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書讀經班 
歷代志下 CHAPTER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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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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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

•主題：


•神的同在（以聖殿為代表）。


•主題經文：


現在我已選擇這殿，分別為聖，

使我的名永在其中。 我的眼、我

的心也必常在那裡。（代下

7:16）


（參考經文：岀 25:8）


•金句：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

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

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

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代

下7:14）



著眼於聖殿

•族譜（代上1-9）：	


•聖殿相關之人（以君王支派

猶大和祭司支派利未為主）


•大衛（代上10-29）：


•聖殿的預備期


•所羅門（代下1-9）：


•聖殿的建造期


• 列王(代下10-36)： 
• 聖殿的使⽤期



報應神學

RETRIBUTION THEOLOGY

•祝福和咒詛的原則:


•順服神得祝福

（祝福是與神同在的後果）


•違背神得咒詛

（咒詛是與神隔離的後果）


•兩種報應:


•立即的報應 

immediate retribution


•延遲的報應 

deferred retribution



猶⼤列王 
（10-36章）



南北國對峙時期

THE DIVIDE KINGDOM 
OF ISRAEL



羅波安 ְרַחְבָעם 

•在位17年


•父親是所羅門，母親是亞捫

人拿瑪


•採納少年人的的計謀，加重

人民的負擔，引起王國的分

裂


•分裂之初，意欲攻打北國，

神人示瑪雅傳遞神的話語，

阻止他攻打以色列國



羅波安往⽰劍去，因為以⾊列⼈都到了⽰劍，
要立他做王。(10:1)



羅波安違棄耆老之謀

10:1 羅波安往⽰劍去，因為以⾊列⼈都

到了⽰劍，要立他做王。 2 尼八的兒⼦

耶羅波安先前躲避所羅⾨王，逃往埃

及，住在那裡，他聽⾒這事，就從埃及

回來。 3 以⾊列⼈打發⼈去請他，他就

和以⾊列眾⼈來⾒羅波安，對他說： 

4 「你⽗親使我們負重軛做苦⼯，現在

求你使我們做的苦⼯、負的重軛輕鬆

些，我們就侍奉你。」 5 羅波安對他們

說：「第三⽇再來⾒我吧。」⺠就去

了。

26 所羅⾨的⾂僕，尼八的兒⼦耶羅波安也舉⼿

攻擊王。他是以法蓮⽀派的洗利達⼈，他⺟親

是寡婦，名叫洗魯阿。 27 他舉⼿攻擊王的緣

故，乃由先前所羅⾨建造米羅，修補他⽗親⼤

衛城的破⼝。 28 耶羅波安是⼤有才能的⼈，所

羅⾨⾒這少年⼈殷勤，就派他監管約瑟家的⼀

切⼯程。…31 (先知亞希雅)對耶羅波安說：

「你可以拿⼗片。耶和華以⾊列的神如此說：

我必將國從所羅⾨⼿裡奪回，將⼗個⽀派賜給

你。…40 所羅⾨因此想要殺耶羅波安，耶羅波

安卻起⾝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撒那裡，就

住在埃及，直到所羅⾨死了。《列王記上11》



羅波安違棄耆老之謀

10:6 羅波安之⽗所羅⾨在世

的⽇⼦，有侍立在他⾯前的

老年⼈，羅波安王和他們商

議，說：「你們給我出個什

麼主意，我好回覆這⺠。」 

7 老年⼈對他說：「王若恩待

這⺠，使他們喜悅，⽤好話

回覆他們，他們就永遠做王

的僕⼈。」  

8 王卻不⽤老年⼈給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與

他⼀同長⼤，在他⾯前侍立的少年⼈商議， 

9 說：「這⺠對我說：『你⽗親使我們負重軛，

求你使我們輕鬆些。』你們給我出個什麼主

意，我好回覆他們。」 10 那同他長⼤的少年⼈

說：「這⺠對王說：『你⽗親使我們負重軛，

求你使我們輕鬆些。』王要對他們如此說：

『我的⼩拇指比我⽗親的腰還粗！ 11 我⽗親使

你們負重軛，我必使你們負更重的軛；我⽗親

⽤鞭⼦責打你們，我要⽤蠍⼦鞭責打你

們。』」

老年⼈

少年⼈



羅波安違棄耆老之謀

10:12 耶羅波安和眾百姓遵著羅波安王所

說「你們第三⽇再來⾒我」的那話，第

三⽇他們果然來了。 13 羅波安王⽤嚴厲

的話回覆他們，不⽤老年⼈所出的主

意， 14 照著少年⼈所出的主意對他們

說：「我⽗親使你們負重軛，我必使你

們負更重的軛；我⽗親⽤鞭⼦責打你

們，我要⽤蠍⼦鞭責打你們。」 15 王不

肯依從百姓，這事乃出於神，為要應驗

耶和華藉⽰羅⼈亞希雅對尼八兒⼦耶羅

波安所說的話。

這事乃出於神

29 ⼀⽇，耶羅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羅⼈先

知亞希雅在路上遇⾒他；亞希雅⾝上穿著⼀

件新衣，他們⼆⼈在⽥野，以外並無別

⼈。 30 亞希雅將⾃⼰穿的那件新衣撕成⼗⼆

片， 31 對耶羅波安說：「你可以拿⼗片。耶

和華以⾊列的神如此說：我必將國從所羅⾨

⼿裡奪回，將⼗個⽀派賜給你。 32 （我因僕

⼈⼤衛和我在以⾊列眾⽀派中所選擇的耶路

撒冷城的緣故，仍給所羅⾨留⼀個⽀

派。） 33 因為他離棄我，敬拜⻄頓⼈的女神

亞斯她錄、摩押的神基抹和亞捫⼈的神米勒

公，沒有遵從我的道，⾏我眼中看為正的

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親⼤衛⼀

樣。…」《列王記上11》



以⾊列⼈叛
10:6 16 以⾊列眾⺠⾒王不依從他們，就對

王說：「我們與⼤衛有什麼份兒呢？與

耶⻄的兒⼦並沒有關涉！以⾊列⼈哪，

各回各家去吧！⼤衛家啊，⾃⼰顧⾃⼰

吧！」於是，以⾊列眾⼈都回⾃⼰家裡

去了。 17 唯獨住在猶⼤城⾢的以⾊列⼈，

羅波安仍做他們的王。 18 羅波安王差遣掌

管服苦之⼈的哈多蘭往以⾊列⼈那裡

去，以⾊列⼈就⽤⽯頭打死他。羅波安

王急忙上⾞，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19 這

樣，以⾊列⼈背叛⼤衛家，直到今⽇。 

11:1 羅波安來到耶路撒冷，招聚猶⼤

家和便雅憫家，共⼗八萬⼈，都是挑

選的戰⼠，要與以⾊列⼈爭戰，好將

國奪回再歸⾃⼰。 2 但耶和華的話臨

到神⼈⽰瑪雅說： 3 「你去告訴所羅

⾨的兒⼦猶⼤王羅波安和住猶⼤、便

雅憫的以⾊列眾⼈說： 4 『耶和華如

此說：你們不可上去與你們的弟兄爭

戰。各歸各家去吧，因為這事出於

我。』」眾⼈就聽從耶和華的話歸

回，不去與耶羅波安爭戰。以⾊列⼈背叛⼤衛家，直到今⽇

眾⼈就聽從耶和華的話



羅波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猶⼤地修
築城⾢，為保障修築伯利恆、以
坦、提哥亞、伯夙、梭哥、亞杜
蘭、迦特、瑪利沙、⻄弗、亞多萊
⾳、拉吉、亞⻄加、瑣拉、亞雅
崙、希伯崙，這都是猶⼤和便雅憫
的堅固城。羅波安⼜堅固各處的保
障，在其中安置軍長，⼜預備下糧
食、油、酒。他在各城裡預備盾牌
和槍，且使城極其堅固。猶⼤和便
雅憫都歸了他。（11:5-12）



祭司利未⼈咸歸羅波安
11:13 以⾊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都從

四⽅來歸羅波安。 14 利未⼈撇下他們的

郊野和產業，來到猶⼤與耶路撒冷，是

因耶羅波安和他的兒⼦拒絕他們，不許

他們供祭司職分侍奉耶和華。 15 耶羅波

安為丘壇，為⿁魔[a]，為⾃⼰所鑄造的

⽜犢，設立祭司。 16 以⾊列各⽀派中，

凡立定⼼意尋求耶和華以⾊列神的，都

隨從利未⼈來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華

他們列祖的神。 17 這樣，就堅固猶⼤

國，使所羅⾨的兒⼦羅波安強盛三年，

因為他們三年遵⾏⼤衛和所羅⾨的道。 

18 羅波安娶⼤衛兒⼦耶利摩的女兒瑪哈拉為

妻，⼜娶耶⻄兒⼦以利押的女兒亞比孩為

妻。 19 從她⽣了幾個兒⼦，就是耶烏施、⽰瑪

利雅、撒罕。 20 後來⼜娶押沙龍的女兒瑪迦[b]，

從她⽣了亞比雅、亞太、細撒、⽰羅密。 21 羅

波安娶⼗八個妻，立六⼗個妾，⽣⼆⼗八個兒

⼦、六⼗個女兒，他卻愛押沙龍的女兒瑪迦比

愛別的妻妾更甚。 22 羅波安立瑪迦的兒⼦亞比

雅做太⼦，在他弟兄中為⾸，因為想要立他接

續做王。 23 羅波安辦事精明，使他眾⼦分散在

猶⼤和便雅憫全地各堅固城裡，⼜賜他們許多

糧食，為他們多尋妻⼦。因為他們三年遵⾏⼤衛和所羅⾨的道

羅波安辦事精明



祭司利未⼈咸歸羅波安

12:1 羅波安的國堅立，他強盛的時候

就離棄耶和華的律法，以⾊列⼈也都

隨從他。2 羅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

撒上來攻打耶路撒冷，因為王和⺠得

罪了耶和華。 3 ⽰撒帶戰⾞⼀千⼆百

輛、⾺兵六萬，並且跟從他出埃及的

路比⼈、蘇基⼈和古實⼈多得不可勝

數。 4 他攻取了猶⼤的堅固城，就來到

耶路撒冷。 5 那時猶⼤的⾸領因為⽰撒

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瑪雅去

⾒羅波安和眾⾸領，對他們說：「耶

和華如此說：你們離棄了我，所以我

使你們落在⽰撒⼿裡。」  

6 於是王和以⾊列的眾⾸領都⾃卑，

說：「耶和華是公義的。」 7 耶和華⾒

他們⾃卑，耶和華的話就臨到⽰瑪雅

說：「他們既⾃卑，我必不滅絕他

們，必使他們略得拯救。我不藉著⽰

撒的⼿將我的怒氣倒在耶路撒冷。 8 然

⽽他們必做⽰撒的僕⼈，好叫他們知

道服侍我與服侍外邦⼈有何分別。」

好叫他們知

強盛的時候

道服事我與服事外邦⼈有何分別

眾⾸領都⾃卑





奪取聖殿及王宮之寶物

12:9 於是埃及王⽰撒上來攻取耶路撒

冷，奪了耶和華殿和王宮裡的寶物，

盡都帶走，⼜奪去所羅⾨製造的⾦盾

牌。 10 羅波安王製造銅盾牌代替那⾦

盾牌，交給守王宮⾨的護衛長看守。 

11 王每逢進耶和華的殿，護衛兵就拿這

盾牌，隨後仍將盾牌送回，放在護衛

房。 12 王⾃卑的時候，耶和華的怒氣

就轉消了，不將他滅盡；並且在猶⼤

中間也有善益的事。 

13 羅波安王⾃強，在耶路撒冷做王。

他登基的時候年四⼗⼀歲，在耶路撒

冷，就是耶和華從以⾊列眾⽀派中所

選擇立他名的城，做王⼗七年。羅波

安的⺟親名叫拿瑪，是亞捫⼈。 14 羅

波安⾏惡，因他不立定⼼意尋求耶和

華。

王⾃卑的時候 所羅⾨王⽤錘出來的⾦⼦打成擋牌
⼆百⾯，每⾯⽤⾦⼦六百舍客勒，
⼜⽤錘出來的⾦⼦打成盾牌三百
⾯，每⾯⽤⾦⼦三百舍客勒，都放
在黎巴嫩林宮（9:15-16）



羅波安

•因為北國的耶羅波安拜金牛

犢，不許利未人供祭司的職

分，以色列全地的利未人撇

棄產業來到耶路撒冷。


•羅波安國位堅立之後，就離

棄耶和華的律法。


•埃及王示撒攻取耶路撒冷，

奪取殿中的寶物和所羅門所

造的金盾牌，羅波安造銅盾

牌代替。


•先知士瑪雅傳遞神的話，

說：「好叫他們知道事奉我

與事奉外邦人有何分別。」



羅波安：一個心懷二意的人

•如國家分裂的原因


•人的因素


•神的因素


•聽從神所得到的獎賞


•國家得到堅固


•信仰得到堅固


•家室得到堅固



•如離棄神所受到的懲罰


•示撒之禍：體會一下事

奉人和事奉神的差別


•失去珍寶：所羅門的金

盾牌，羅波安的銅盾牌


•一生的評價：


•羅波安行惡，因他不立

定心意尋求耶和華。

羅波安：一個心懷二意的人



羅波安：⼼懷⼆意的危機（10-12章）
• 在位17年 

• ⽗親是所羅⾨，⺟親是亞捫⼈拿瑪 

• 採納少年⼈的的計謀，加重⼈⺠的負
擔, 引起王國的分裂 

• 分裂之初，意欲攻打北國，神⼈⽰瑪雅
傳遞神的話語，阻⽌他攻打以⾊列國 

• 因為北國的耶羅波安拜⾦⽜犢，不許利
未⼈供祭司的職分，以⾊列全地的利未
⼈撇棄產業來到耶路撒冷 

• 羅波安國位堅立之後，就離棄
耶和華的律法 

• 埃及王⽰撒攻取耶路撒冷，奪
取殿中的寶物和所羅⾨所造的
⾦盾牌，羅波安造 銅盾牌代替 

• 先知⼠瑪雅傳遞神的話, 說：
「好叫他們知道事奉我與事奉
外邦⼈有何分別」



亞比央(亞比雅)

•在位3年


•父親是羅波安，母親是押沙龍的

女兒瑪迦


•與北國耶羅波安交戰，以少勝

多，他在世的時候，耶羅波安不

再強盛


•亞比央行惡，如同他的父親，不

像他祖大衛誠心順服耶和華


•耶和華攻擊他，他就死了



有⼀次亞比雅率領挑選的兵四⼗萬擺
陣，都是勇敢的戰⼠，耶羅波安也挑
選⼤能的勇⼠八⼗萬，對亞比雅擺
陣。亞比雅站在以法蓮⼭地中的洗瑪
臉⼭上，說：「耶羅波安和以⾊列眾
⼈哪，要聽我說！…」(13:3-4)



亞比雅做猶⼤王
13:9  亞比雅站在以法蓮⼭地中的洗瑪臉⼭

上，說：「耶羅波安和以⾊列眾⼈哪，要聽

我說！ 5 耶和華以⾊列的神曾立鹽約，將以

⾊列國永遠賜給⼤衛和他的⼦孫，你們不知

道嗎？ 6 無奈⼤衛兒⼦所羅⾨的⾂僕，尼八

兒⼦耶羅波安起來背叛他的主⼈。 7 有些無

賴的匪徒聚集跟從他，逞強攻擊所羅⾨的兒

⼦羅波安，那時羅波安還幼弱，不能抵擋他

們。 8 現在你們有意抗拒⼤衛⼦孫⼿下所治

耶和華的國，你們的⼈也甚多，你們那裡⼜

有耶羅波安為你們所造當做神的⾦⽜犢。 

9 你們不是驅逐耶和華的祭司亞倫的後裔和

利未⼈嗎？不是照著外邦⼈的惡俗為⾃⼰立

祭司嗎？無論何⼈牽⼀隻公⽜犢、七隻公綿

⽺將⾃⼰分別出來，就可做虛無之神的祭

司。 10 ⾄於我們，耶和華是我們的神，我們

並沒有離棄他。我們有侍奉耶和華的祭司，

都是亞倫的後裔，並有利未⼈各盡其職， 

11 每⽇早晚向耶和華獻燔祭，燒美香，⼜在

精⾦的桌⼦上擺陳設餅，⼜有⾦燈臺和燈

盞，每晚點起。因為我們遵守耶和華我們神

的命，唯有你們離棄了他。 12 率領我們的

是神，我們這裡也有神的祭司拿號向你們吹

出⼤聲。以⾊列⼈哪，不要與耶和華你們列

祖的神爭戰，因你們必不能亨通！」

⼤衛 
之約

耶羅 
波安 
背叛

羅波安王⾃強，在耶路撒冷做王。他登基的時候年四⼗⼀歲，…做王⼗七年。（12:13）

北國 
背逆

南國 
忠⼼ 
事奉



猶⼤⼈與以⾊列⼈戰

13:15 耶羅波安卻在猶⼤⼈的後頭設伏

兵，這樣以⾊列⼈在猶⼤⼈的前頭，

伏兵在猶⼤⼈的後頭。 14 猶⼤⼈回頭

觀看，⾒前後都有敵兵，就呼求耶和

華，祭司也吹號。15 於是猶⼤⼈呐喊。

猶⼤⼈呐喊的時候，神就使耶羅波安

和以⾊列眾⼈敗在亞比雅與猶⼤⼈⾯

前。 16 以⾊列⼈在猶⼤⼈⾯前逃跑，

神將他們交在猶⼤⼈⼿裡。 17 亞比雅

和他的軍兵⼤⼤殺戮以⾊列⼈，以⾊

列⼈仆倒死亡的精兵有五⼗萬。 18 那

時以⾊列⼈被制伏了，猶⼤⼈得勝，

是因倚靠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 …… 

20 亞比雅在世的時候，耶羅波安不能再

強盛。耶和華攻擊他，他就死了。 

21 亞比雅卻漸漸強盛，娶妻妾⼗四個，

⽣了⼆⼗⼆個兒⼦、⼗六個女兒。 

22 亞比雅其餘的事和他的⾔⾏都寫在先

知易多的傳上。

猶⼤⼈得勝，

是因倚靠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



亞比雅追趕耶羅波安，攻取了他的幾
座城，就是伯特利和屬伯特利的鎮
市、耶沙拿和屬耶沙拿的鎮市、以法
拉⾳和屬以法拉⾳的鎮市。(13:19）



亞比雅：成功的一戰，失敗的一生

•成功的一戰：


•四十萬勝過八十萬


•他們在戰場上呼求耶和華，耶

和華就使他們得勝


•失敗的一生：


•亞比央行他父親在他以前所行

的一切惡，他的心不像他祖大

衛的心誠誠實實地順服耶和華

他的神。（列王紀上15:3）



亞比雅卒其⼦亞撒繼位

14:1 亞比雅與他列祖同睡，葬在⼤衛

城裡。他兒⼦亞撒接續他做王。亞撒

年間，國中太平⼗年。 2 亞撒⾏耶和

華他神眼中看為善為正的事， 3 除掉外

邦神的壇和丘壇，打碎柱像，砍下⽊

偶， 4 吩咐猶⼤⼈尋求耶和華他們列祖

的神，遵⾏他的律法、誡命， 5 ⼜在猶

⼤各城⾢除掉丘壇和⽇像，那時國享

太平。 6 ⼜在猶⼤建造了幾座堅固城。

國中太平數年，沒有戰爭，因為耶和

華賜他平安。 7 他對猶⼤⼈說：「我們

要建造這些城⾢，四圍築牆，蓋樓、

安⾨做閂。地還屬我們，是因尋求耶

和華我們的神；我們既尋求他，他就

賜我們四境平安。」於是建造城⾢，

諸事亨通。 8 亞撒的軍兵，出⾃猶⼤拿

盾牌拿槍的三⼗萬⼈，出⾃便雅憫拿

盾牌拉⼸的⼆⼗八萬⼈，這都是⼤能

的勇⼠。

亞撒⾏耶和

華他神眼中看為善為正的事

國中太平數年

諸事亨通



有古實王謝拉率領軍兵⼀百萬、戰⾞三百輛，出來
攻擊猶⼤⼈，到了瑪利沙。 10 於是亞撒出去與他迎
敵，就在瑪利沙的洗法⾕彼此擺陣。(14:9-10)

於是耶和華使古實⼈敗在亞撒和猶⼤⼈⾯前，古實⼈就逃跑了。 亞撒和跟隨他
的軍兵追趕他們，直到基拉耳。古實⼈被殺的甚多，不能再強盛，因為敗在耶
和華與他軍兵⾯前。猶⼤⼈就奪了許多財物。(14:12-13)



古實王謝拉攻猶⼤⾒敗

14:9 有古實王謝拉率領軍兵⼀百萬、戰⾞三

百輛，出來攻擊猶⼤⼈，到了瑪利沙。 10 於

是亞撒出去與他迎敵，就在瑪利沙的洗法⾕

彼此擺陣。 11 亞撒呼求耶和華他的神，說：

「耶和華啊，唯有你能幫助軟弱的勝過強盛

的。耶和華我們的神啊，求你幫助我們，因

為我們仰賴你，奉你的名來攻擊這⼤軍。耶

和華啊，你是我們的神，不要容⼈勝過

你。」 12 於是耶和華使古實⼈敗在亞撒和猶

⼤⼈⾯前，古實⼈就逃跑了。



亞撒納亞撒利雅之勸勉

15:1 神的靈感動俄德的兒⼦亞撒利

雅， 2 他出來迎接亞撒，對他說：「亞

撒和猶⼤、便雅憫眾⼈哪，要聽我

說！你們若順從耶和華，耶和華必與

你們同在。你們若尋求他，就必尋

⾒；你們若離棄他，他必離棄你們。 

3 以⾊列⼈不信真神，沒有訓誨的祭

司，也沒有律法，已經好久了， 4 但他

們在急難的時候歸向耶和華以⾊列的

神，尋求他，他就被他們尋⾒。 5 那

時，出入的⼈不得平安，列國的居⺠

都遭⼤亂， 6 這國攻擊那國，這城攻擊

那城，互相破壞，因為神⽤各樣災難

擾亂他們。 7 現在你們要剛強，不要

⼿軟，因你們所⾏的必得賞賜。」



奮志除諸可憎之物

15:8 亞撒聽⾒這話和俄德兒⼦先知亞

撒利雅的預⾔，就壯起膽來，在猶

⼤、便雅憫全地並以法蓮⼭地所奪的

各城，將可憎之物盡都除掉，⼜在耶

和華殿的廊前重新修築耶和華的

壇。 …… 10 亞撒⼗五年三⽉，他們都

聚集在耶路撒冷。 ……12 他們就立

約，要盡⼼、盡性地尋求耶和華他們

列祖的神，……15 猶⼤眾⼈為所起的誓

歡喜。因他們是盡⼼起誓，盡意尋求

耶和華，耶和華就被他們尋⾒，且賜

他們四境平安。 

16 亞撒王貶了他祖⺟瑪迦太后的位，

因她造了可憎的偶像亞舍拉。亞撒砍

下她的偶像，搗得粉碎，燒在汲淪溪

邊。 17 只是丘壇還沒有從以⾊列中廢

去，然⽽亞撒的⼼⼀⽣誠實。 ……

19 從這時直到亞撒三⼗五年，都沒有

爭戰的事。

1 2

3

4

5

耶和華就被他們尋⾒，且賜

他們四境平安。

從這時直到亞撒三⼗五年，都沒有

爭戰的事。

…他卻愛押沙龍的女兒瑪迦比愛別的妻妾更甚。 22 羅波安立瑪迦的兒⼦亞比
雅做太⼦，在他弟兄中為⾸，因為想要立他接續做王。(11:21-22)



亞撒

•在位41年


•父親是亞比央


•除去國中的孌童和一切偶

像，並貶了祖母瑪迦太后之

位，因為她拜偶像亞舍拉


•古實王謝拉率兵一百萬來

攻，亞撒向神禱告，勝過古

實軍隊



亞撒三⼗六年，以⾊列王巴沙上來攻擊猶
⼤，修築拉瑪，不許⼈從猶⼤王亞撒那裡
出入。(16:1)

便哈達聽從亞撒王的話，派軍長去攻擊以
⾊列的城⾢。他們就攻破以雲、但、亞伯
瑪⾳和拿弗他利⼀切的積貨城。(16:4)

以雲

但

亞伯瑪⾳

 巴沙聽⾒，就停⼯不修築拉瑪了。 6 於是
亞撒王率領猶⼤眾⼈，將巴沙修築拉瑪所
⽤的⽯頭、⽊頭都運去，⽤以修築迦巴和
米斯巴。(16:5-6)

拉瑪



亞撒

•亞撒十五年在耶路撒冷全民獻

祭，盡心盡意尋求耶和華


•亞撒卅六年和以色列王巴沙爭

戰，向亞蘭王便哈達求援


•先見哈拿尼責備亞哈，因為他仰

賴亞蘭王而不仰賴耶和華，亞撒

因此而囚禁哈拿尼


•亞撒晚年腳上有病，只求醫生不

求耶和華



亞撒：猶大第一位好王

•出淤泥而不染： 


•脫離上兩代的不敬虔


•雙重考驗：


•外患：百萬敵軍的考驗


•內憂：拜偶像的太后的考

驗


•一篇模範祈禱文



亞撒：猶大第一位好王

•晚年的頹喪


•從倚靠神到倚靠人


•從順從先知到囚禁先

知


•瑕不掩瑜的一生



約沙法之豐富

17:1 亞撒的兒⼦約沙法接續他做王，奮勇

⾃強，防備以⾊列⼈， 2 安置軍兵在猶⼤⼀

切堅固城裡，⼜安置防兵在猶⼤地和他⽗亞

撒所得以法蓮的城⾢中。 3 耶和華與約沙法

同在，因為他⾏他祖⼤衛初⾏的道，不尋求

巴⼒， 4 只尋求他⽗親的神，遵⾏他的誡

命，不效法以⾊列⼈的⾏為。 5 所以耶和華

堅定他的國，猶⼤眾⼈給他進貢，約沙法⼤

有尊榮、資財。 6 他⾼興遵⾏耶和華的道，

並且從猶⼤除掉⼀切丘壇和⽊偶。 

7 他做王第三年，就差遣⾂⼦便亥伊

勒、俄巴底、撒迦利雅、拿坦業、米

該亞往猶⼤各城去教訓百姓。 8 同著

他們有利未⼈⽰瑪雅、尼探雅、⻄巴

第雅、亞撒⿊、⽰米拉末、約拿單、

亞多尼雅、多比雅、駝巴多尼雅，⼜

有祭司以利沙瑪、約蘭同著他們。 

9 他們帶著耶和華的律法書，走遍猶⼤

各城教訓百姓。10 耶和華使猶⼤四圍的

列國都甚恐懼，不敢與約沙法爭戰。
他⾼興遵⾏耶和華的道

亞撒⾏耶和華他神眼中看為善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壇和丘壇，打碎柱像，砍下⽊偶，(14:2-3）



約沙法 ְיהֹוָׁשָפט 

•在位25年


•效法他父親亞撒，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差遣臣子到猶大各城去教訓百姓神的律法


•與亞哈結親，兒子約蘭娶亞哈的女兒亞他利

雅


•與亞哈聯軍攻打亞蘭，受到先知耶戶的責備


•以祈禱讚美，勝過摩押，亞捫，以東三國聯

軍


•與亞哈之子亞哈謝交好，受到先知的責備



約沙法：光明之子結交黑暗之子

•遵行主道，有主同在


•派人到全國去教導百

姓神的律法


•以讚美勝過敵軍


•一生的敗筆：與亞哈

結親



約沙法⼤有尊榮、資財，就與亞哈結親。過了幾年，他
下到撒⾺利亞去⾒亞哈。亞哈為他和跟從他的⼈宰了許
多⽜⽺，勸他與⾃⼰同去攻取基列的拉末。(18:1-2）



約沙法與亞哈求先知諮諏耶和華

18:4 約沙法對以⾊列王說：「請你先

求問耶和華。」 5 於是以⾊列王招聚先

知四百⼈，問他們說：「我們上去攻

取基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他們

說：「可以上去，因為神必將那城交

在王的⼿裡。」 6 約沙法說：「這裡不

是還有耶和華的先知我們可以求問他

嗎？」 7 以⾊列王對約沙法說：「還有

⼀個⼈，是⾳拉的兒⼦米該雅，我們

可以託他求問耶和華。只是我恨他，

因為他指著我所說的預⾔不說吉語，

常說凶⾔。」約沙法說：「王不必這

樣說。」 8 以⾊列王就召了⼀個太監

來，說：「你快去將⾳拉的兒⼦米該

雅召來。」



約沙法與亞哈求先知諮諏耶和華

18:9 以⾊列王和猶⼤王約沙法在撒⾺

利亞城⾨前的空場上，各穿朝服，坐

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們⾯前說

預⾔。 10 基拿拿的兒⼦⻄底家造了兩

個鐵⾓，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要

⽤這⾓牴觸亞蘭⼈，直到將他們滅

盡。」 11 所有的先知也都這樣預⾔

說：「可以上基列的拉末去，必然得

勝，因為耶和華必將那城交在王的⼿

中。」12 那去召米該雅的使者對米該雅

說：「眾先知⼀⼝同⾳地都向王說吉

⾔，你不如與他們說⼀樣的話，也說

吉⾔。」 13 米該雅說：「我指著永⽣

的耶和華起誓：我的神說什麼，我就

說什麼。」



約沙法與亞哈求先知諮諏耶和華
18:16 米該雅說：「我看⾒以⾊列眾⺠

散在⼭上，如同沒有牧⼈的⽺群⼀般。

耶和華說：『這⺠沒有主⼈，他們可以

平平安安地各歸各家去。』」 …18 米該

雅說：「你們要聽耶和華的話！我看⾒

耶和華坐在寶座上，天上的萬軍侍立在

他左右。 19 耶和華說：『誰去引誘以⾊

列王亞哈上基列的拉末去陣亡呢？』這

個就這樣說，那個就那樣說。 20 隨後有

⼀個神靈出來，站在耶和華⾯前，說：

『我去引誘他。』耶和華問他說：『你

⽤何法呢？』 21 他說：『我去，要在他

眾先知⼝中做謊⾔的靈。』耶和華說：

『這樣，你必能引誘他，你去如此⾏

吧。』 22 現在耶和華使謊⾔的靈入了你

這些先知的⼝，並且耶和華已經命定降

禍於你。」 基拿拿的兒⼦⻄底家前

來，打米該雅的臉，說：「耶和華的靈

從哪裡離開我與你說話呢？」 24 米該雅

說：「你進嚴密的屋⼦藏躲的那⽇，就

必看⾒了。」
先知託耶和華的名說話，所說的若不成就，也無效驗，這
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說的，你不要怕
他。(申命記18:22）



⼆王偕攻基列拉末

18:25 以⾊列王說：「將米該雅帶回，交給

⾢宰亞們和王的兒⼦約阿施，說： 26 『王如

此說：把這個⼈下在監裡，使他受苦，吃

不飽喝不⾜，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

來。』」 27 米該雅說：「你若能平安回來，

那就是耶和華沒有藉我說這話了！」⼜

說：「眾⺠哪，你們都要聽！」28 以⾊列王

和猶⼤王約沙法上基列的拉末去了。  

29 以⾊列王對約沙法說：「我要改裝上陣，

你可以仍穿王服。」於是以⾊列王改裝，

他們就上陣去了。  

30 先是亞蘭王吩咐⾞兵長說：「他們的兵

將，無論⼤⼩，你們都不可與他們爭戰，

只要與以⾊列王爭戰。」 31 ⾞兵長看⾒約沙

法，便說：「這必是以⾊列王。」就轉過

去與他爭戰。約沙法⼀呼喊，耶和華就幫

助他，神⼜感動他們離開他。 32 ⾞兵長⾒不

是以⾊列王，就轉去不追他了。33 有⼀⼈隨

便開⼸，恰巧射入以⾊列王的甲縫裡。王

對趕⾞的說：「我受了重傷，你轉過⾞

來，拉我出陣吧。」 34 那⽇陣勢越戰越猛，

以⾊列王勉強站在⾞上抵擋亞蘭⼈，直到

晚上。約在⽇落的時候，王就死了。



約沙法⾒責

19:1 猶⼤王約沙法平平安安地回

耶路撒冷，到宮裡去了。 2 先⾒

哈拿尼的兒⼦耶⼾出來迎接約沙

法王，對他說：「你豈當幫助惡

⼈，愛那恨惡耶和華的⼈呢？因

此耶和華的憤怒臨到你。 3 然⽽

你還有善⾏，因你從國中除掉⽊

偶，立定⼼意尋求神。」 



此後，摩押⼈和亞捫⼈，⼜有米烏尼⼈，⼀同
來攻擊約沙法。 有⼈來報告約沙法說：「從海
外亞蘭（⼜作「以東」）那邊有⼤軍來攻擊
你，如今他們在哈洗遜他瑪，就是隱基底。」 
(20:1-2)



約沙法禁食祈禱以敗敵
20:5 約沙法在猶⼤和耶路撒冷的會中，站在

耶和華殿的新院前， 6 說：「耶和華我們列

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嗎？你不是萬邦

萬國的主宰嗎？在你⼿中有⼤能⼤⼒，無⼈

能抵擋你。 7 我們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

以⾊列⼈⾯前驅逐這地的居⺠，將這地賜給

你朋友亞伯拉罕的後裔永遠為業嗎？  

8 他們住在這地，⼜為你的名建造聖所，

說： 9 『倘有禍患臨到我們，或⼑兵災殃，

或瘟疫饑荒，我們在急難的時候站在這殿前

向你呼求，你必垂聽⽽拯救，因為你的名在

這殿裡。』  

10 從前以⾊列⼈出埃及地的時候，你不容以

⾊列⼈侵犯亞捫⼈、摩押⼈和⻄珥⼭⼈，以

⾊列⼈就離開他們，不滅絕他們。 11 看哪，

他們怎樣報復我們，要來驅逐我們出離你的

地，就是你賜給我們為業之地。  

12 我們的神啊，你不懲罰他們嗎？因為我們

無⼒抵擋這來攻擊我們的⼤軍，我們也不知

道怎樣⾏，我們的眼⽬單仰望你。」 13 猶⼤

眾⼈和他們的嬰孩、妻⼦、兒女都站在耶和

華⾯前。

確立神
的權能

堅信神
的應許

控告敵
軍攻擊
不正當

謙卑尋
求仰望
神的幫
助

你朋友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摩⻄說）你吩咐百姓說：你們弟兄以掃的⼦孫住在
⻄珥，你們要經過他們的境界。他們必懼怕你們，所以你們要
分外謹慎，不可與他們爭戰。他們的地，連腳掌可踏之處，我
都不給你們，因我已將⻄珥⼭賜給以掃為業。（申命記2:4-5）



他說：「猶⼤眾⼈、耶路撒冷的居⺠和約沙法王，你們請聽。耶和華對你們如此說：不要因這⼤
軍恐懼驚惶，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乃在乎神。 16 明⽇你們要下去迎敵。他們是從洗斯坡上來，
你們必在耶魯伊勒曠野前的⾕⼝遇⾒他們。 17 猶⼤和耶路撒冷⼈哪，這次你們不要爭戰，要擺陣
站著，看耶和華為你們施⾏拯救。不要恐懼，也不要驚惶，明⽇當出去迎敵，因為耶和華與你們
同在。」 (20:15-17)

次⽇清早眾⼈起來，往提哥亞的曠野去。出去的
時候，約沙法站著說：「猶⼤⼈和耶路撒冷的居
⺠哪，要聽我說！信耶和華你們的神，就必立
穩；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20:20)



敵遭殲滅

20:21 約沙法既與⺠商議了，就設立歌唱的

⼈頌讚耶和華，使他們穿上聖潔的禮服，走

在軍前讚美耶和華，說：「當稱謝耶和華，

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22 眾⼈⽅唱歌讚美

的時候，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

⼈的亞捫⼈、摩押⼈和⻄珥⼭⼈，他們就被

打敗了。 23 因為亞捫⼈和摩押⼈起來擊殺住

⻄珥⼭的⼈，將他們滅盡；滅盡住⻄珥⼭的

⼈之後，他們⼜彼此⾃相擊殺。

在軍前讚美耶和華



第四⽇，眾⼈聚集在比拉迦（稱頌
的意思）⾕，在那裡稱頌耶和華，
因此那地⽅名叫比拉迦⾕，直到今
⽇。 猶⼤⼈和耶路撒冷⼈都歡歡喜
喜地回耶路撒冷，約沙法率領他
們，因為耶和華使他們戰勝仇敵，
就歡喜快樂。 (20:26-27)



讚美: 向敵人誇勝

每當你讚美的時候，有三件

事發生:


1. 當你讚美的時候，你會

看著神


2. 當你讚美的時候，你會

使用信心


3. 當你讚美的時候，你會

向敵人宣告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