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約書亞至所羅門」讀經導讀
本導讀是供弟兄姐妹研讀「歷史書—約書亞至所羅門」 的輔輯。由讀經營講員及基督
工人中心同工寫成，盼望對弟兄姐妹讀經有所助益。

壹.

約書亞記
主題─爭戰得應許的產業
分段大綱
1.預備爭戰(一至五章)
2.征服迦南(六至十二章)
A.中路戰役(六至八章)
B.南路戰役(九至十章)
C.北路戰役(十一至十二章)
3.分配迦南地業(十三至二十四章)
A.河東二支派半地業(十三章)
B.河西地業(十四至二十一章)
C.約書亞為百姓祝福、留遺命、及立約(二十二至二十四章)
…………………………………………………………………………………………
1.以色列人如何預備爭戰?
A.過約但河時如何立石為記? 有何意義?
B.為何在吉甲行割禮? 有何意義?
C.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選民進迦南後的爭戰有何意義?
2.征服迦南時中路戰役得勝與失敗的原因
A.在耶利哥如何爭戰? 得勝的原因?
B.艾城失敗的原因?
3.喇合的信心與行為(參考經節: 來十一 31, 雅二 25,太一 5)
A.喇合的信心有何表現？
B.喇合如何用行為印證她的信心？
C.喇合的信心與行為所產生的影響與結果(包括以色列人和她自己)
4.征服迦南時南路戰役和北路戰役
5.未得之地，約但河東二支派半的地業，及迦勒所得之地業。
6.六座逃城及利未支派四十八座城
7.約書亞的遺命及立約

貳. 士師記, 路得記
1. 從士師記 1:1-2:5 找出從約書亞記過渡到士師記這段期間，以色列人幾次主要的爭戰，
各為那些支派領導及參與，又這些爭戰的結果如何? 神對這樣的結果有何看法與做法?
2. 士師記 2:6-3:6 找出約書亞死後以色列人與神各樣不同的關係(如悖逆神、呼求神等)的
周而復始的模式，並且找出神如何藉著以色列人的問題與環境來幫助他們認識並聽從
神。
3. 從士師記 3:7-5:31 中找出以色列人這時期與神的關係，所遭遇的仇敵，神所興起的士
師，試分別列出這時期士師的主要事蹟,如何帶領以色列人得勝，維持多久的和平,…
等。
4. 從士師記 6:1-10:5 中找出以色列人這時期與神的關係，所遭遇的仇敵，神所興起的士
師，神如何興起這時期的士師，及這時期士師的主要事蹟，如何帶領以色列人得勝，
維持多久的和平,…等。
5. 從士師記 10:6-12:14 中找出以色列人這時期與神的關係，所遭遇的仇敵，神所興起的
士師，神如何興起這時期的士師，試分別列出這些士師的主要事蹟,這時期的士師如何
帶領以色列人得勝，維持多久的和平,…等。
6. 從士師記 13:1-16:31 中找出以色列人這時期與神的關係，所遭遇的仇敵，神所興起的
士師，神如何興起這位士師，這士師的主要事蹟，及這士師如何帶領以色列人得勝，
維持多久的和平,…等。
7. 士師記 17-18 找出米迦，他的偶像，及一位利未人，和但支派之間發生的主要事件，
如何從這裡得出「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18:1)這個主要論點。
8. 從士師記 19-21 找出基比亞的道德敗壞，及便雅憫支派為何及如何在所屬之地被剪
除，並如何從這兩方面得出士師記的主要結論「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
行」(21:25)。
9. 從路得記第一章當中找出拿俄米的遭遇，他與兩個媳婦的關係及對話，並且路得的如
何跟隨拿俄米回猶大地?
10. 從路得記 2-3 中找出路得與波阿斯如何在打穀場相遇；拿俄米如何指引路得，波阿斯
如何答應盡至親本分等。
11. 從路得記 4 中找出波阿斯如何安排迎娶路得；全書的結尾部分(4:13-22)的兩個重點是
甚麼?

叁. 撒母耳記上
撒母耳記上承接士師記,“那時以色列人沒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之後, 開始王國的建立.
本書分三大段, 即: (1) 撒母耳時期, (2) 掃羅時期, (3) 大衛王時期:
(一). 撒母耳治理時期 (1-7 章)
1. 從 1-3 章看撒母耳的早年生活:
(a)
為何撒母耳的出生, 使他成為劃時代的人物? (1 章)
(b)
哈拿禱告的重點為何? (2:1-11)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如何應用 (路 1:46)

(c)

以利家敗落之因為何? (2:12-26) 神藉神人的預言為何 (2:27-36)? 後來如
何應驗? (4:11-22)
(d)
撒母耳如何蒙召? 其經歷及重要意涵為何? (3:1-21)
2. 從 4-7 章看撒母耳的中年生活:
(a) 約櫃如何被擄? 以利的結局為何? (4 章)
(b) 約櫃被擄後在非利士之地的經歷? 及如何退回? 結局為何(5-6 章)?
(c) 撒母耳如何以祈禱治國? (7 章)
(二). 掃羅為王時期 (8-15 章)
A. 掃羅的被立 (8-12 章)
1. 掃羅被立為王的背景原因為何? 撒母耳的反應如何? (8 章)
2. 掃羅被選(9 章) , 被膏, 被立(10 章), 戰績(11 章), 每一個經歷的意義為何?
3. 撒母耳晚年對百姓的告白, 其意義為何? (12 章) , 我們可學習到甚麼?
B. 掃羅的被棄 (13-15 章)
1. 掃羅從獻祭上的失敗, 如何開始其節節的失敗? 這些對我們的警惕為何? (13 章)
2. 掃羅在帶領百姓上如何失敗(14 章)? 在結尾如何提到他的疆土及家譜（14:47-52）?
3. 掃羅在聽從神話語上如何失敗(15 章)?
(三). 大衛時期 (16-31 章)
A. 幼年時的大衛 (16-17 章)
1. 大衛如何被膏 (16 章) 及如何擊敗歌利亞(17) ? 從他的被揀選及歌利亞事件, 如何可
稍窺他後來被稱為 "合神心意的” 的原因?
B. 少年時的大衛 (18-20 章)
1. 大衛在皇宮侍立的生活如何? 與約拿單的關係如何 (18 章) ?
2. 大衛與約拿單真誠的友誼, 如何同時交織在掃羅開始與他的緊張關係 (19-20 章)?
C. 中年時的大衛 (21-31 章)
3. 大衛既被掃羅王厭棄, 就開始了一連串的逃亡生活, 讀這十一章, 請就下面的地點用
地圖及事蹟, 逐一思想每一處的經歷? 掃羅如何追殺他? 大衛如何饒恕掃羅? 神如何保
護他? 並準備他登基為王等等做個整理.
(1). 在迦特 (21), (2). 在亞杜蘭洞 (22), (3). 在基伊拉 (23), (4). 在隱基底 (24), (5). 在巴
蘭曠野 (25), (6). 在西弗 (26), (7). 在非利士地 (27-31).
4.最後在基利波的戰役掃羅自殺, 其子被殺 (31 章), 並對我們的提醒為何?

肆. 撒母耳記下
1. 掃羅王死後，國家南北分裂七年半，大衛在希伯崙作猶大支派的王，其他支派繼續
擁護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作以色列王。從 1 章至 5:5 中，找出蒙神應許作王的大衛，
如何不斷地向追殺他的掃羅王與他的家人展示愛與關懷，如何一步一步的等候神的帶

領作全以色列人的王，大衛如何贏得以色列人的心去歸向他。這個過程如何顯示大衛
的本性，並他對神與對人的心？給我們帶來什麼可以學習的地方。
2. 大衛統一全國後，他為什麼馬上要去攻打錫安（耶路撒冷）？他為什麼這樣看重耶
路撒冷？這與他將歌利亞的頭帶到耶路撒冷（撒上 17:54）有什麼相關？從耶路撒冷歷
史的事蹟上，大衛對神的心意有何了解？他如何攻打耶路撒冷？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5:6-25）
3. 大衛搬遷到耶路撒冷之前，他的「居所」與約櫃的「居所」有何異同？大衛搬遷到
耶路撒冷之後，為什麼他很快的差人去尋找約櫃？他如何找到約櫃（參詩 132 篇）？
他為什麼不將約櫃搬回示羅（會幕所在之地），卻搬去耶路撒冷？他將約櫃搬遷到耶
路撒冷，有什麼好的地方？有什麼錯誤的地方？鳥撒的死對大衛、 與對我們有什麼提
醒？大衛第二次搬約櫃與第一次有什麼異同？米甲為什麼輕視大衛？大衛的回應顯示
大衛是怎麼樣的人？整個搬遷的過程給我們什麼提醒？（6:1-33）
4. 大衛為什麼要為神建造聖殿？拿單先知為什麼沒有先求問神，就大力支持大衛建
殿？神為什麼沒有責備大衛與拿單先知沒有求問神就作決定？對我們有什麼提醒？神
為什麼不要大衛建殿？神如何回報大衛為祂建殿的心？面對神的應許，大衛如何回應
神，對我們有什麼提醒與榜樣？（7：1-29）
5. 神為什麼幫助大衛戰勝仇敵？大衛的戰爭與建殿有什麼關係？當神賜福給大衛時，
大衛如何對以色列人、掃羅的後代與亞捫人？大衛如何將愛帶給掃羅的後代？他又如
何將愛帶給亞捫人？他得了什麼回報？亞捫人的戰役是如何發生？以色列人怎麼樣得
勝？對我們帶來甚麼提醒？（8-10 章）
6. 大衛犯罪原因是什麼？大衛看見抜示巴他該有的反應是什麼？他如何一步一步掉在
罪惡的當中？神如何藉著烏利亞本人勸阻大衛？大衛為什麼一直不回轉？這對我們有
什麼提醒？拿單先知如何責備與勸導大衛？大衛犯罪後的審判是什麼？大衛如何悔改
(請參讀詩 32 篇和 51 篇)？對我們有什麼提醒？（11-12 章）
7. 暗嫩犯罪的原因與後果是什麼？大衛在這事上的失誤是什麼？押沙龍為什麼殺暗
嫩？他的手段有什麼特點？大衛在這事上的失誤是什麼？這事產生的後果是什麼？約
押為什麼為押沙龍在王前說話？押沙龍與約押的關係與影響？ 押沙龍叛變的原因與經
過？押沙龍如何羞辱他的父親？為什麼？ 說明神如何使他一步步的失敗？大衛如何對
待押沙龍？大衛如勝過押沙龍？大衛如何對待示每？米非波設有什麼值得我們學習的
地方？在整個押沙龍的事件上，我們可以學到什麼功課？（13-19 章）
8. 約押為什麼殺亞瑪撒？大衛在處理基遍人的事情上，如何表達愛與公義？如何流露
他對掃羅家的愛？比較約押與大衛的異同？對我們有什麼提醒？（20-21 章）

9. 從大衛的詩歌中，找出大衛的一生如何追求與經歷神？從大衛臨終之言看神在大衛
心中的地位？大衛為什麼記載這 37 位勇士？他們有什麼長處？為何大將約押卻不在其
中？對我們有什麼提醒？大衛在核點人數的事上，所犯的錯誤是什麼？面對神的審
判，大衛如何作選擇？對我們有什麼提醒？在這審判上如何看見到神的公義與恩典？
這個審判與聖殿的建造有什麼關係？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伍. 列王紀上 1-11 章
主題─以色列王國之與盛
分段大綱
1.聯合王國(一至十一章)
A.大衛王晚年(一 1〜二 10)
B.所羅門王(二 11〜十一 43)
(1)早年(二 12〜四 34)
(2)全盛(五至十章)
(3)衰落(十一)
2.分裂王國(十二至二十二章)
A.神人和先知亞希雅在北國的事奉(十二至十六)
B.先知以利亞在北國的事奉(十七至二十二)
……………………………………………………………………………………………
1.所羅門王早年的智慧(二至四章)
A.所羅門王如何向耶和華求智慧？
B.所羅門在哪些方面顯出他的智慧?
2.所羅門王的榮華(五至十章)
A.建這聖殿
B.建造王宮
C.大興建造
D.示巴女王朝見所羅門王
3.所羅門獻殿時的禱告與祝福
3. 所羅門國度衰落的原因及影響

陸. 歷代志上
歷代志乃文士以斯拉所寫, 有別於列王記, 它乃是以祭司的眼光來寫以色列國史, 強
調聖殿與敬拜的興衰, 決定了國家的興衰, 所以多記猶大歷史. 第一至第九章記大衛
的家譜.
1. 上古譜系 (1:1-34): 用圖表列出亞當至亞伯拉罕的家譜.
2. 先祖譜系 (1:35-54): 用圖表列出以掃的家譜.

3. 以色列譜系 (2-9 章): 用圖表列出以色列的後裔: (a) 猶大之後裔 (2:3-55), (b) 大衛與所
羅門之後裔 (3:1-24), (c) 複述猶大及列祖之後裔 (4:1-8:40), (d) 住耶路撒冷之以色列
後裔及利未人的職任 (9:1-44).
4. 大衛王朝事蹟(10:1-14): 如何記述掃羅王朝的結束, 及神如何將國位給了大衛?
5. 跟從掃羅後代的眾支派，為什麼要請大衛作王？大衛如何讓這些以色列人知道神已
選擇大衛作王？如何看到大衛的國日漸強盛？原因是什麼？歷代志記在大衛的勇士與
撒母耳記下的記載有什麼異同？以色列人（代上 12:38-40）為什麼那樣喜樂的立大衛
作王？給我們有什麼榜樣？（11-14 章）
6. 大衛為了迎接約櫃遷至京城，他作了什麼預備的工作？為什麼這樣預備？約櫃進耶
路撒冷以色列人如何迎接約櫃？以色列人如何在約櫃前敬拜神？從大衛的詩歌中看大
衛對神的認識與他對神的愛？（15-16 章）
7. 神為什麼不讓大衛建殿？神因大衛願意為祂建殿的心，給他有什麼福份？神怎樣幫
助大衛擴張國度？這對我們有什麼提醒？（17-20 章）
8. 從 21 章看大衛受型罰的原因是什麼？大衛如何表達他的悔改？神如何在審判中施恩
與大衛？聖殿的地是如何得到的？為什麼大衛堅持要付買金？這樣看來，找出聖殿被
設立目的是什麼？ (21 章)
9. 從 22-29 章是大衛預備所羅門建造聖殿，從第 22 章看大衛留給所羅門建殿的心願與
使命，請描述大衛給所羅門的「心願與使命」。為了這「心願與使命」大衛留給所羅
門三樣：1. 王位、2. 財富 和 3.人手。請描述這三樣有什麼特點？對建殿有什麼相關？
從第 23-27 章看聖殿同工的安排，有什麼特點？為什麼要如此的安排？原則是什麼？
第 28 章是聖殿建造的目標與圖樣。觀察大衛如何將他建殿的目標，從他的心轉到所羅
門與眾以色列人的身上？看大衛如何勉勵他們同心合意的建造聖殿？從大衛介紹聖殿
的圖樣，看這殿是怎樣的？為什麼要這樣建言？神對這殿有什麼期望？第 29 章是聖殿
材料與錢財的預備？思想大衛如何為聖殿預備材料？他對神的心是怎樣？以色列人如
何為聖殿奉獻？他們對神與聖殿的心如何？給我們什麼的榜樣？最後看大衛如何為聖
殿的事工感恩與禱告？這禱告對我們有什提醒？

柒. 歷代志下 1-9 章
主題─祭司國度的興盛與衰亡
分段大綱
1.祭司國度的全盛─所羅門王朝(一至九章)
A.國位堅定(一)
B.建造聖殿(二至七章)
C.國家富強(八至九章)
2.祭司國度的興盛與衰亡─南國猶大諸王(十至三十六章)

(略)
…………………………………………………………………………………………
1.所羅門建聖殿的原因及經過
2.所羅門所建之聖殿的榮華及意義
3.所羅門國度的富強及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