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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2013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句

聖經都是神所默⽰的，於教訓、督責、使⼈歸正、教導⼈學
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得以完全，預備⾏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 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2 Tim.  3:16-17, 

NIV）



11/3/2013 Warren Wang

讀經者的信念

•我相信聖經是神

的話語，是基督

徒生活與信仰的

最高準則。


•我相信神的話語

是活潑常存的，

神會藉著聖經向

他的兒女說話。


•我相信一個人若

喜愛並遵行神的

話語，這人便為

有福。



11/3/2013 Warren Wang

配合讀經的主⽇學

•配讀經期間，每週舉行

「讀經班主日學」，每次

上課一小時。


•上課的內容是講解上週所

讀過的十章聖經，以求瞭

解每本書的主旨和重點。


•上課的人必須是基督徒，

並且每週按照進度讀經。



11/3/2013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要求

•本班是為已經信主受浸、有意

研讀聖經的基督徒所預備的。


•各人在每次上課之前必須已經

讀完指定的經文（每週十

章）。


•每次上課接受隨堂測驗。


•不遲到早退，有良好的學習態

度。



11/3/2013 Warren Wang

讀經者的禱告

•願主的道興旺


•在我裡面！


•在教會！


•在社區！


•願主賜福我讀經的日子！



 列王紀下 15 - 25 章



列王紀上下大綱

所羅門時代，王上1-11章 
南北朝前期，王上 12- 16章 

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的事工，王上 17章 -王下 8章 
南北朝中期，王下 8-17章 
南北朝末期，王下18- 25章



 初期的南北列王

 押沙龍 

 瑪迦

 某王 … 不離開耶羅 
 波安使以色列人陷 
  在罪裡的那罪

 亞比央 3 

 亞撒 41 

 約沙法 25

 巴沙 24 

 以拉 2  心利 7 日 

  耶洗別

  遷都於 
  撒瑪利亞 

 暗利 12 

 亞哈 22

 2/16/2014 Warren Wang
 建立全國性巴力崇拜， 
 並消除耶和華崇拜。

南北交戰期

南北和好期

廢了瑪迦
太后因她
拜亞設拉

拿達 2

 耶羅波安 22

設立金牛
犢於伯特
利及但

 大衛 40

…. 所羅門 40

羅波安 17



重啟南北戰爭

 亞蘭王利汛

 約阿施 40

亞瑪謝 29

烏西亞 52

約坦 16

亞哈斯 16

耶戶 28

約哈斯 17

約阿施 16

 耶羅波安二世 41

 撒迦利亞 6 月 沙龍 1 月 米拿現 10

比加 20 比加轄 2

除滅巴力， 

但是仍拜金
牛犢

以利沙臨死前
叫他以箭擊地

收復失土，北國達到
最富強的時期

2/16/2014 Warren Wang

二國聯軍攻打亞哈斯，以
賽亞發出以馬內利的預言

被北王約
阿施俘虜

即亞撒利亞，
後長大麻瘋



 13. 耶羅波安二世

• 耶羅波安二世 

• 在位 41 年，是北朝在位最久的 

• 耶戶的曾孫，約阿施的兒子 

• 收復以色列所有的失地, 締造北
朝的全盛時期 

• 先知約拿曾經預言耶羅波安二世
的成功

 2/16/2014 Warren Wang

北



 9. 烏西雅(亞撒利雅 )

• 在位52年 

• 父親是亞瑪謝 

•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 耶和華使他亨通，極其強盛 

• 他既強盛，就心高氣傲，行事邪僻 

• 因為強行在聖殿燒香，神使他長大痲
瘋，直到死的日子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耶羅波安⼆世 
烏⻄亞

南北國極盛時期



列王紀年表

亞瑪謝 約坦

亞瑪謝

約坦 亞哈斯



 14. 撒迦利雅

• 在位六個月 

• 耶羅波安二世的兒子, 耶戶的
四世孫 

• 繼續拜金牛犢 

• 臣子沙龍弒主篡位, 應驗了神
的話 , 耶戶的子孫國位直到四
代

 2/16/2014 Warren Wang

北

耶⼾ 約哈斯 約阿施 耶羅波安 撒迦利亞



 15. 沙龍

• 在位一個月 

• 篡了撒迦利雅的位, 結束
耶戶王朝的統治

 2/16/2014 Warren Wang

北



 16. 米拿現

• 在位10年 

• 殺了篡位的沙龍，自立為王 

• 為人殘忍，屠殺城中的人，
剖開孕婦 

• 臣服於亞述，向國中的富戶
索取銀子，進貢給亞述王

 2/16/2014 Warren Wang

北



 17. 比加轄

• 在位2年 

• 米拿現的兒子 

• 繼續拜金牛犢 

• 將軍比加在王宮的衛所殺
了他，篡位自立

 2/16/2014 Warren Wang

北



 18. 比加

• 在位20年 

• 殺了比加轄, 篡位自立 

• 繼續拜金牛犢 

• 和亞蘭王聯軍，攻打南國亞哈斯王，圍
困耶路撒冷 

• 亞哈斯王求救於亞述，亞述王提革拉毘
列色攻佔大馬色，滅了亞蘭，並侵略以
色列，奪取其北部的領土，將居民擄去 

• 臣子何細亞叛變，殺了比加自立為王
 2/16/2014 Warren Wang

北



 10. 約坦

• 在位16年 

• 父親是烏西雅 

•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
事，只是不入耶和華的殿 

• 在耶和華面前行正道，以
致日見強盛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11. 亞哈斯
• 在位16年 
• 父親是約坦 
• 造巴力像，並用火焚燒自己的兒女 
• 被亞蘭王打敗，人民被擄到大馬色 
• 被以色列王打敗，人民被擄到撒瑪利亞* 
• 被以東人攻擊，人民被擄掠 
• 被非利士人侵略，喪失領土 
• 被亞述王欺凌，損失宮中的財寶 
• 因他干犯耶和華，神就使他卑微 
• 亞哈斯在急難的時候，越發得罪耶和華 
• 他毀壞聖殿的器皿，封鎖聖殿的門，向別神燒香*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10 耶和華⼜曉諭亞哈斯說： 11 「你向

耶和華你的神求⼀個兆頭，或求顯

在深處，或求顯在⾼處。」 12 亞哈斯

說：「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

華。」 13 以賽亞說：「⼤衛家啊，你

們當聽！你們使⼈厭煩豈算⼩事？

還要使我的神厭煩嗎？ 14 因此，主⾃

⼰要給你們⼀個兆頭，必有童女懷

孕⽣⼦，給他起名叫以⾺內利。 15 到

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吃奶

油與蜂蜜。 16 因為在這孩⼦還不曉得

棄惡擇善之先，你所憎惡的那⼆王

之地必致⾒棄。 17 耶和華必使亞述王

攻擊你的⽇⼦臨到你和你的百姓並

你的⽗家，⾃從以法蓮離開猶⼤以

來，未曾有這樣的⽇⼦。

以⾺內利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衛的⼦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
⾺利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她將要⽣⼀個兒⼦，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
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這⼀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
⼈要稱他的名為以⾺內利。」（「以⾺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太福⾳1:20-23）



 19. 何細亞

• 在位9年 

• 殺了比加，篡位為王 

• 臣服於亞述，後來叛變，改為投靠
埃及 

• 亞述王圍困撒瑪利亞三年，將城攻
下，滅亡以色列國 

• 北朝自耶羅波安建國，共九次更換
朝代，經208年而亡

 2/16/2014 Warren Wang

北



7 這是因以⾊列⼈得罪那領他們出埃

及地，脫離埃及王法老⼿的耶和華他

們的神，去敬畏別神， 8 隨從耶和華

在他們⾯前所趕出外邦⼈的風俗和以

⾊列諸王所立的條規。  

9 以⾊列⼈暗中⾏不正的事，違背耶

和華他們的神，…效法耶和華在他們

⾯前趕出的外邦⼈所⾏的；⼜⾏惡

事，惹動耶和華的怒氣； 12 且侍奉偶

像，就是耶和華警戒他們不可⾏的。 

13 但耶和華藉眾先知、先⾒勸誡以⾊

列⼈和猶⼤⼈說：「當離開你們的惡

⾏，謹守我的誡命、律例，遵⾏我吩

咐你們列祖並藉我僕⼈眾先知所傳給

你們的律法。」 14 他們卻不聽從，竟

硬著頸項，效法他們列祖，不信服耶

和華他們的神， 15 厭棄他的律例和他

與他們列祖所立的約並勸誡他們的

話，隨從虛無的神，⾃⼰成為虛妄，

效法周圍的外邦⼈，就是耶和華囑咐

他們不可效法的。

眾先知 先⾒
7 這是因以⾊列⼈得罪那領他們出埃

及地，脫離埃及王法老⼿的耶和華

他們的神，去敬畏別神， 隨從耶和

華在他們⾯前所趕出外邦⼈的風俗

和以⾊列諸王所立的條規。



5 亞述王上來攻擊以⾊列遍地，上到撒⾺利

亞，圍困三年。 6 何細亞第九年，亞述王

攻取了撒⾺利亞，將以⾊列⼈擄到亞述，

把他們安置在哈臘與歌散的哈博河邊，並

瑪代⼈的城⾢。… 

24 亞述王從巴比倫、古他、亞瓦、哈⾺和

⻄法瓦⾳遷移⼈來，安置在撒⾺利亞的城

⾢，代替以⾊列⼈。他們就得了撒⾺利

亞，住在其中。 25 他們才住那裡的時候，

不敬畏耶和華，所以耶和華叫獅⼦進入他

們中間，咬死了些⼈。… 28 於是有⼀個從

撒⾺利亞擄去的祭司回來，住在伯特利，

指教他們怎樣敬畏耶和華。  

29 然⽽各族之⼈在所住的城裡各為⾃⼰製

造神像，安置在撒⾺利亞⼈所造有丘壇的

殿中。 30 巴比倫⼈造疏割比訥像，古他⼈

造匿甲像，哈⾺⼈造亞⽰瑪像， 31 亞瓦⼈

造匿哈和他珥他像，⻄法瓦⾳⼈⽤火焚燒

兒女獻給⻄法瓦⾳的神亞得米勒和亞拿米

勒。 32 他們懼怕耶和華，也從他們中間立

丘壇的祭司，為他們在有丘壇的殿中獻

祭。 33 他們⼜懼怕耶和華，⼜侍奉⾃⼰的

神，從何邦遷移，就隨何邦的風俗。

⼜懼怕耶和華 ⼜事奉⾃⼰的

古他 亞瓦 哈⾺巴比倫

⻄法瓦⾳

神

哈臘 歌散的哈博的河邊

哈瑪代⼈的城⾢

撒⾺利亞的婦⼈對他說：「你既是猶太⼈，怎麼向我⼀個撒⾺利亞
婦⼈要⽔喝呢？」（原來猶太⼈和撒⾺利亞⼈沒有來往。）（約翰
福⾳4:9）

婦⼈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你
已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你這話是真的。」
（約翰福⾳4:17-18）







 12. 希西家
• 在位29年 

• 父親是亞哈斯 · 

• 打碎摩西所造的銅蛇 

• 希西家六年，北國以色列亡於亞述  

• 亞述王西拿基立攻打猶大  

• 希西家祈禱，先知以賽亞預言耶和華拯救 

• 向神求痊癒，神增加他十五年壽命 

• 病癒後將國中寶物給巴比倫的使者看，先
知以賽亞預言他的後代將被擄至巴比倫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希⻄家打破銅蛇

3 希⻄家⾏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
事，效法他祖⼤衛⼀切所⾏的。 
4 他廢去丘壇，毀壞柱像，砍下⽊
偶，打碎摩⻄所造的銅蛇，因為到
那時以⾊列⼈仍向銅蛇燒香；希⻄
家叫銅蛇為銅塊（⼈稱銅蛇為銅
像）。

耶和華對摩⻄說：「你製造⼀條火蛇，掛在杆
⼦上。凡被咬的，⼀望這蛇，就必得活。」摩
⻄便製造⼀條銅蛇，掛在杆⼦上。凡被蛇咬
的，⼀望這銅蛇就活了。（⺠數記21:8-9）



猶⼤⾔語與亞蘭⽂

亞述王⻄拿基立攻猶⼤

26 希勒家的兒⼦以利亞敬和舍伯那並約亞

對拉伯沙基說：「求你⽤亞蘭⾔語和僕⼈

說話，因為我們懂得。不要⽤猶⼤⾔語和

我們說話，達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27 拉

伯沙基說：「我主差遣我來，豈是單對你

和你的主說這些話嗎？不也是對這些坐在

城上，要與你們⼀同吃⾃⼰糞喝⾃⼰尿的

⼈說嗎？」 28 於是拉伯沙基站著，⽤猶⼤

⾔語⼤聲喊著說：「你們當聽亞述⼤王的

話！ 

29 王如此說：『你們不要被希⻄家欺哄了，因他

不能救你們脫離我的⼿。 30 也不要聽希⻄家使

你們倚靠耶和華說：「耶和華必要拯救我們，

這城必不交在亞述王的⼿中。」』 31 不要聽希

⻄家的話，因亞述王如此說：『你們要與我和

好，出來投降我，各⼈就可以吃⾃⼰葡萄樹和

無花果樹的果⼦，喝⾃⼰井裡的⽔。 32 等我來

領你們到⼀個地⽅，與你們本地⼀樣，就是有

五穀和新酒之地，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有橄

欖樹和蜂蜜之地，好使你們存活，不⾄於死。

亞蘭⾔語

猶⼤⾔語



希⻄家尋求神的話語

亞述王⻄拿基立攻猶⼤

希⻄家王聽⾒，就撕裂衣服，披
上⿇布，進了耶和華的殿。 2 使

家宰以利亞敬和書記舍伯那並祭
司中的長老都披上⿇布，去⾒亞
摩斯的兒⼦先知以賽亞， 3 對他

說：「希⻄家如此說：今⽇是急
難、責罰、凌辱的⽇⼦，就如婦
⼈將要⽣產嬰孩，卻沒有⼒量⽣

產。 4 或者耶和華你的神聽⾒拉

伯沙基的⼀切話，就是他主⼈亞
述王打發他來辱罵永⽣神的話，
耶和華你的神聽⾒這話就發斥
責。故此，求你為餘剩的⺠揚聲
禱告。」 



希⻄家的禱告

亞述王⻄拿基立攻猶⼤

14 希⻄家從使者⼿裡接過書信來，
看完了，就上耶和華的殿，將書
信在耶和華⾯前展開。 15 希⻄家向

耶和華禱告說：「坐在⼆基路伯
上耶和華以⾊列的神啊，你是天
下萬國的神，你曾創造天地。 16 耶

和華啊，求你側耳⽽聽！耶和華
啊，求你睜眼⽽看！要聽⻄拿基
立打發使者來辱罵永⽣神的話。 

17 耶和華啊，亞述諸王果然使列國
和列國之地變為荒涼， 18 將列國的

神像都扔在火裡，因為它本不是
神，乃是⼈⼿所造的，是⽊頭、
⽯頭的，所以滅絕它。 19 耶和華我

們的神啊，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離
亞述王的⼿，使天下萬國都知
道，唯獨你耶和華是神。」



耶和華的應許

亞述王⻄拿基立攻猶⼤

20 亞摩斯的兒⼦以賽亞就打發⼈去⾒

希⻄家，說：「耶和華以⾊列的神如

此說：你既然求我攻擊亞述王⻄拿基

立，我已聽⾒了。 21 耶和華論他這樣

說：『錫安的處女藐視你，嗤笑你，

耶路撒冷的女⼦向你搖頭。 22 你辱罵

誰，褻瀆誰？揚起聲來，⾼舉眼⽬攻

擊誰呢？乃是攻擊以⾊列的聖者！

29 「以⾊列⼈哪，我賜你們⼀個證

據：你們今年要吃⾃⽣的，明年也要

吃⾃長的，⾄於後年，你們要耕種收

割，栽植葡萄園，吃其中的果⼦。 

30 猶⼤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扎

根，向上結果。 31 必有餘剩的⺠從耶

路撒冷⽽出，必有逃脫的⼈從錫安⼭

⽽來。耶和華的熱⼼必成就這事。

往下扎

根，向上結果 餘剩的⺠



耶和華的拯救

亞述王⻄拿基立攻猶⼤

35 當夜，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

營中殺了⼗八萬五千⼈。清早有⼈起

來，⼀看，都是死屍了。 36 亞述王⻄

拿基立就拔營回去，住在尼尼微。 

37 ⼀⽇，在他的神尼斯洛廟裡叩拜，

他兒⼦亞得米勒和沙利⾊⽤⼑殺了

他，就逃到亞拉臘地。他兒⼦以撒哈

頓接續他做王。



耶和華的增加王的壽數

希⻄家遘疾

那時，希⻄家病得要死。… 2 希⻄家就轉臉朝牆，

禱告耶和華說： 3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我在你⾯

前怎樣存完全的⼼，按誠實⾏事，⼜做你眼中所

看為善的。」希⻄家就痛哭了。 4 以賽亞出來，還

沒有到中院[a]，耶和華的話就臨到他說： 5 「你回

去告訴我⺠的君希⻄家說：『耶和華你祖⼤衛的

神如此說：我聽⾒了你的禱告，看⾒了你的眼

淚。我必醫治你，到第三⽇，你必上到耶和華的

殿。 6 我必加增你⼗五年的壽數，並且我要救你和

這城脫離亞述王的⼿。我為⾃⼰和我僕⼈⼤衛的

緣故，必保護這城。』」



希⻄家王的轉變

希⻄家遘疾

12 那時，巴比倫王巴拉但的兒⼦比

羅達巴拉但聽⾒希⻄家病⽽痊

癒，就送書信和禮物給他。 13 希⻄

家聽從使者的話，就把他寶庫的

⾦⼦、銀⼦、香料、貴重的膏油

和他武庫的⼀切軍器，並他所有

的財寶，都給他們看。他家中和

他全國之內，希⻄家沒有⼀樣不

給他們看的。 

16 以賽亞對希⻄家說：「你要聽耶和華的

話： 17 ⽇⼦必到，凡你家裡所有的，並你

列祖積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擄到巴比倫

去，不留下⼀樣。這是耶和華說的。 18 並

且從你本⾝所⽣的眾⼦，其中必有被擄

去，在巴比倫王宮裡當太監的。」 19 希⻄

家對以賽亞說：「你所說耶和華的話甚

好。若在我的年⽇中有太平和穩固的景

況，豈不是好嗎？」



 13. 瑪拿西

• 在位55年 

• 父親是希西家 

• 為巴力築壇，拜各種偶像在
耶和華的殿中為偶像建立祭
壇，使兒子經火，又觀兆，
用法術，交鬼 

• 是最惡的猶大王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耶和華的審判

10 耶和華藉他僕⼈眾先知說： 11 「因猶⼤王瑪拿⻄⾏這

些可憎的惡事比先前亞摩利⼈所⾏的更甚，使猶⼤⼈

拜他的偶像陷在罪裡， 12 所以耶和華以⾊列的神如此

說：我必降禍於耶路撒冷和猶⼤，叫⼀切聽⾒的⼈無

不耳鳴。 13 我必⽤量撒⾺利亞的準繩和亞哈家的線

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淨耶路撒冷，如⼈擦盤將

盤倒扣。 14 我必棄掉所餘剩的⼦⺠[a]，把他們交在仇敵

⼿中，使他們成為⼀切仇敵擄掠之物。 15 是因他們⾃

從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我眼中看為惡的事，惹

動我的怒氣。」

我必⽤量撒⾺利亞的準繩和亞哈家的線

砣，拉在耶路撒冷上



 14. 亞們

• 在位2年 

• 父親是瑪拿西 

• 行他父親所行的, 敬奉各種偶像 

• 臣僕背叛，殺了他 

• 國民殺了背叛的臣僕，立他的兒
子約西亞為王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15. 約西亞

• 在位31年 

• 父親是亞們 

• 修理聖殿，發現律法書 

• 與民立約，敬拜真神 

• 除去國中的偶像，拆毀伯特利的祭
壇 , 應驗神人對耶羅波安的預言 

• 率兵抵擋埃及王被法老尼哥 , 被尼
哥所殺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復得律法書

約⻄亞王修理聖殿

8 ⼤祭司希勒家對書記沙番說：「我在

耶和華殿裡得了律法書。」希勒家將

書遞給沙番，沙番就看了。 9 書記沙番

到王那裡，回覆王說：「你的僕⼈已

將殿裡的銀⼦倒出數算，交給耶和華

殿裡辦事的⼈了。」 10 書記沙番⼜對

王說：「祭司希勒家遞給我⼀卷

書。」沙番就在王⾯前讀那書。 11 王

聽⾒律法書上的話，便撕裂衣服， 

12 吩咐祭司希勒家與沙番的兒⼦亞希

⽢、米該亞的兒⼦亞⾰波、書記沙番

和王的⾂僕亞撒雅說： 13 「你們去，

為我，為⺠，為猶⼤眾⼈，以這書上

的話求問耶和華。因為我們列祖沒有

聽從這書上的⾔語，沒有遵著書上所

吩咐我們的去⾏，耶和華就向我們⼤

發烈怒。」

「他登了國位，就要將祭司利未⼈⾯前的這律法
書為⾃⼰抄錄⼀本， 存在他那裡，要平⽣誦讀，
好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神，謹守遵⾏這律法書上
的⼀切⾔語和這些律例，（申命記17:18-19）



第⼀階段：復興神的話語

約⻄亞王復興信仰

王差遣⼈招聚猶⼤和耶路撒冷的眾長老

來。 2 王和猶⼤眾⼈與耶路撒冷的居⺠，

並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無論⼤

⼩，都⼀同上到耶和華的殿。王就把耶

和華殿裡所得的約書念給他們聽。 3 王站

在柱旁，在耶和華⾯前立約，要盡⼼、

盡性地順從耶和華，遵守他的誡命、法

度、律例，成就這書上所記的約⾔。眾

⺠都服從這約。



約⻄亞王復興信仰

4 王吩咐⼤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並把⾨
的，將那為巴⼒和亞舍拉並天上萬象
所造的器⽫，都從耶和華殿裡搬出
來，在耶路撒冷外汲淪溪旁的⽥間燒
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 5 從前猶⼤列

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猶⼤城⾢的丘
壇和耶路撒冷的周圍燒香，現在王都
廢去，…⼜從耶和華殿裡，將亞舍拉
搬到耶路撒冷外汲淪溪邊焚燒，打碎
成灰，將灰撒在平⺠的墳上。 7 ⼜拆毀

耶和華殿裡孌童的屋⼦，就是婦女為
亞舍拉織帳⼦的屋⼦。… 

15 他將伯特利的壇，就是叫以⾊列⼈陷
在罪裡尼八的兒⼦耶羅波安所築的那
壇，都拆毀焚燒，打碎成灰，並焚燒
了亞舍拉。 16 約⻄亞回頭，看⾒⼭上

的墳墓，就打發⼈將墳墓裡的骸骨取
出來，燒在壇上，汙穢了壇，正如從
前神⼈宣傳耶和華的話。

那時，有⼀個神⼈奉耶和華的命從猶⼤來到伯特利，
耶羅波安正站在壇旁要燒香。神⼈奉耶和華的命向壇
呼叫，說：「壇哪，壇哪！耶和華如此說：『⼤衛家
裡必⽣⼀個兒⼦，名叫約⻄亞，他必將丘壇的祭司，
就是在你上⾯燒香的，殺在你上⾯，⼈的骨頭也必燒
在你上⾯。』」（列王紀上13:1-2）

第⼆階段：剷除諸惡



約⻄亞王復興信仰

21 王吩咐眾⺠說：「你們當照這約書上
所寫的，向耶和華你們的神守逾越
節。」 22 ⾃從⼠師治理以⾊列⼈和以⾊

列王、猶⼤王的時候，直到如今，實在
沒有守過這樣的逾越節， 23 只有約⻄亞

王⼗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華守這逾越
節。

第三階段：向耶和華守節

然⽽耶和華向猶⼤所發猛烈的怒氣仍不⽌息，是因瑪
拿⻄諸事惹動他。 耶和華說：「我必將猶⼤⼈從我
⾯前趕出，如同趕出以⾊列⼈⼀般，我必棄掉我從前
所選擇的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說立我名的殿。」



 亞哈斯 16 
打碎銅蛇，向
神求活得以延
壽 15 年

 比加 20

 16
 約哈斯 3 月

 希西家 29 

  瑪拿西 55

亞們 2

約西亞 31

約雅敬 11 西底家 11

約雅斤 3 月

修殿時得到
律法書

何細亞 9

北國被亞述
所滅亡，
722 BC

17  19

18



 16. 約哈斯

• 在位三個月 

• 父親是約西亞 

• 被法老尼哥擄到埃及，
死在那裡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17. 約雅敬

• 在位11年 

• 是約西亞的兒子，約哈斯
的哥哥，法老所立，原名
以利亞敬 

• 因背叛巴比倫王尼布甲尼
撒, 耶路撒冷被攻破 , 約雅
敬被銅練鎖著帶到巴比倫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18. 約雅斤

• 在位三個月 

• 父親是約雅敬 

• 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派人帶
到巴比倫 

• 被擄之後37年, 巴比倫王以未
米羅達使約雅斤抬頭，使他的
地位高過一同在巴比倫的諸王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19. 西底家

• 在位11年 

• 是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斤的叔叔，巴比
倫王所立，原名瑪探雅 

• 背叛巴比倫王，作王第九年十月十日巴
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圍攻耶路撒冷 

• 十一年四月九日城破（主前 586年），
巴比倫王殺了西底家的眾子，將他鎖拿
巴比倫 

• 南朝猶大至此亡國，共 344年，19個王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作神的子民

 歸回吧！ 

 歸回吧！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

上，帶來歸我。如今你

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

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

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

為全地都是我 的。


出 19:4- 5

 2/16/2014 Warren Wang

耶和華

王        王        王        以色列        

南國 北國

亡國被擄

 歸回重建

亡國被擄

先
知

耶和華耶和華

以色列



 作神的子民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

間。他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

在，作他們的神。


啟示錄 21:3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

族類，是有君尊的祭

司，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要叫

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

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

美德 。


 彼前 2:9

 2/16/2014 Warren Wang

耶穌
基督

教會

耶和華



 作神的子民

來，跟從我！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

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

字架來跟從我。   
路 9:23

  教會 
 信耶穌重生 

  得救者

 2/16/2014 Warren Wang

耶穌
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