移除了耶稣的家谱。
亚他利雅是迦南人的后裔。神禁止以色列人与迦南人通婚。
申命记7:3-4�不可与他们通婚，不可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4因为他
必使你的儿子离开我，去事奉别的神，以致耶和华向你们发烈怒，就快快地把你们消灭。

 
一旦她通过婚姻进入犹大的王室，她就会使犹大的王们走亚哈的路，并在犹大内扩散对巴力的
侍奉。
 

(2) 亚他利雅铲除所有犹大家的王室后裔

列王记下11:1�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雅看见自己的儿子死了，就起来消灭王室所有的后裔。 

这里“王室后裔”指的是大卫王的后裔。
 
但是在这个时候，祭司耶何耶大与他的妻子约示巴为神挺身而出。
列王记下11:2-4�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妹约示巴，把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从正要被杀的王子中偷了出
来，把他和他的乳母藏在卧室里面；他们把他收藏起来，躲避亚他利雅，免得他被杀死。3约阿施和他的乳母
在耶和华的殿中躲藏了六年；亚他利雅却作王统治那地。4在第七年，耶何耶大派人把迦利人和卫兵的众百夫
长带来，领他们进入耶和华的殿中，和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的殿里起誓，然后把王子带出来和他们见
面。

 
耶何耶大一丝不苟地制定了暴动计划。
针对于亚他利雅的暴动发生在第7年的的一个安息日（第七日）。

约示巴的意思是“神的起誓”或“神的约”。
这教导我们，神的约不会被终止，总会根据神的旨意而完成。
历代志下23:3 全体会众在神的殿里与王立约。耶何耶大对他们说：“王的儿子应当按照耶和华应许大卫的子
孙的话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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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哈谢、约阿施、亚玛谢

(1) 亚哈谢

亚哈谢是约兰和亚他利雅的儿子。
历代志下22:3 亚哈谢也随从亚哈家的道路，因为他母亲教唆他行恶。

(2) 约阿施

约阿施是大卫的后裔，耶何耶大和约示巴将他藏在殿里六年，将其养大。当耶何耶大还活着，
约阿施做了神看为正的事。

历代志下24:2�耶何耶大祭司在世的日子，约阿施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当耶何耶大死去，事情就变得糟糕。
历代志下24:17-18�耶何耶大死后，犹大的领袖们来朝拜王；王听从了他们的主意。18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
列祖的神的殿，去事奉亚舍拉和偶像。因为他们的罪，神的忿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约阿施不仅没有听从那些神差派给他的先知所说的，还杀了耶何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因为他
指责了约阿施王。
历代志下24:20-22� �那时，神的灵临到耶何耶大祭司的儿子撒迦利亚身上，他就站在众民的面前，对他们
说：“神这样说：‘你们为什么违背耶和华的诫命，使你们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所以耶和
华也离弃你们。’”21众人要杀害撒迦利亚，于是照着王的命令，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用石头把他打死。22

约阿施王没有记念撒迦利亚的父亲耶何耶大对他所施的恩，反而杀了他的儿子。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说：
“愿耶和华鉴察，并且责问你！”

 

(3) 亚玛谢

亚玛谢在初期做神看为正的事。然而在与以东人的作战中获取大胜利后，他变得骄傲并且拜偶
像，去侍奉以东的诸神。
历代志下25:27�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以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要谋害他；他就逃到拉吉去。谋害他的人派人
追到拉吉，在那里把他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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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朴亚伯拉罕牧师解释了这四个恶王被省略的原因，因为他们违背约，罪大恶极。

在马太福音耶稣家谱里，将这些王被省略，具有怎样的意义？

朴木师对此做了阐述，通过省略这些黑暗与罪恶的世代，神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家谱的目的，并
不是为了记录一个完整的、血统上的谱系，而是为了记录信仰的传承，从而展示神救赎史的经
纶。

在家谱中，尽管人类有着很多的缺点，又有很多后裔背教，但神依旧热心对待他的人和他的
约，从而使家谱可以持续地延续下来，直至主耶稣基督的再临。
以赛亚书9:6-7 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
“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7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地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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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可以是看得见的建筑物，也可以是圣灵所在的圣徒本身。 
哈巴谷书2:20�然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全地当在他面前肃静。

哥林多前书3:9�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

哥林多前书3:16�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

哥林多前书6:19�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
从神那里领受的。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

在伊甸园里，因亚当和夏娃的堕落，神圣的圣殿被破坏，于是，救赎史也可被
称为圣殿恢复的历史。

所罗门圣殿的救赎经纶

列王记上�6: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
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列王记上�6:37–38����

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38到十一年、布勒月、就
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工夫、共有七年。

2022年宣讲 讲义6 (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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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史=圣殿恢复的历史

伊甸园(创世纪)
圣殿被破坏�

新耶路撒冷(启示录)
圣殿被恢复

各种圣殿的历史

 摩西的帐幕圣殿
 所罗门圣殿
 所罗巴伯圣殿等

约翰福音2:21�但耶稣所说的殿，就是他的身体。

启示录21:22�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因为主全能的神和羊羔就是城的圣所。

1.�所罗门圣殿的救赎史意义

(1) 所罗门圣殿是最初的固定圣殿。

帐幕圣殿是移动式圣殿。
民数记2:2�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旗下，在自己父家的旗号下安营；他们要在会幕四周稍远的地方安营。

 

(2) 显示大卫之约的成就。

撒母耳记下7:12-13�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
我要坚固他的国。13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

 

(3) 显示了耶稣基督将要建造的真圣殿。

所罗门建造圣殿，所罗门的意思是“平康”(ְָׁשלֹום），他是“平康的王”。
所罗门建造圣殿，预表了平康的王耶稣在将来建造永恒的圣殿。
以赛亚书9:6 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
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

启示录21:22 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因为主全能的神和羊羔就是城的圣所。

约翰福音2:19-22 耶稣回答：“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20犹太人说：“这殿建了
四十六年，你三天之内就能把它建造起来吗？”21但耶稣所说的殿，就是他的身体。22 所以当耶稣从死人中复
活以后，门徒想起了他说过这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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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46年（希律圣殿建造期间）加上3年就是49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赐给以色
列解放之禧年（第50年）。
路加福音4:18-19�“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膏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
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19又宣告主悦纳人的禧年。”

 
2.�所罗门圣殿的建造场所-摩利亚山（970M）

历代志下3:1�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在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过的摩利亚山上，就是在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
上，大卫预备的地方，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1) 亚伯拉罕献以撒之信仰的地点。

创世纪22:2 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一座山
上，把他献为燔祭。”

创世纪22:12�“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
独生子不给我。”

“敬畏”的希伯来语是“雅列”（ָיֵרא），指“敬畏神的大信仰”。
 

(2) 大卫悔改的场所。

 因大卫做人口普查，7万人因瘟疫（3日内）而死。
撒母耳记下24:15�于是耶和华降瘟疫在以色列地，从早晨直到所定的时间；从但到别是巴，众民中死了七万
人。

 大卫悔改，在阿珥楠的禾场上献祭。
历代志上21:28�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

历代志上22:1�大卫吩咐人召集住在以色列地的外族人，又派石匠开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

撒母耳记下24:25�于是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上燔祭和平安祭。这样耶和华垂听了人们为那地
的祷告，瘟疫就在以色列人中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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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罗门圣殿的基础和大小

(1) 开凿出又大又贵重的石头，作殿的地基。

列王记上5:17�王下令，人就开凿出又大又贵重的石头，用凿好的石头作殿的地基。

“大”的希伯来语是“嘉多尔”（ָּגדֹול），也有“伟大”的含义。“贵重”的希伯来语是“亚
喀尔”（ָיָקר），意思是“稀奇的，有价值的”。

(2) 这世上最稀奇和有价值的房角石就是耶稣。

哥林多前书10:4�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他们所喝的，是从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里来的，这磐石就是基督。

哥林多前书3:11�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以赛亚书28:16�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在锡安放置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基石，宝
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3) 圣殿的大小

长60肘（27.36m），宽20肘（9.12m），高30肘（13.68m）。 
列王记上6:2�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六十肘，宽二十肘，高三十肘。

历代志下3:3�所罗门建筑　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六十肘，宽二十肘，都按着古时的尺寸。

 
4.��建造所罗门圣殿时（列王记）的基准月历

(1) 两中基准月历

 尼散月基准月历（宗教历）
1年从1月1日开始，直到12月29日（最后一日）。
 
 提斯利月基准月历（民历，以耕种为基准）
1年从7月1日开始，直到次年6月29日（最后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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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以色列使用尼散月基准月历，南犹大使用提斯利月基准月历。

统治年度
(西洋历)

主前931年 主前930年 主前929年 主前928年

     提斯利月      提斯利月      提斯利月      提斯利月

 尼散月   尼散月   尼散月   尼散月

南犹大
a b a b a b

罗波安的即位年 罗波安的统治第一年 罗波安的统治第二年

北以色列
a b a b a b

耶罗波安统治第一年 耶罗波安统治第二年 耶罗波安统治第三年

 
5.�所罗门圣殿建造的开始年度

列王记上6:1�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的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他动工建造

耶和华的殿。

(1) 所罗门作王第四年。

所罗门作王是在主前970年。作王第四年指的是主前966年。这是按照即位年方式计算的。

主前970年 969年 968年 967年 966年
即位年 1年 2年 3年 4年

 

(2) 此时是出埃及地以后480年。

主前1446年出埃及，如果把这个年度算为第一年，主前966年就是出埃及后的481年。那为
什么（列王记上6:1）说是480年呢？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要根据圣经的一惯性来解决。
查考“作王（ִלְמֹלְך, 李木洛克）第四年”的希伯来语，在卡尔动词连续型上连接着前置词，说
明用了即位年方式。
查考“出埃及地以后（ְלֵצאת，咧切特）480年”的希伯来语，也是在卡尔动词连续型上连接着
前置词，因形式相同，于是要用相同的即位年方式来计算。

主前1446年 1445年 1444年 ... 966年
出埃及年 1年 2年 ... 4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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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罗门圣殿建造期间（并非7年6个月，而是6年6个月）

(1) 开始和完成

 开始：所罗门王第4年2月（西弗月）
列王记上6:1�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的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他动工建造
耶和华的殿。

历代志下3:2 所罗门执政后第四年二月初二开始建造。

 完工：所罗门王11年8月（布勒月）
列王记上6:38�第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圣殿各部分都按照计划完工了。所罗门共用了七年的时间建造圣
殿。

(2) 建造期间的计算 

7年

1年 2 3 4 5 6 7

  7月    1  7 1 7 1 7 1 7 1 7    
1

7 1 7 1 7 1 7

提斯利月 ...  4年 5年 6年 7年 8年 9年 10年 11年

1年 2 3 4 5 6
6年6个月左右

西弗(2月)
开始

布勒(8月)
完工

(3) 圣经是准确无误的神的话语。

诗篇33:4�因为耶和华的话是正直的，他的一切作为都是诚实的。

因所罗门圣殿的建造期间约是6年6个月，于是列王记上6:38里说，“所罗门共用了七年的时
间建造圣殿”。
王上�6:38�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工夫、共有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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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罗门圣殿建造期间计算的教训

(1) 我们要追随神的方法。

人的方法是死亡，神的方法是生命。
罗马书8:5-6 随从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随从圣灵的人，以圣灵的事为念。6以肉体为念就是死，以圣
灵为念就是生命、平安；

以赛亚书55:8�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

(2) 施洗约翰也是按照神的方法而来。

玛拉基书4:5�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

马太福音11:13 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预言。

马太福音11:14 如果你们肯接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

马太福音17:10-13 门徒就问他：“那么经学家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11他回答：“以利亚当然要
来，并且复兴一切。12但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可是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待他。照样，人子也
要这样被他们苦待。”13这时门徒才领悟，耶稣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说的。

路加福音1:17 他必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转向义人的意念，
为主安排那预备好了的人民。

(3) 我们不要成为属灵上的瞎子。

马太福音15:14�由得他们吧！他们是瞎眼的，却作了向导；如果瞎子领瞎子，二人都会跌进坑里。 

若不想成为属灵的瞎子，就需要时刻拥有“我看不见”的谦逊。
约翰福音9:39-41�耶稣说：“我到这世上来是为了审判，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
的。”40有些和耶稣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了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41耶稣对他们说：“如
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

结论：神临到所罗门圣殿中。

列王记上8:11�因为云彩的缘故，祭司不能站立服事，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

历代志下7:1-2�所罗门祷告完了，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燔祭和其他的祭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那
殿。2�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祭司都不能进入耶和华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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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罗门圣殿是怎样一个地方？

 留神名字的地方。
列王记上9:3�耶和华对他说：“你在我面前所作的祷告和恳求，我都已经听见了。你建造的这殿，我已经把它
分别为圣，要使我的名永远留在那里；我的眼和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

 神的眼所在之处。
列王记上8:29�愿你的眼睛昼夜看顾这殿，看顾你所说‘我的名要留在那里’的地方。愿你垂听你仆人向这地
方所发的祷告。

 神的心所在之处。
列王记上9:3�耶和华对他说：“你在我面前所作的祷告和恳求，我都已经听见了。你建造的这殿，我已经把它
分别为圣，要使我的名永远留在那里；我的眼和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

 神的耳所在之处。
列王记上8:29 愿你的眼睛昼夜看顾这殿，看顾你所说‘我的名要留在那里’的地方。愿你垂听你仆人向这地

方所发的祷告。

(2) 所罗门圣殿被破坏

就算是如此的圣殿，当人们犯罪，神也会将它丢弃不顾。要铭记（列王记上9:3）相关联的话
语。
列王记上9:6-7�你们或是你们的子孙，若是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赐给你们的诫命和律例，去事奉别的
神，敬拜他们，7我就必把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这地上剪除，甚至为自己的名分别为圣的这殿，我也必从
我面前把它丢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族中成为笑谈和讥笑的对象。

 以西结先知的警告
以西结书24:21�你要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必使我的圣所被亵渎，这圣所就是你们所夸耀
的势力，眼所喜爱的，心中所爱惜的。你们遗下的儿女，都必倒在刀下。

 现实中遭到破坏-主前586年5月7日
列王记下25:8-9�五月七日，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十九年，巴比伦王的大臣，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
路撒冷。9他放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以及耶路撒冷一切房屋；一切高大的房屋，他都放火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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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们藐视神的话语。
历代志下36:16 他们却戏弄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话，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忿怒临到他的子民身上，直
到无法挽救。

历代志下36:19�迦勒底人烧了神的殿，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所有的宫殿，又毁坏了城里一切
珍贵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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