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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歷史與小先知書簡介    7/1/18 

   

以色列歷史： 

 

I. 撒母耳：最後一位士師 

 A. 撒母耳的出生：神將撒母耳賜給向祂呼求的哈拿，哈拿將撒母耳獻給神。 

 B. 撒母耳成長的環境：以利的兩個兒子何弗尼，非尼哈，奪取百姓給神的祭物，他們藐視神 

  耶和華，撒母耳在他們的管理之下在聖殿中服事。他沒有瞞怨，沒有苦毒，神讓他在如此

  惡劣的環境下，經歷神的保守。 

 C. 撒母耳的作為： 

  1. 神話語的管道：撒母耳記上3：19 

     ”耶和華與他同在，使他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 

  2. 教導以色列悔改：撒上7：3-4  

撒母耳對以色列全家說：「你們若一心歸順耶和華，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亞斯他錄從你

們中間除掉，專心歸向耶和華，單單的事奉他，他必救你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以

色列人就除掉諸巴力和亞斯他錄，單單的事奉耶和華。 

  3. 教導以色列人禱告：撒上7：5-6  

撒母耳說：「要使以色列眾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為你們禱告耶和華。」他們就聚集

在米斯巴，打水澆在耶和華面前，當日禁食，說：「我們得罪了耶和華。」於是撒母

耳在米斯巴審判以色列人。 

  4. 教導以色列人獻祭：撒上7：7-9  

非利士人聽見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領就上來要攻擊以色列人，以色列

人聽見，就懼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對撒母耳說：「願你不住的為我們呼求耶和華我

們的神，救我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隻吃奶的羊羔獻與耶和華，作全

牲的燔祭，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應允他。 

  5. 帶領以色列人經歷神的保守：撒上7：10-11  

撒母耳正獻燔祭的時候，非利士人前來要與以色列人爭戰。當日耶和華大發雷聲，驚

亂非利士人，他們就敗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從米斯巴出來，追趕非利士人，擊

殺他們，直到伯甲的下邊。 

  6. 教導以色列人記念神：撒上7：12-14  

撒母耳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說：「到如今耶

和華都幫助我們。」從此，非利士人就被制伏，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內。撒母耳作

士師的時候，耶和華的手攻擊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城邑，從以革倫直

到迦特，都歸以色列人了；屬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從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時

以色列人與亞摩利人和好。 

  7. 全心全力的事奉神：撒上7：15-17 

撒母耳平生作以色列的士師，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這幾處審判以

色列人。隨後回到拉瑪，因為他的家在那裏；也在那裏審判以色列人，且為耶和華築

了一座壇。 

 D. 撒母耳的特性：順服 

  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由於不相信神的全能與保守而羨慕鄰邦的系統，雖然神藉撒母耳警告

  他們立王的後果說：「管轄你們的王必這樣行，他必派你們的兒子為他趕車，跟馬，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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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車前；又派他們作千夫長、五十夫長，為他耕種田地，收割莊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器

  械；必取你們的女兒為他製造香膏，作飯烤餅；也必取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

  ，賜給他的臣僕。你們的糧食和葡萄園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給他的太監和臣僕；又必

  取你們的僕人、婢女、健壯的少年人和你們的驢，供他的差役；你們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

  一，你們也必作他的僕人。那時你們必因所選的王哀求耶和華，耶和華卻不應允你們。」

     （撒上8：10-18），以色列人仍然硬著頭項要求撒母耳為他們立王。撒母耳將耶和華

的話     都傳給求他立王的百姓，他也順服神去膏掃羅為王。 

II. 掃羅：以色列第一位王 

 A. 掃羅的外表：又健壯，又俊美，在以列人中沒有一個能比他的，身體比眾民高過一頭。 

 B. 掃羅的特性： 

  1. 不遵守神的指示，自己行獻祭：撒上13：7-14  

”有些希伯來人過了約但河，逃到迦得和基列地，掃羅還是在吉甲，百姓都戰戰兢兢

地跟隨他。掃羅照著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還沒有來到吉甲，百姓也離

開掃羅散去了。掃羅說：「把燔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裏來。」掃羅就獻上燔祭。剛獻

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掃羅出去迎接他，要問他好，撒母耳說：「你作的是甚麼事

呢？」掃羅說：「因為我見百姓離開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來到，而且非利士

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裏說，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擊我；

我就勉強獻上燔祭。」撒母耳對掃羅說：「你作了糊塗事了，沒有遵守耶和華你神所

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 ，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現在你的王

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為你沒有遵守

耶和華所吩咐你的。」” 

  2. 不知愛待他的百姓：撒上14：24  

 “掃羅叫百姓起誓說，凡不等到晚上向敵人報完了仇吃甚麼的，必受咒詛；因此這日

百姓沒有吃甚麼，就極其困憊。” 

  3. 貪心又不負責任 : 撒上15：1-23  

“撒母耳對掃羅說：「耶和華差遣我膏你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當聽從

耶和華的話。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路上亞瑪力人怎樣

待他們，怎樣抵擋他們，我都沒忘。現在你要去擊打亞瑪力人，滅盡他們所有的，不

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吃奶的，並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死。』於是掃羅招

聚百姓在提拉因數點他們，共有步兵二十萬，另有猶大人一萬。掃羅到了亞瑪力的京

城，在谷中設下埋伏，掃羅對基尼人說：「你們離開亞瑪力人下去吧，恐怕我將你們

和亞瑪力人一同殺滅，因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你們曾恩待他們。」於是基尼人

離開亞瑪力人去了。掃羅擊打亞瑪力人，從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書珥，生擒了亞瑪力

王亞甲，用刀殺盡亞瑪力的眾民。掃羅和百姓卻憐惜亞甲，也愛惜上好的牛、羊、牛

犢、羊羔，並一切美物，不肯滅絕，凡下賤瘦弱的，盡都殺了。耶和華的話臨到撒母

耳說：「我立掃羅為王，我後悔了，因為他轉去不跟從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

耳就甚憂愁，終夜哀求耶和華，撒母耳清早起來，迎接掃羅。有人告訴撒母耳說：

「掃羅到了迦密，在那裏立了記念碑，又轉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掃羅那裏，掃

羅對他說：「願耶和華賜 福與你，耶和華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說：「我

耳中聽見有羊叫、牛鳴，是從哪裏來的呢？」掃羅說：「這是百姓從亞瑪力人那裏帶

來的，因為他們愛惜上好的牛羊，要獻與耶和華你的神，其餘的我們都滅盡了。」撒

母耳對掃羅說：「你住口吧，等我將耶和華昨夜向我所說的話告訴你。」掃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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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講。」撒母耳對掃羅說：「從前你雖然以自己為小，豈不是被立為以色列支派的

元首嗎？耶和華膏你作以色列的王，耶和華差遣你，吩咐你說，你去擊打那些犯罪的

亞瑪力人，將他們滅絕淨盡。你為何沒有聽從耶和華的命令，急忙擄掠財物，行耶和

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呢？」掃羅對撒母耳說：「我實在聽從了耶和華的命令，行了耶和

華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亞瑪力王亞甲來，滅盡了亞瑪力人。百姓卻在所當滅的物

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獻與耶和華你的神。」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

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悖逆的

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

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 

  4. 因為嫉妒要殺大衛:撒上18：6-9  

“大衛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眾人回來的時候，婦女們從以色列各城裏出來，歡歡喜喜，

打鼓擊磬，歌唱跳舞，迎接掃羅王。眾婦女舞蹈唱和，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

萬萬。」掃羅甚發怒，不喜悅這話，就說：「將萬萬歸大衛，千千歸我，只剩下王位沒

有給他了。」從這日起，掃羅就怒視大衛。 

  5. 不依靠神卻求問女巫: 撒上28：1-19  

“那時，非利士人聚集軍旅，要與以色列人打仗。亞吉對大衛說：「你當知道，你和跟

隨你的人都要隨我出戰。」大衛對亞吉說：「僕人所能作的事，王必知道。」亞吉對大

衛說：「這樣，我立你永遠作我的護衛長。」那時撒母耳已經死了，以色列眾人為他哀

哭，葬他在拉瑪，就是在他本城裏。掃羅曾在國內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人。非利士

人聚集，來到書念安營；掃羅聚集以色列眾人，在基利波安營。掃羅看見非利士的軍旅

就懼怕，心中發顫。掃羅求問耶和華，耶和華卻不藉夢，或烏陵，或先知回答他。掃羅

吩咐臣僕說：「當為我找一個交鬼的婦人，我好去問她。」臣僕說：「在隱多珥有一個

交鬼的婦人。」於是掃羅改了裝，穿上別的衣服，帶著兩個人，夜裏去見那婦人。掃羅

說：「求你用交鬼的法術，將我所告訴你的死人，為我招上來。」婦人對他說：「你知

道掃羅從國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你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掃羅向婦人

指著耶和華起誓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你必不因這事受刑。」婦人說：「我

為你招誰上來呢？」回答說：「為我招撒母耳上來。」婦人看見撒母耳，就大聲呼叫

 ，對掃羅說：「你是掃羅，為甚麼欺哄我呢？」王對婦人說：「不要懼怕，你看見

了甚麼呢？」婦人對掃羅說：「我看見有神從地裏上來。」掃羅說：「他是怎樣的形狀？」

婦人說：「有一個老人上來，身穿長衣。」掃羅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 臉伏於

地下拜。撒母耳對掃羅說：「你為甚麼攪擾我，招我上來呢？」掃羅回答說：「我甚窘

急，因為非利士人攻擊我，神也離開我，不再藉先知或夢回答我，因此請你上來，好指

示我應當怎樣行。」撒母耳說：「耶和華已經離開你，且與你為敵，你何必問我呢？耶

和華照他藉我說的話，已經從你手裏奪去國權，賜與別人，就是大衛。因你沒有聽從耶

和華的命令，他惱怒亞瑪力人，你沒有滅絕他們，所以今日耶和華向你這樣行，並且耶

和華必將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裏，明日你和你眾子必與我在一處了；耶和華

必將以色列的軍兵，交在非利士人手裏。」 

 C. 掃羅的墮落的下場：自殺。撒上31：3-5  

“勢派甚大，掃羅被弓箭手追上，射傷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說：「你拔出刀來，將我

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禮的人來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懼怕，不肯刺他，掃羅就

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見掃羅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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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大衛：合神心意的王 

 A. 大衛的作為： 

  1. 因為依靠神的勇敢：撒上17：45-50  

“大衛對非利士人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

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裏，

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地上的野獸吃，使普天

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

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裏。」非利士人起身，迎著大衛前

來，大衛急忙迎著非利士人，往戰場跑去。大衛用手從囊中掏出一塊石子來，用機弦

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額；石子進入額內，他就仆倒，面伏於地。這樣，大衛用機弦

甩石，勝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衛手中卻沒有刀。 

  2. 尊重並愛護神所揀選的人 

a.兩次不殺那迫切要殺他的掃羅（撒上24，26） 

b.為掃羅的死大大悲傷（撒下1：17-27） 

大衛作哀歌，弔掃羅和他兒子約拿單，且吩咐將這歌教導猶大人。這歌名叫弓歌》，

寫在《雅煞珥書》上。歌中說：「以色列啊，你尊榮者在山上被殺，大英雄何竟死

亡！不要在迦特報告，不要在亞實基倫街上傳揚，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歡樂，免得未受

割禮之人的女子矜誇。基利波山哪，願你那裏沒有雨露，願你田地無土產可作供物！

因為英雄的籐牌在那裏被污丟棄，掃羅的籐牌彷彿未曾抹油。約拿單的弓箭 非流敵

人的血不退縮，掃羅的刀劍非剖勇士的油不收回。掃羅和約拿單活時相悅相愛，死時

也不分離，他們比鷹更快，比獅子還強。以色列的女子啊，當為掃羅哭號！他曾使你

們穿朱紅色的美衣，使你們衣服有黃金的妝飾。英雄何竟在陣上仆倒，約拿單何竟在

山上被殺！我兄約拿單哪，我為你悲傷！我甚喜悅你，你向我發的愛情奇妙非常，過

於婦女的愛情！英雄何竟仆倒，戰具何竟滅沒！」 

3. 等待並遵守神的指示：撒下2：1  

“此後，大衛問耶和華說：「我上猶大的一個城去可以嗎？」耶和華說：「可以。」

大衛說：「我上哪一個城去呢？」耶和華說：「上希伯崙去。」”；(撒下5：19)  ”

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嗎？你將他們交在我手裏嗎？」耶和

華說：「你可以上去，我必將非利士人交在你手裏。」  ”；(撒上30：8) ”大衛求

 問耶和華說：「我追趕敵軍，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華說：「你可以追，必追得

上，都救得回來。」 ” 請看其他相似的經文例如詩篇27：14；撒上23：1-2，9-14。 

  4. 愛護他的百姓並負責任：撒上22：20-23 

 ”亞希突的兒子亞希米勒有一個兒子，名叫亞比亞他，逃到大衛那裏。亞比亞他將掃

羅殺耶和華祭司的事告訴大衛，大衛對亞比亞他說：「那日我見以東人多益在那裏，

就知道他必告訴掃羅。你父的全家喪命，都是因我的緣故，你可以住在我這裏，不要

懼怕，因為尋索你命的就是尋索我的命；你在我這裏可得保全。」” 請看其他相似的

經文例如撒上30：9-24；撒下24：17 

  5. 對神的保守非常敏感：撒上25：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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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對亞比該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今日使你來迎接我。

你和你的見識也當稱讚，因為你今日攔阻我親手報仇，流人的血。” 

 

  6. 謙卑並存敬畏神的心：撒下7：18-27 

“是大衛王進去，坐在耶和華面前，說：「主耶和華啊，我是誰？我的家算甚麼？你

竟使我到這地步呢？主耶和華啊，這在你眼中還看為小，又應許你僕人的家至於久

遠，主耶和華啊，這豈是人所常遇的事嗎？主耶和華啊，我還有何言可以對你說呢？

因為你知道你的僕人，你行這大事使僕人知道，是因你所應許的話，也是照你的心

意。主耶和華啊，你本為大，照我們耳中聽見，沒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無神。世

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從埃及救贖他們作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贖出來的民

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驅逐列邦人和他們的神，顯出你的大名。你曾堅立你的民以色

列作你的子民，直到永遠，你耶和華也作了他們的神。耶和華神啊，你所應許僕人和

僕人家的話，求你堅定，直到永遠，照你所說的而行。願人永遠尊你的名為大，說：

『萬軍之耶和華是治理以色列的神。』這樣，你僕人大衛的家必在你面前堅立，萬軍

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啟示你的僕人說：『我必為你建立家室。』所以僕人大

膽向你如此祈禱。 

 B. 大衛的特性：等待，順服 

 

 C. 大衛的弱點與所犯的罪 

  1.  犯姦淫的罪（撒下11，12） 

  2. 溺愛自己的孩子 

   a. 沒有處理暗嫩姦污押沙龍之胞妹他瑪之事。 

    b.沒有處理暗押沙龍殺暗嫩之事。（撒下13-19） 

   c.沒有管教亞多尼雅（王上1：6） 

   他父親素來沒有使他憂悶，說：「你是作甚麼呢？」他甚俊美，生在押沙龍之後。 

 3. 驕傲：撒下24：10 “大衛數點百姓以後，就心中自責，禱告耶和華說：「我行這

事  大有罪了，耶和華啊，求你除掉僕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IV. 所羅門：滿有智慧的王 

 A. 所羅門的作為：建聖殿（王上5，6，7） 

 B. 所羅門王求智慧的禱告：王上3：4-9   及神的反應：王上3：10-14 

  所羅門王上基遍去獻祭，因為在那裏有極大（或譯：出名）的邱壇，他在那壇上獻一千犧

  牲作燔祭。在基遍，夜間夢中，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你願我賜你甚麼？你可

  以求。」所羅門說：「你僕人我父親大衛用誠實、公義、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

  大施恩典，又為他存留大恩，賜他一個兒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樣。耶和華我的神

  啊，如今你使僕人接續我父親大衛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應當怎樣出入。僕人住在你

  所揀選的民中，這民多得不可勝數，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非；

  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所羅門因為求這事，就蒙主喜悅，神對他說：「你既然

  求這事，不為自己求壽、求富，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單求智慧可以聽訟，我就應允

  你所求的，賜你聰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在你以後也沒有像你的。你所沒有

  求的，我也賜給你，就是富足、尊榮，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沒有一個能比你的；你若

  效法你父親大衛，遵行我的道，謹守我的律例、誡命，我必使你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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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所羅門王獻殿的禱告：王上8：22-61 

  

 D. 墮落的原因： 

  1. 榮耀自己，勞苦百姓（王上9：15-26；10：14-26） 

所羅門王挑取服苦的人，是為建造耶和華的殿、自己的宮、米羅、耶路撒冷的城牆、

夏瑣、米吉多，並基色。先前埃及王法老上來攻取基色，用火焚燒，殺了城內居住的

迦南人，將城賜給他女兒所羅門的妻作妝奩。所羅門建造基色、下伯和崙、巴拉，並

國中曠野裏的達莫。又建造所有的積貨城，並屯車和馬兵的城，與耶路撒冷、利巴

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國中所願建造的；至於國中所剩下不屬以色列人的亞摩利人、

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滅盡的，所羅門挑取他們的

後裔作服苦的奴僕，直到今日。惟有以色列人，所羅門不使他們作奴僕，乃是作他的

戰士、臣僕、統領、軍長、車兵長、馬兵長。所羅門有五百五十督工的監管工人。法

老的女兒從大衛城搬到所羅門為她建造的宮裏，那時，所羅門才建造米羅。所羅門每

年三次在他為耶和華所築的壇上獻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華面前的壇上燒香。這

樣，他建造殿的工程完畢了。所羅門王在以東地紅海邊，靠近以祿的以旬迦別製造船

隻。 

 

  2. 與埃及往來（王上10：28-29） 

所羅門的馬是從埃及帶來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著定價買來的；從埃及買來的

車，每輛價銀六百舍客勒，馬每匹一百五十舍客勒，赫人諸王和亞蘭諸王所買的車

馬，也是按這價值經他們手買來的。 

 

  3. 娶外邦女子為妻（王下11：1-13） 

所羅門王在法老的女兒之外，又寵愛許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亞捫女子、以東

女子、西頓女子、赫人女子。論到這些國的人，耶和華曾曉諭以色列人說：「你們不

可與她們往來相通，因為她們必誘惑你們的心去隨從她們的神。」所羅門卻戀愛這些

女子，所羅門有妃七百，都是公主，還有嬪三百，這些妃嬪誘惑他的心。所羅門年老

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去隨從別神，不效法他父親大衛誠誠實實地順服耶和華

他的神。因為所羅門隨從西頓人的女神亞斯他錄和亞捫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羅門行

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效法他父親大衛專心順從耶和華。所羅門為摩押可憎的神

基抹和亞捫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對面的山上建築邱壇，他為那些向自己的神

燒香獻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來的妃嬪也是這樣行。耶和華向所羅門發怒，因為他

的心偏離向他兩次顯現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耶和華曾吩咐他不可隨從別神，他卻沒

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的，所以耶和華對他說：「你既行了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

的約和律例，我必將你的國奪回，賜給你的臣子。 

 

 E. 所羅門王所犯的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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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17:16~17 “只是王不可為自己加添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為要加添他的馬

匹，因耶和華曾吩咐他說：”不可再回那條路去。” 他也不可為自己多立妃嬪，恐怕他的心

偏邪；也不可為自己多積金銀。” 

 

 

 

V. 南北分裂：耶羅波安，羅波安 

 A. 耶羅波安為何要背叛羅波安：王上11：26-39；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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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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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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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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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希雅將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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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奪回

  ，將十個支派賜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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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離棄我，敬拜西頓人的女神亞斯他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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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從他手裏將全國奪回，使他終身為君，是因為我所揀選的僕人大衛謹

  守我的誡命律例。我必從他兒子的手裏將國奪回，以十個支派賜給你，還留一個支派給他

  的兒子，使我僕人大衛在我所選擇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裏，在我面前長有燈光。我必揀選

  你，使你照心裏一切所願的，作王治理以色列。你若聽從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謹守我的律例誡命，像我僕人大衛所行的，我就與你同在，為你

  立堅固的家，像我為大衛所立的一樣，將以色列人賜給你。我必因所羅門所行的使大衛後

  裔受患難，但不至於永遠。』」 

 

 B. 耶羅波安所犯的罪：王上12：25-33 

耶羅波安在以法蓮山地建築示劍，就住在其中；又從示劍出去，建築毗努伊勒。耶羅波

安心裏說：「恐怕這國仍歸大衛家，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華的殿裏獻祭，他們的

心必歸向他們的主猶大王羅波安，就把我殺了，仍歸猶大王羅波安。」耶羅波安王就籌劃

定妥，鑄造了兩個金牛犢，對眾民說：「以色列人哪，你們上耶路撒冷去實在是難，這就

是領你們出埃及地的神。」我就把牛犢一隻安在伯特利，一隻安在但，這事叫百姓陷在罪

裏，因為他們往但去拜那牛犢。耶羅波安在邱壇那裏建殿，將那不屬利未人的凡民立為祭

司。耶羅波安定八月十五日為節期，像在猶大的節期一樣，自己上壇獻祭。他在伯特利也

這樣向他所鑄的牛犢獻祭，又將立為邱壇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

私自所定的月日，為以色列人立作節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壇燒香。 

 

 C. 羅波安所犯的罪：王上14：21-24 

  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作猶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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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王十七年。羅波安的母親名叫拿瑪，是亞捫人。猶大

  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犯罪觸動他的憤恨，比他們列祖更甚；因為他們在各高岡上

  ，各青翠樹下築壇，立柱像和木偶，國中也有孌童。猶大人效法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所

  趕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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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北國以色列 

 A. 王的名字及作王的長短及作為： 

 

王的名字及作王的長短 下場 作為 

耶羅波安（22年-王上14：19） 被巴沙所殺 王上12：25-33 

耶羅波安在以法蓮山地建築示劍，就住

在其中；又從示劍出去，建築毗努伊

勒。耶羅波安心裏說：「恐怕這國仍歸

大衛家，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

華的殿裏獻祭，他們的心必歸向他們的

主猶大王羅波安，就把我殺了，仍歸猶

大王羅杷安。」耶羅波安王就籌劃定

妥，鑄造了兩個金牛犢，對眾民說：

「以色列人哪，你們上耶路撒冷去實在

是難，這就是領你們出埃及地的神。」

他就把牛犢一隻安在伯特利，一隻安在

但， 

這事叫百姓陷在罪裏，因為他們往但去

拜那牛犢。耶羅波安在邱壇那裏建殿，

將那不屬利未人的凡民立為祭司。耶羅

波安定八月十五日為節期，像在猶大的

節期一樣，自己上壇獻祭。他在伯特利

也這樣向他所鑄的牛犢獻祭，又將立為

邱壇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

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為以色

列人立作節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壇燒

香。 

拿答（2年-王上15：25） 被巴沙所殺 作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巴沙（24年-王上15：33）  作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並且殺了耶 

羅波安的全家 

 

以拉（2年-王上16：8） 被心利所殺 王上16：13 

這是因巴沙和他兒子以拉的一切罪，就

是他們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那罪，以

虛無的神惹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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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利（7日-王上16：15） 自焚而死 王上16：19 

殺了巴沙的全家，這是因他犯罪，行耶

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行耶羅波安所行

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那罪 

 

提比尼（沒有記載）   

暗利（12年-王上16：23）  王上16：25-26 

暗利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比他以

前的列王作惡更甚，因他行了尼八的兒

子耶羅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

在罪裏的那罪，以虛無的神惹耶和華以

色列神的怒氣。 

亞哈（20年-王上22：29-35） 戰場上陣亡 王上16：30-33 

暗利的兒子亞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

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八的

兒子耶羅波安所犯的罪。他還以為輕，

又娶了巴頓王謁巴力的女兒為妻，去事

奉巴力。在撒馬利亞建造巴力的廟，在

廟裡為巴力築壇。亞哈又做亞舍拉，他

所行的惹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怒氣，比他

以前的以色列諸王更甚。 

亞哈謝（2年-王上22：51）  王上22：52-53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的

父母，又行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

列人陷在罪裏的事；他照他父親一切所

行的，事奉敬拜巴力，惹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怒氣。 

約蘭（12年-王下8：25；9：29） 被耶戶所殺 王下8:18 

他行以色列諸王所行的，與亞哈家一

樣；因為他娶了亞哈的女兒為妻，行耶

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耶戶（28年-王下10：26）  王下10：30-31 

耶和華對耶戶說：「因你辦好我眼中看

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亞哈家，你的

子孫必接續你坐以色列的國位，直到四

代。」只是耶戶不盡心遵守耶和華以色

列神的律法，不離開耶羅波安使以色列

人陷在罪裏的那罪。 

約哈斯（7年-王下12：1）  王下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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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哈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

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

裏的那罪，總不離開。於是，耶和華的

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將他們屢次交在

亞蘭王哈薛和他兒子便哈達的手裏。 

約阿斯（16年-王下13：10）  王下13：11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離開尼

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

的一切罪，仍然去行。 

耶羅波安二世(41年-王下14:23)  王下14：24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離開尼

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

的一切罪。 

撒迦利雅（6個月-王下15：8） 被沙龍所殺 王下15：9；王下15：12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列

祖所行的，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那罪。_ 這是從

前耶和華應許耶戶說：「你的子孫必坐

以色列的國位直到四代。」這話果然應

驗了。 

沙龍（一個月-王下15：13） 被米拿現所殺  

米拿現（10年-王下15：17）  王下15：18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終身不離

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

罪裏的那罪 

 

比加轄（2年-王下15：23） 被比加所殺 王下15：24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離開尼

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

的那罪。 

比加（20年-王下15：27） 被何細亞所殺 王下15：28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離開尼

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

的那罪。 

何細亞（9年-王下17：1） 被亞述所滅 王下17：2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只是不像

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諸王。 

 

 B. 以色列滅亡的原因：王下1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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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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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正的事，違背耶和華他們的神，在他們所有的城邑，從瞭望樓直到堅固城，建築邱壇；

在各高岡上、各青翠樹下立柱像和木偶，在邱壇上燒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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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事奉偶像，就是耶和華警戒他們不可行的。但耶

和華藉眾先知、先見勸戒以色列人和猶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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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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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棄他的律例和他與他們列祖所立的約，並

勸戒他們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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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棄耶和華他們神的一切誡命，為自己鑄了兩個牛犢的像；立了亞舍拉，敬拜天

上的萬象，事奉巴力，又使他們的兒女經火，用占卜，行法術賣了自己，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惡的事，惹動他的怒氣。所以耶和華向以色列人大大發怒，在自己面前趕出他們，只剩下猶

大一個支派。猶大人也不遵守耶和華他們神的誡命，隨從以色列人所立的條規。耶和華就厭

棄以色列全族，使他們受苦，把他們交在搶奪他們的人手中，以致趕出他們離開自己面前，

將以色列國從大衛家奪回；他們就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作王，耶羅波安引誘以色列人不隨

從耶和華，陷在大罪裏。 

VII.  南國猶大 

A. 王的名字及作王的長短及作為： 

王的名字及作王的長短 下場 作為 

羅波安（17年-王上14：21）  代下12：14 

羅波安行惡，因他不立定心意尋求耶和

華。 

亞比雅/亞比央（3年-王上15：2)  王上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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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撒（41年-王上15：10）  王上15：11-15 

亞撒效法他祖大衛，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正的事， 

從國中除去孌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

一切偶像；並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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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在汲淪溪邊，只是邱

壇還沒有廢去。亞撒一生卻向耶和華存

誠實的心，亞撒將他父親所分別為聖，

與自己所分別為聖的金銀和器皿，都奉

到耶和華的殿裏 

約沙法（25年-王上22：42）  王上22：43 

約沙法行他父親亞撒所行的道，不偏離

左右，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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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壇還沒有廢去，百姓仍在那裏獻祭燒

香。 

 

約蘭（8年-王下8：1）  王下8：18 

他行以色列諸王所行的，與亞哈家一

樣；因為他娶了亞哈的女兒為妻，行耶

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亞哈謝（1年-王下8：26） 被耶戶所殺 王下8：26-27 

他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二歲，在耶路撒冷

作王一年；他母親名叫亞他利雅，是以

色列王暗利的孫女。亞哈謝效法亞哈家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與亞哈家一

樣，因為他是亞哈家的女婿。 

亞她利雅（6年-王下11：3，4） 

（亞哈謝的母親）         

被耶何耶大所殺 王下11：1 

亞哈謝的母親亞他利雅見她兒子死了，

就起來剿滅王室。 

約阿施（29年-王下12：1） 被臣僕所殺 代下24：17-19 

耶何耶大死後，猶大的眾首領來朝拜

王，王就聽從他們。他們離棄耶和華他

們列祖神的殿，去事奉亞舍拉和偶像。

因他們這罪，就有憤怒臨到猶大和耶路

撒冷，但神仍遣先知到他們那裏，引導

他們歸向耶和華；這先知警戒他們，他

們卻不肯聽。 

亞瑪謝（29年-王下14：2） 被叛黨所殺 王下14：2-4 

他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

作王二十九年，他母親名叫約耶但，是

耶路撒冷人。亞瑪謝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衛，乃效法他父

約阿施一切所行的；只是邱壇還沒有廢

去，百姓仍在那裏獻祭燒香。 

亞撒利雅（52年-王下15：2） 

（烏西雅） 

長大痲瘋 王下15：2-4 

他登基的時候年十六歲，在耶路撒冷作

王五十二年，他母親名叫耶可利雅，是

耶路撒冷人。亞撒利雅行耶和華眼中看

為正的事，效法他父親亞瑪謝一切所行

的，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百姓仍在那

裏獻祭燒香。 

約坦（16年-王下15：33）  王下15：33-35 

他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

作王十六年。他母親名叫耶路沙，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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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女兒。約坦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

事，效法他父親烏西雅一切所行的，只

是邱壇還沒有廢去，百姓仍在那裏獻祭

燒香。約坦建立耶和華殿的上門。 

亞哈斯（16年-王下15：33）  王下16：2-4 

他登基的時候年二十歲，在耶路撒冷作

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衛行耶和華他神

眼中看為正的事， 

卻效法以色列諸王所行的，又照著耶和

華從以色列人面前趕出的外邦人所行可

憎的事；使他的兒子經火，並在邱壇

上、山岡上、各青翠樹下獻祭燒香。 

 

希西家（29年-王下18：2）  王下18：2-5 

他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

作王二十九年，他母親名叫亞比，是撒

迦利雅的女兒。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

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

他廢去邱壇，毀壞柱像，砍下木偶，打

碎摩西所造的銅蛇，因為到那時以色列

人仍向銅蛇燒香，希西家叫銅蛇為銅塊

（或譯：人稱銅蛇為銅像）。希西家倚

靠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後的猶大

列王中沒有一個及他的， 

 

瑪拿西（55年-王下21：1）  王下21：16 

瑪拿西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使猶

大人陷在罪裏，又流許多無辜人的血，

充滿了耶路撒冷，從這邊直到那邊。 

亞捫（2年-王下21：19） 被臣僕所殺 王下21：20-22 

亞們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與他父

親瑪拿西所行的一樣，行他父親一切所

行的，敬奉他父親所敬奉的偶像，離棄

耶和華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華的

道。 

約西亞（31年-王下22：1）  王下22：2 

約西亞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行他

祖大衛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約哈斯（3個月-王下23：31）  王下23：32 

約哈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

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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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雅敬（11年-王下23：36）  王下23：37 

約雅敬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

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約雅斤（3個月-王下24：8） 投降巴比倫王， 

並被擄到巴比倫 

王下24：9 

約雅斤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

他父親一切所行的。 

瑪探雅/西底家（11年-王下24:8) 因背叛巴比倫王 

而被殺 

王下24：19 

西底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是照

約雅敬一切所行的。 

耶路撒冷被焚，南國猶大被滅。 

大小先知書的不同：並非重要性的不同而是因內容長短的不同而稱他們為大先知書（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但以理書，以西結書），或稱小先知書（何西阿書，約珥書，阿摩司

書，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彌迦書，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及瑪

拉基書）。雖然先知書中記載許多神要對以色列人的懲罰，但卻是神對以色列人呼喚的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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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課 約拿書   討論日期：7/8/18 

 

第一天及第二天 讀列王記下15-16及希伯來12:5-14 

1  a. 從列王記下15，16中，舉出以色列的敵人？聖經甚至說，有些敵人是“神所 

   派的”，為了要使以色列及猶大悔改 

 

 

    b. 根據希伯來書12:5-14，神如何也用同樣的方式來教導我們？ 

 

 

第三天  讀約拿書第一章 

2. a. 在地圖上找到尼尼微的位置 

 

b. 從約拿乘船到西班牙極南端的城市，他施城可以看出他對神給他的命令的態度是如何﹖ 

   

 

3. 你認為約拿為什麼不願意去尼尼微﹖ 

 

 

4. a. 列出使約拿去他施的決定，看起來似乎很合理的一些狀況。 

 

 

  b. 你認為這些看起來很有利的狀況足夠使我們違背神清楚的命令嗎﹖ 

 

5. a. 從約拿書第一章舉出神所作的兩件事 

 

 

  b. 從神的作為，你學到了什麼功課﹖ 

 

 

6. a. 你認為基督徒是否有時也逃避神﹖ 

 

 

  b. 你認為基督徒如何逃避神﹖(參閱約翰一書1:5-7) 

 

 

7. a. 舉出當一個人不順服神時，所經歷的苦難﹖ 

 

 

   b. 你如何將所學的應用到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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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讀約拿書第二章及馬太福音12:39-41 

8. 從約拿的禱告中，舉出到少三點，讓我們在自己造成的困境中禱告時值得學習 

 

 

 

9. a. 在約拿書2:9中，約拿如何描述他所認識的神﹖ 

 

   b. 從約拿的聲明中，那一條給你最深的印象﹖ 

 

 

10. a. 在馬太福音12:39-41，耶穌以約拿的故事來教導我們，你認為耶穌基督要我  

      們學習什麼功課﹖ 

 

  b. 如何從耶穌基督的話，使我們知道約拿的故事是真實的，並不是寓言﹖ 

 

 

第五天  讀約拿書第三章及第四章 

11. 神要約拿帶去尼尼微的信息是什麼﹖ 

 

 

12.a. 你認為約拿死又復活的經歷幫助他傳神的信息嗎﹖ 

 

   b.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準備如何去為神作見証呢﹖ 

 

13. 列出你從約拿書第三章中所認識神的特性 

 

 

14. 約拿如何被神叫他傳的信息及神的作為所疑惑﹖ 

 

 

15.a. 當約拿自尊，自大的心受到威脅時，他的表現如何﹖ 

 

b.  由於自己的不舒適而使約拿埋怨神使篦麻被咬死，但是他卻不顧尼尼微人的 

    需要，我們是否也有同樣的態度，請分享 

 

  c. 神對約拿的態度有什麼反應﹖ 

 

 

16. 根據列王記下第17章，亞述(包括尼尼微)如何對待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