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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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下 31-36 章

神的同在



評定列王的三個標準

10/21/2007 Warren Wang

• 總原則: 神的心意是神主政治，君王的責任是帶領人民做神的子民，評
定列王的原則就是他是否帶領人民做神的子民

• 聖所

• 君王是否引導人民來
到耶和華的聖殿，通
過神所設立的祭司，
用神所指示的方法來
敬拜神？

• 聖言
• 君王是否教導人民
神的話語，謹守遵

行神的律例典章？

• 聖民
• 君王是否棄絕偶像，
引導人民敬拜獨一的
真神？



歷代志的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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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結語：「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
可以上去，願耶和華他的神與他同
在。」（代下36:23）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1. 強調聖殿的中心地位（神的同在）
A. 聖殿本身：聖殿的建造、潔淨、污穢、毀滅

B. 聖殿祭司：利未人的揀選，職任，忠心
C. 聖殿禮儀：獻祭儀式和宗教節日的遵守

2. 強調遵行神話語的重要性（神同在的條件）
A. 獎賞：遵守神的話語蒙福（行主道的列王給予較長的篇幅）
B. 懲罰：不遵守神的話語遭禍

3. 族譜（神的恩典在他的子民中持續）
4. 大衛與所羅門以近乎完美的形象呈現（彌賽亞的預表）

歷代志的特色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1. 族譜，代上1-9章

2. 大衛世家，代上10-29章

3. 所羅門本記，代下1-9章

4. 猶大列王列傳，代下10-36章

8个好王，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

歷代志大綱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南国”——犹大王国（公元前931年－前587年）都耶路撒冷，历代君主属大卫王家族。前
586年灭亡，连同大卫王于前1010年建立的联合王国在内，共存424年。

王 年限 作王大约的年代 历史书经文参考 备注

1 罗波安 18年 公元前931年至前913年 王上 14:21; 历代志下12:13 所罗门之子

2 亚比央 3年 公元前913年至前911年 王上 15:1,2; 代下 13:1 罗波安之子

3 亚撒 41年 公元前911年至前870年 王上 15:9,10; 代下 16:13 亚比央之子

4 约沙法 25年 公元前870年至前848年 王上 22:41; 代下 20:31 亚撒之子

5 约兰 8年 公元前848年至前841年 王下8:16; 代下21:5 约沙法之子

6 亚哈谢 1年 公元前841年至前841年 王下8:25; 代下 22:2 约兰之子

亚她利雅 6年 公元前841年至前835年 王下11:3; 代下22:12 亚哈谢之母

7 约阿施 40年 公元前835年至前796年 王下12:1; 代下24:1 亚哈谢之子

8 亚玛谢 29年 公元前796年至前781年 王下14:1; 代下25:1 约阿施之子

9 亚撒利雅 (乌西雅) 52年 公元前792年至前740年 王下15:1;王下15:17; 代下26:1 亚玛谢之子

10 约坦 19年 公元前750年至前731年 王下 15:32; 代下 27:1 乌西雅之子

11 亚哈斯 20年 公元前735年至前715年 王下16:12; 代下28:1 约坦之子



“南国”——犹大王国（公元前931年－前587年）都耶路撒冷，历代君主属大卫王家族。前
586年灭亡，连同大卫王于前1010年建立的联合王国在内，共存424年。

王 年限 作王大约的年代 历史书经文参考 备注

12 希西家 29年 公元前715年至前686年 王下18:1; 代下29:1 亚哈斯之子

13 玛拿西 53年 公元前695年至前642年 王下21:1; 代下33:1 希西家之子

14 亚们 2年 公元前642年至前640年 王下 21:19; 代下33:21 玛拿西之子

15 约西亚 31年 公元前640年至前609年 王下22:1; 代下34:1 亚们之子

16 约哈斯 3个月 公元前609年至前609年 王下23:31; 代下36:1 约西亚之子

17 约雅敬 11年 公元前609年至前598年 王下23:36; 代下36:5 约西亚之子

18 约雅斤 3个月 公元前598年至前598年 王下24:8; 代下36:9 约雅敬之子

19 西底家 11年 公元前598年至前587年 王下24:18; 代下36:11 约西亚之子



11.亞哈斯（历代志下28章）
• 20岁登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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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先知俄德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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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2/9/2014 
Warren Wang



4/6/2014 Warren Wang

12.希西家：信仰的中興者（历代志下29-32）
• 25歲登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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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西家是猶大最好的王之一，他使以色列人歸向真神，並帶領國家

度過滅亡的危機。

1. 破除聖物崇拜：希西家對信仰有清楚的認識，他知道信仰的對象是神，

不是人，更不是東西。以色列人很崇拜摩西，一直有人向摩西在曠野所造

的銅蛇燒香。希西家做了一件極具魄力的事，他「打碎摩西所造的銅蛇，

因為到那時以色列人仍向銅蛇燒香。」（王下18:4）

• 基督徒也會有迷信的想法：掛一個十字架，擺一本聖經，以為這樣可以鎮邪

保平安。自己不好好研讀聖經，卻聆聽某人的言論，深受其影響。若希西家

仍在，必要破除你的聖物崇拜和心中的偶像。

12. 希西家：以信心帶領國家，代下29-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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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行十一奉獻：希西家登基之後，潔淨聖殿，率民献祭，守逾越節，振興衰

敗的信仰，並重新设定献祭条例，恢復十一奉獻。「十輸其一」是神給以色列

人定的規矩，將十分之一的收入獻給神，使神的家有糧。在信仰荒涼的年代，

這個規矩已經被人淡忘了。以色列人熱烈響應：「諭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初
熟的五穀、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產多多送來，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來的
極多。住猶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猶大人，也將牛羊的十分之一，並分別為聖歸
耶和華他們神之物，就是十分取一之物，盡都送來積成堆壘。」（代下31:5-6）

• 信仰復興，神的家中不但有餘糧，甚至「積成堆壘」。信仰荒涼，即使大聲

呼籲十一奉獻，神的家中仍然無糧。關鍵不在於方法，而在於信仰的復興。

12. 希西家：以信心帶領國家，代下29-32章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3. 為善、為正、為忠：對於這樣忠誠愛主的希西家，聖經的評語是：「希西

家在猶大遍地這樣辦理，行耶和華他神眼中看為善、為正、為忠的事。」

（代下31:20）「為忠 FAITHFUL」，是說他對神忠誠不二，單單事奉耶和華。

4. 亞述危機：希西家登基之後不久，北國就被亞述所滅亡（主前722年）。

野心勃勃的亞述繼續揮軍南下，圍困耶路撒冷。從軍事力量來看，弱小的

猶大實在無法與亞述相抗衡。亞述王西拿基立異常狂傲，以極端輕蔑的語

氣，叫希西家立刻投降。在面臨危機的時候，希西家作出了正確的反應：

他不向敵人屈服，也不在緊張時犯罪，反倒誠心祈禱，向神呼求，將他不

能解決的難題交託給神。同时高筑城引水流，艰守耶路撒冷。

12. 希西家：以信心帶領國家，代下29-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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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先知以賽亞：亞述危機之時，先知以賽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他對神的信

心，以及他所傳來的神的話語，使希西家心中穩定，更加倚靠神：「希西家王

和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因此禱告，向天呼求。」（代下32:20）他們祈求

神，神就拯救他們，耶和华差遣天使把亚述官长将帅尽都灭了，消滅了亞述的

軍隊，使「亞述王滿面含羞地回到本國」（代下32:21）。西拿基立回国被儿

子杀于庙中。

6. 病危時祈求壽命：希西家王病危，心中愁苦，就向神祈禱，求神顧念他的忠

誠而延長他的壽命。神答應他的祈求，延長了他十五年的壽命。

12. 希西家：以信心帶領國家，代下29-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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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蒙恩之後反而驕傲：蒙受恩典之後應當如何反應？更加謙卑，還是變得驕

傲？許多人蒙恩之後認為自己很特別，因此而變得驕傲。希西家勝過了災

難的考驗，卻沒有勝過成功的考驗：「希西家卻沒有照他所蒙的恩，報答

耶和華，因他心裡驕傲，所以忿怒要臨到他和猶大並耶路撒冷。」（代下

32:25）

8. 給子孫留下後患：度過亞述危機，又延長十五年的壽命，希西家得意忘形

了。有一次巴比倫的使節來訪，希西家做了一件極愚昧的事，將他的財富

和武器都給他們看。因他這樣做，為後代的子孫留下了禍根，一百多年之

後猶大亡於巴比倫之手。

12. 希西家：以信心帶領國家，代下29-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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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與周圍國家分佈

希西家王年間



DONEC QUIS NUNC



DONEC QUIS NUNC



希西家王修筑耶路撒冷引水工程 全长500多米（32:30）

希西家水道的路线。这样曲折的路线，要在地底精确合龙，在没有现代设备的古代是一个工程奇迹。



希西家王引水工程（代下32:30



（代下32:5）



• 亞撒

• 約阿施

• 烏希雅

• 希西家 (善始惡終) 

晚節不保的君王



13.瑪拿西（历代志下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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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位時間：12歳登基，作王55年（在位最久的王）

2. 極其邪惡：瑪拿西和亞哈斯是南國歷史中最邪惡的兩個王，瑪拿西
的惡行如下：

A. 提倡邪教：在全國為巴力築壇（給邪神蓋廟），並敬拜天上
的萬象。

B. 污穢聖殿：在聖殿之中設立偶像和異教的祭壇：「在神的殿內
立雕刻的偶像」，「在耶和華殿的兩院中，為天上的萬象築
壇」。（代下33:5,7）

C. 燒死兒女：瑪拿西拜異教極其狂熱，甚至將自己的兒女當作祭物
燒給邪神：「並在欣嫩子谷使他的兒女經火」。（代下33:6）

D. 交鬼行巫：神說不可以做的事，他偏偏去做：「又觀兆，行邪術，
立交鬼的和行巫術的，多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代下33:6）

13. 瑪拿西：從極其邪惡到極其自卑，代下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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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懲罰：歷代志記載了瑪拿西受懲罰的事（列王紀沒有記載）：
「耶和華警戒瑪拿西和他的百姓，他們卻是不聽。所以耶和華使亞
述王的將帥來攻擊他們，用鐃鉤鉤住瑪拿西，用銅鏈鎖住他，帶到
巴比倫去。」（代下33:10-11）

4. 自卑悔改：遇到危難的時候，每個人的反應不一樣，有些人更加心
硬，有些人謙卑悔改。當初亞哈斯在急難的時候「越發得罪神」，
可是瑪拿西的反應卻不一樣：「他在急難的時候就懇求耶和華他的
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極其自卑。他祈禱耶和華，耶和華就允准
他的祈求，垂聽他的禱告，使他歸回耶路撒冷，仍坐國位。瑪拿西
這才知道惟獨耶和華是神。」（代下33:12-13）玛拿西修城墙
毁偶像，重修耶和华的祭坛，重新献祭。（代下33:14-16）

13. 瑪拿西：從極其邪惡到極其自卑，代下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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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亞們：只知犯罪，不知悔改，代下33章

• 1. 在位時間：22歲登基，作王2年

• 2.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他效法他父親瑪

拿西所行的惡，祭祀偶像邪神，但卻不像他父

親後來那樣自卑悔改，以至於「這亞們所犯的

罪，越犯越大。」（代下33:21-23）

• 3. 死於叛徒之手：「亞們的臣僕背叛，在宮裡
殺了他」。事後百姓卻殺了那些背叛的人，立
亞們的兒子約西亞為王。（代下3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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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約西亞（历代志下34-35章）

• 8岁登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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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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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位時間：8歳登基，作王31年

2. 宗教復興：經過瑪拿西和亞們兩代五十多年邪惡的統治，猶大的信仰受到

嚴重的破壞。約西亞登基的時候才八歳，年紀幼小。十二年後，他二十歳，

開始在全國進行全面性的宗教復興活動。

3. 淨地，淨殿：宗教復興的開始，總是先除去神所不喜悅的東西。約西亞在

這方面做得非常徹底，他「除掉邱壇、木偶、雕刻的像和鑄造的像。眾人

在他面前拆毀巴力的壇，砍斷壇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並

鑄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墳上；將他們祭司的骸骨燒在壇上；

潔淨了猶大和耶路撒冷。」（代下34:3-5）

15. 約西亞：信仰的中興者，代下34-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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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葺聖殿：當年約阿施修理聖殿之後，又過了一百多年，如今聖殿

又有些殘破了。約西亞籌募款項，開始了重修聖殿的工程。

5. 發現律法書：在修殿的過程中，有一天，「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

西所傳耶和華的律法書」（代下34:14）。這本律法書是申命記，上

面記載著祝福和咒詛的話。因為過去宗教上的荒涼，神的話語已經

失去了，如今卻在重修聖殿的時候，「偶然」得到了律法書。有了

神的殿，又有了神的話，約西亞的宗教復興一步一步地踏入了正軌。

15. 約西亞：信仰的中興者，代下34-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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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宣布律法：得到神的話語之後，就要讓神的百姓知道和遵行，讓神的道活

在百姓中間：「王就把殿裡所得的約書，唸給他們聽」，「又使住耶路撒

冷和便雅憫的人，都服從這約」（代下34:30-31）。

7. 守逾越節：約西亞十八年，舉行了一個全國性的大規模守逾越節：「自從

先知撒母耳以來，在以色列中沒有守過這樣的逾越節」（代下35:18）。約

西亞的宗教復興，在步驟上很像當年的希西家。（希西家王在元年二月守逾越节，

代下30:2-3）

8. 重傷而死：約西亞的結局使人有些傷感，也有些迷惘。埃及王尼哥上來，

要到兩河流域的迦基米施與巴比倫決戰。在向北進軍的途中，約西亞率兵

來抵擋他。

15. 約西亞：信仰的中興者，代下34-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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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西亞的軍力不足以抵擋埃及，他為何還要抵擋？法老尼哥對他說：「猶大

王啊，我與你何干？我今日來不是要攻擊你，乃是要攻擊與我爭戰之家，並

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預神的事，免得他毀滅你，因為神是與我同在。」

（代下35:21）

• 在這件事上，為何神與法老尼哥同在，卻沒有與約西亞同在？有些背景因為

聖經沒有記載，所以我們缺少足夠的資料來做一個正確的判斷。我們所知道

的是，約西亞不聽尼哥之言，執意要與埃及的軍隊作戰，結果受到嚴重的箭

傷而死。這麼一位好王死於英年（39歳），實在令人惋惜。

女先知户勒大说“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

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

我要降与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代下34:26-27）

15. 約西亞：信仰的中興者，代下34-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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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迦基米施（CARCHEMISH）之戰：這是歷史上的一場重要戰役，埃及
王尼哥要阻止巴比倫的軍事擴展，揮軍北上，在位於幼發拉底河岸
的迦基米施，與當時的巴比倫王子尼布甲尼撒決戰。尼布甲尼撒獲
得決定性的勝利，從此南消北長，埃及越弱，巴比倫越強。

神藉著用多種途徑與人說話。所以明智之舉就是始終留意上天的聲音，無論它來自普通人，
先知，同胞，還是異鄉之人。約西亞很可能要查問這些話是否來自神。但是他有先知的引導
可予以證實。實際上他根本不該在沒有上天允許的情況下進行這次冒險。約西亞不聽尼哥的
話，就是拒絕神的聲音，結果導致了他的死亡。
約西亞雖死於非命，但這一次的失策並不影響他一世的英名。作者最後一再聲明他是位好君
王：１他葬於祖墳；2有偉大的耶利米先知為他作挽歌；3嗣後猶太人每年定時悼念他的去世；
４他的善行功績收錄於青史中。

15. 約西亞：信仰的中興者，代下34-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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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約哈斯：被擄到埃及，代下36章（末代四王）

• 23岁登基，在位三個月

• 父親是約西亞

• 被法老尼哥所廢：法老尼哥與
三個猶大王有直接的關係：他
殺了約西亞王，廢了約哈斯王
，又立了約雅敬為王。約哈斯
只作了三個月的王，「埃及王
在耶路撒冷廢了他⋯⋯又將約哈
斯帶到埃及去了。」（代下
36:3-4）



17. 約雅敬：在困境中繼續做壞事，代下36章

• 在位11年
• 是約西亞的兒子，約哈斯的
哥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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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位時間：25歲登基，作王11年。

2. 改名這件事：法老尼哥廢了約哈斯，立他的哥哥以利雅敬為王，並
將其改名為約雅敬。在那個時代，給人取名字表示你在他的身上有
權柄。埃及王給猶大王改名，表示埃及王在猶大王的身上有權柄。

3. 兩大之間難為小：猶大是一個小國，南有埃及，北有巴比倫，夾在
兩個強國之間求生存。那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野心勃勃，意欲征
服埃及。約雅敬是埃及王法老尼哥所立的，雖曾一度投靠巴比倫，
後來又叛變。尼布甲尼撒不能忍受，就派兵圍攻耶路撒冷。

17. 約雅敬：在困境中繼續做壞事，代下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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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巴比倫三次擄掠耶路撒冷：根據聖經記載，巴比倫曾經三次攻入耶

路撒冷，並且擄掠人口和財產：

A. 第一次被擄：約雅敬三年（主前605年），但以理也在其中。

B. 第二次被擄：約雅斤作王時（主前597年），以西結也在其中。

C. 第三次被擄：西底家十一年（主前586年），國家滅亡。

17. 約雅敬：在困境中繼續做壞事，代下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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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先知但以理：「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

到耶路撒冷，將城圍困。」（但1:1）先知但以理原本是猶大的宗室，

於第一次巴比倫入侵時被擄（主前605年），後來蒙召成為先知。

6.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約雅敬「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代下36:5），在困難之中仍不肯歸向神

17. 約雅敬：在困境中繼續做壞事，代下36章



18. 約雅斤：被虜到巴比倫的小國王，代下36章

• 在位三個月又10天，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恶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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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約雅斤：被虜到巴比倫的小國王，代下36章

1. 在位時間：8歲（18岁王下24:8）登基，在位三個月零十天。父親是約雅敬

2. 尼布甲尼撒二入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將約雅斤和耶和華

殿裡各樣寶貴的器皿帶到巴比倫，就立約雅斤的叔叔西底家作猶大

和耶路撒冷的王。」（代下36:10）約雅斤被擄到巴比倫之後37年，

當時的巴比倫王以未米羅達提升他的地位：「使猶大王約雅斤抬頭，

提他出監，又對他說恩言，使他的位高過與他一同在巴比倫眾王的

位」（王下25:27-28）。

约雅斤又名耶哥尼雅是所罗巴伯的爷爷，是耶稣肉身的祖先。（代上3:16，马太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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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約雅斤：被虜到巴比倫的小國王，代下36章

• 3. 先知以西結：當約雅斤被擄的時候（主前597年），以西結也在被擄

的人當中。約雅斤被擄之後第五年，以西結在迦巴魯河邊得見異象，蒙

召成為先知 : 當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結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

天就開了，得見神的異象。正是約雅斤王被擄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

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

結；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結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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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西底家：猶大最後一個王，代下36章

• 在位11年

• 是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斤的叔叔（哥哥代
上3:1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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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西底家：猶大最後一個王，代下36章
• 1. 在位時間：21歲登基，在位11年，是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斤的叔叔

2. 改名：原名瑪探雅（王下24:17），巴比倫王立他為王，將其改名為西底家。

這件事和約雅敬的經歷如出一轍，強權政府給被征服者改名，好顯示自己的權
柄。

• 3. 犯罪：西底家的處境很困難，國家弱小多難，強敵巴比倫又虎視眈眈，意欲吞

併。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似乎應該會謙卑下來，以信心仰望神，猶如當年希西家

於亞述危機時一般。可是，西底家不是希西家，他在危難之時卻「行耶和華他神

眼中看為惡的事」（代下36:11）。不但如此，而且上行下效，「眾祭司和百姓

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穢耶和華在耶路撒冷分別為聖的殿」

（代下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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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西底家：猶大最後一個王，代下36章

• 4. 先知耶利米：神愛他的兒女，差遣使者去警戒他們，為的是要挽回他們。

• 西底家悖逆神，神仍舊差遣先知耶利米去挽回他，可是他卻不聽：「先知
• 耶利米以耶和華的話勸他，他仍不在耶和華面前自卑」（代下36:12）。

• 5. 圍城：西底家十年十月，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軍圍攻耶路撒冷。這次的

• 圍城歷時一年半，於西底家十一年（主前586年）四月九日城破。

• 6. 焚燒聖殿：巴比倫軍隊將圍城一年半所累積的怒氣，完全發洩於城破之後

• 的耶路撒冷：「用刀殺了他們的壯丁，不憐恤他們的少男處女，老人白叟」

• (代下36:17 )。而所羅門所造的輝煌聖殿，也於城破之後被燒毀：「迦勒底
• 人焚燒神的殿，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用火燒了城裡的宮殿，毀壞了城裡
• 寶貴的器皿」(代下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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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西底家：猶大最後一個王，代下36章

7. 被擄於巴比倫：「凡脫離刀劍的，迦勒底王都擄到巴比倫去，作他

和他子孫的僕婢，直到波斯國興起來」（代下36:20）。

猶太人被擄於巴比倫（The Babylonia Exile）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

件事情的發生，應驗了神藉摩西所說的預言：「耶和華在怒氣，忿怒，

大惱恨中，將他們從本地拔出來，扔在別地」（申29:28）。神曾經應

許以色列人說，若他們敬畏神，謹守遵行神的誡命，就必在應許之地

長久居住；若離棄耶和華，轉而去事奉敬拜別神，「你們必要滅亡，

在你過約旦河進去得為業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長久」（申30:18）。

主前586年，神的話應驗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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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滅亡與君主政治的結束

• 以色列人於主前1050年擁立掃羅為王，開始了君主政治。主前930年

國家分裂為南北兩國，北國於主前722年亡於亞述，南國於主前586年

亡於巴比倫。北國的國祚208年，南國344年，整個君主政治只不過

464年，最後以亡國被擄，全盤失敗告終。

• 從一開始，君主政治就是違反神心意的（神的心意是耶和華作王），

可是以色列人硬要效法周圍的列國，立一個人做王。這些王大多數是

不敬畏神的，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人民越發遠離真神。最後的結局是

國破家亡，人民被擄於遠方，這四百多年的君主政治，成為一場慘痛

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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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首任古列王重建聖殿的詔令
• 這就應驗耶和華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地享受安息；因為地土荒涼便守安息，
直滿了七十年。（代下36:21）

歷史的巨輪向前進，國家興起，國家滅亡，滅亡別人的也為別人所滅。
不可一世的巴比倫帝國，不到一百年就被新興的波斯所滅，那些被擄
的猶太人也落到了波斯人的統治之下。

• 波斯王古列Cyrus元年（也称塞鲁士，居鲁士，主前539年），王下詔通令全
國，允許猶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一個外邦的國王，為何會顧慮到猶太人
的聖殿？歷代志說，這是神的作為：「耶和華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詔
通告全國」（36:22）。人無法控制的因素，神能控制。神能掌管君王的心，
引導事情進行的方向。在人類生活的每一個層面，神都能行使他的主權。

主前536年所罗巴伯开始重修圣殿，遇到拦阻停工15年，直到516BC完工，离
被毁70年

605BC巴比伦掳约雅敬，537BC所罗巴伯率众回归筑坛献祭，时隔7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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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45:1-5,13 我-耶和华所的膏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伏在他面
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闩。我要将暗中的宝
物和隐密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题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
帝。我凭公义兴起居鲁士，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
掳的民；不是为工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是在居鲁士（古列）大帝解放以色列170年前记录的，也就是说居鲁
士大帝诞还未出生。

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耶和華與他同在

• 歷代志下的第一節是「耶和華他的神與他同在」（代下1:1），最後一

節也是「耶和華他的神與他同在」（代下36:23）。雖然經過了許多患

難痛苦，神並沒有離開他的子民。神起初的心意是要與他的子民同在，

最終的心意仍是要與他的子民同在。

• 人的失敗不能阻止神的愛，在失敗中神仍然為人安排了回歸的道路。

「耶和華與他同在」的終極實現是「以馬內利」（太1:23），就是神

的兒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主耶穌捨身流血，用自己的生命給罪人舖

好了回歸的道路，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重新回到天父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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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屢屢負主恩

• 身為神的選民和大衛子孫作王的國度，猶大擁有耶和華立名的聖殿，不同於

萬民的神的同在。神將各樣的祝福傾倒下來，她唯一要做的就是對神忠誠，

不離棄耶和華的道。偏偏這點她卻做不到。無論神對她有多忍耐，派了多少

先知警戒她，猶大總是不忠，總是出軌，總是辜負神。終於，耶和華發怒的

日子來到，猶大得到了她當得的結局。

• 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因為愛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從早起來差遣使者

去警戒他們。他們卻嘻笑神的使者，藐視他的言語，譏誚他的先知，以

致耶和華的忿怒向他的百姓發作，無法可救。（代下36: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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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一怒萬事休

• 耶和華於所羅門獻殿之時向他顯現，親自警告他違背神的後果：

倘若你們轉去丟棄我指示你們的律例誡命，去事奉敬拜別神，我就必將

以色列從我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根來，並且我為己名所分別為聖的殿

也必捨棄不顧，使他在萬民中作笑談，被譏誚。（代下7:19-20）

• 除此之外，神還屢次差遣先知警戒他們，勸他們回頭：

耶和華如此說：猶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因為

他們厭棄耶和華的訓誨，不遵守他的律例。他們列祖所隨從虛假的偶像

使他們走迷了。我卻要降火在猶大，燒滅耶路撒冷的宮殿。（摩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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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城烽火連天日
• 降火聖城的警告，在迦勒底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應驗了：

• 所以，耶和華使迦勒底人的王來攻擊他們，在他們聖殿裡用刀殺了他們的壯
丁，不憐恤他們的少男處女、老人白叟。耶和華將他們都交在迦勒底王手裡。
迦勒底王將神殿裡的大小器皿與耶和華殿裡的財寶，並王和眾首領的財寶，都
帶到巴比倫去了。迦勒底人焚燒神的殿，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用火燒了城裡
的宮殿，毀壞了城裡寶貴的器皿。凡脫離刀劍的，迦勒底王都擄到巴比倫去，
作他和他子孫的僕婢，直到波斯國興起來。这就应验耶和华籍着耶利米口说的
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土地荒凉便守安息，直满了七十年。（代下36:17-20，
耶利米书25:8-12）

• 586BC南国灭，536BC所罗巴伯开始重建圣殿，516BC圣殿建成。

從大衛算起，連同所羅門及分裂之後的猶大列王，大衛家總共在耶路撒冷作王
417年（從大衛七年算起 1003 BC-586 BC）。從那以後，再也沒有帶著冠冕的
大衛子孫坐在寶座上，直到無冕王耶穌基督騎著驢駒、謙謙和和地進入耶路撒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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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王氣黯然收

• 耶路撒冷位於猶大山地，海拔760米，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大衛剛統

一以色列之時，耶布斯人住在耶路撒冷。大衛要為他的王國尋求一個首都，

看上了這座城，於是將城攻取，稱為大衛的城，也叫做錫安保障，是錫安山

中一座具有防禦工事的城市。

• 防禦工事未能免除耶路撒冷的災難。在它悠久的歷史中，被攻陷二十餘次，

徹底毀滅兩次，其中一次發生於主前607年。尼布甲尼撒是新興的巴比倫帝

國充滿野心的君王，他先派軍攻入耶路撒冷，擄走了約雅斤王，改立約雅斤

的叔叔西底家為王。當西底家背叛他時，尼布甲尼撒率領大軍圍攻耶路撒冷，
從西底家九年十月十日圍到西底家十一年四月九日，586BC，終於將城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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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耶穌進入的是在羅馬統治之下、屬國猶大的希律王大力建造的耶路撒冷。耶穌在城

中面對宗教人士（文士、法利賽人、撒督該人、祭司長）的強烈攻擊，為耶路撒冷

悲嘆說：

•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來

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

不願意。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

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太23:37-39）

• 主後66年，猶太人叛亂，羅馬派兵剿亂。主後70年，提多將軍攻陷耶路撒冷，焚燒

聖殿，屠殺百姓，毀壞全城，當年尼布甲尼撒毀壞耶路撒冷的歷史重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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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耶路撒冷
• 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十字架上為人類贖罪，完成了救恩。耶穌

基督第二次降臨，帶來新天新地，以及新的聖城耶路撒冷：

•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

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

夫。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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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

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啟21:1-3, 22:3）

• 信主的人是新的選民，新耶路撒冷是新選民永遠的居所。神和羔羊的寶座在城中，

神是他們的神，他們是神的子民，神永遠與他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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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記
EZRA

重建与复兴
重建圣殿和律法



以斯拉其人
1. 姓名：以斯拉（意思是“耶和華幫助”）

2. 家世：亞倫的子孫（他的家譜記載於以斯拉記7:1-5）

3. 身分：祭司，文士（抄寫、研究、教導耶和華律法的人）

4. 事蹟：第二次猶太人回歸的帶領者（主前458年）；

教導回歸者律法

5. 著作：傳統上認為他是歷代志上、下，以斯拉記，和

尼希米記的作者

6. 號稱：第二個摩西（重整並復興神的律法）

7. 影響：以斯拉可說是最早和最重要的文士，他奠定了

文士的組織及其在猶太社會的地位



以斯拉記
1. 作者：多數學者同意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出自同一位作者，
傳統上認為此人就是以斯拉

2. 寫作年代：主前450年左右，波斯王亞達薛西一世年間

3. 內容：記載兩次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的經過

a. 第一次回歸：所羅巴伯重建聖殿，1-6章

b. 第二次回歸：以斯拉重建律法，7-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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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擄之後的歷史 Post-exilic history

•被擄巴比倫時期：586- 539 B.C.

• 第一次歸回：538/537 B.C.所羅巴伯

帶領，目的是重建聖殿

• 第二次歸回：458 B.C.以斯拉帶領，

目的是重建神的話語

• 第三次歸回：445 B.C. 尼希米帶領，

目的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神的話語不落空
• 耶利米預言之應驗

• 11 整片土地要變得荒涼可怕，他們要臣服於巴比倫王七十年。 12 七十年後，
我要報應巴比倫王和他國民迦勒底人的罪，使他們的土地永遠荒涼。這是耶和
華說的。(耶利米書 25)

• 七十年的計算法:

• 1. 「七十年」是一個籠統的數字，表示一段長時間。

• 2. 聖殿被毀是主前586年，重建聖殿完工是主前516年，相隔70年。

• 3. 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擄到巴比倫是主前605年，回歸耶路撒冷是主前537
年，相隔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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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被擄之後的轉變

• 偶像絕跡：成為堅定的一神教

• 會堂成立：開始地方性的崇拜

• 改變語言：改說亞蘭文

• 改變職業：棄農牧而經商

• 民族團結：強烈的民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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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簡介

•種族：亞利安人（印歐族Indo-European）

•建國時期：主前550-330年，相當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

•中國名字：安息

•開國者：古列

• 版圖最大時期：包括現在的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埃及，

巴勒斯坦，阿富汗，印度北部，是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州的大帝國

•結局：被希臘的亞歷山大所滅亡



張騫出使西域，遠達安息國



波斯帝國 The Persian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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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初期列王

•古列，559-530

•甘比西斯，530-522

•大利烏一世，522-486

•亞哈隨魯，485-465

•亞達薛西一世，46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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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列王
Cyrus th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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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列圓柱 Cyrus Cyliner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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