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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南國希西家王的統治與北國的滅亡   9/9/18 
I.希西家王統治時的猶大－王下18-20章；代下26-32章 

在讀了先知何西阿悲傷的預言之後，再轉過來看希西家王統治時的南國，這確是一種安慰。

當北國以色列一步步走向亡於亞述之手的結局時，南國猶大正處於有史以來最豐盛的時期。

在當時猶大的四個王：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和希西家之中，有三個都是尋求神的領袖。在

舊約聖經有關這段時期的記載中，希西家王的事蹟佔了其中絕大的篇幅，因此本課的重點就

要放在希西家王身上，但是在背景介紹中也會順便提到他的父親--亞哈斯王。 

A.希西家即位時猶大的景況－王下16章；代下28；賽7:1-8；8章；14:28-32 

1.亞哈斯王的邪惡 

雖然亞哈斯王的父親約坦是個敬畏神的君王，他的兒子亞哈斯卻是南國猶大到目前為止

最糟糕的君王。神一再給亞哈斯改正的機會，但他卻一再拒絕神的道和神的心意。不僅

如此，他更極力效法北國以色列諸王種種邪惡的作為，以致聖經上關於他的記載沒有一

樣是好的，當他三十六歲去世的時候，猶大的百姓拒絕將他葬在歷代君王的墓園之中

(代下28:27)。 

2.亞哈斯王恣意崇拜偶像 

從一開始亞哈斯便毫無忌憚地將巴力的銅像及祭壇豎立耶路撒冷的各個角落和全國各個

城市（代下28:2-4），之後他更親自在死亡之谷獻祭，甚至擺上自己的兒子，將其焚燒

以供祭祀。他不僅拿取聖殿中的財物，向亞述王提革拉毗尼色進貢，同時更在耶和華的

聖所中，照著膜拜偶像時所用祭壇的樣式，豎立起一座向耶各華神獻祭的壇（王下

16:10-16）。當神藉著敵軍的入侵來懲罰亞哈斯王的時候，他不僅向敵軍所在地大馬士

革的諸神獻祭，最後甚至將整個聖殿封閉，完全陷入拜偶像的罪中(代下28:24-25)。 

3.亞哈斯時代的爭戰 

a.三個主要的敵人 

神藉著先知以賽亞所說的“惡人必不得平安”，這句話在亞哈斯王身上可說是全然

應驗了。三個強大的敵人不斷侵擾亞哈斯王以及他統治下受盡苦難的臣民，這些敵

人包括亞蘭王利汛，以色列王比加和亞述王提革拉毗列色。 

b.亞哈斯王拒絕神的幫助 

神差遣先知以賽亞教導並警告亞哈斯王有關他所面臨的敵人的事情，以賽亞不斷的

將神的預言及應許告訴亞哈斯王，忠告他不要將信心放在亞述王身上，應該回轉歸

向神，完全信靠祂對猶大的應許。這段勸勉的經文記載在以賽亞書7:1-25，當時是

亞蘭與以色列聯合進攻耶路撒冷的時候，先知在以賽亞書7:9如此說“你們若是不

信，定然不得立穩”。以賽亞接著鼓勵亞哈斯王向耶和華神求一個蒙神認可的記

號，來幫助亞哈斯建立對神的信心。但亞哈斯拒絕做，他說“我不求，我不試探耶

和華”。以賽亞回應亞哈斯的回答，並預言亞哈斯現在所求靠的亞述王，必是導致

將來猶大滅亡的敵人。如果我們注意到當時整個南國在靈命上一路走下坡的景況，

我們便不難察覺到儘管祭壇不斷被建立，祭物不斷被獻上，全國百姓對神始終是置

之不理，毫無個人與神任何親密的關係可言，這也就是為什麼雖然希西家王在中間

興起，力圖改正猶大百姓的惡習，南國猶大卻終究免除不了受神審判與被放逐他鄉

的命運。 

4. 希西家王的母親－代下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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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希西家王的統治時期落在南國最邪惡的兩個君王－亞哈斯與瑪拿西之間，

這使人不禁疑問為什麼如此壞的父親會有這樣一個好兒子？為什麼這樣一位好父親

卻又養育出如此壞的兒子？詳查其中的原因可發現，希西家的母親扮演了極重要的

角色，她是那位曾為耶和華神殉道的先知撒迦利亞的女兒，忠心的祭司耶何耶大的

孫女。無怪乎希西家王能持守如此火熱的心，全力將整個南國猶大帶回到神的面

前。在希西家王統治期間，有四點極關鍵的事情值得我們注意，以下我們就要一一

詳加說明。 

B. 希西家王潔淨聖殿－代下29章 

1.認罪－代下29:3-11 

希西家王認識到聖殿中的污穢，下令將其中所有邪惡的物件清除，且在神面前承認

猶大國悖逆了神，忽略向神獻上馨香的禱告。他為這些過犯在神面前一一認罪，同

時呼召全國百姓一同向神認罪，帶領他們與神立約，徹底改變他們的生命，立志事

奉耶和華神，討祂的喜悅，向祂獻上馨香的禱告。 

2.清除聖殿中的污穢之物－代下29:12-19 

希西家王將聖殿中所有與敬拜耶和華神相悖的污穢之物完全除去。當我們想要與神

建立真實的個人關係時，我們必須願意先將我們一切的不潔，帶到祂的光照之下清

除殆盡（約3:20-21）。 

3.獻祭－代下29:20-24 

真正的除罪絕少不了獻祭。在神的面前單是認罪，除去不潔與不討神喜悅的事物是

不夠的。不論是在舊約時代還是在新約時代，惟有流血的祭才能遮蓋塗抹罪，使我

們得以在神的忿怒中被挽回，與神和好。逾越節在屬靈上具有的重要意義也就在此

（請比較代下29:24；雅3:25；來9:14；9:21-22；10:19）。神在舊約時代預備了

種種獻祭的儀式，為要叫我們理解為什麼主耶穌基督必須為我們受死。在希西家王

那個時期的獻祭主要表達了人對於神的憐憫的信心，以及人願意順從神所命定的與

祂和好的方式。然而，由於獻祭是指向基督的十架，他們的信心與我們今天的信心

從根本上是一致的，他們的信心在於期盼基督的到來，而我們今天的信心在於回首

基督為除去我們的罪而成就的犧牲，將我們信心的根基扎實地建立在其上（太

26:28；西1:20-21）。 

4.潔淨聖殿的結果－代下29:120-36 

十分確定的是，認罪帶來神的潔淨以及與神親密的相交，整個猶大百姓為此大聲讚

美耶和華，用詩歌頌詞竭力頌揚祂的恩典與美德，全國上下沉浸在一片從神而來難

以形容的大喜樂之中。 

生活應用： 

新約聖經明確教導，信徒身體就是聖靈居住的殿（林前6:18，20；弗

2:22；啟3:20）。一個人必須先順服於神藉著耶穌基督的代死使人罪得

赦免的救恩之下，聖靈才會內住。這樣的過程包含了以下三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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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承認自己無法自救；b.在神面前認自己的罪；c.願意與罪徹底斷絕關

係。你是否知道當你接受了神的救恩之後，祂的靈已經住在你裡面，並

且將你的身體作為祂永遠的居所呢（加2:20；西1:27）？ 
C.記念並遵守逾越節－代下30章 

1.逾越節的由來－出12章 

第一個逾越節發生在以色列民還在埃及為奴的時候。當時埃及的法老王心剛硬，摩

西警告埃及人必須及時悔改，否則在當月第十日，所有埃及地內的長子都會被除

滅。以色列民避開如此審判的方法乃是神親自預備的，這個方法包含了三項信心的

功課。首先，一頭潔淨無瑕疪的羔羊必須被宰殺，而祂的血必須被塗抹在每一個信

神的人家的大門上，這些人家必須相信有神，相信祂即將降下審判，並相信祂所預

備的贖罪方法，因為耶和華神如此應許“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

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

們”。其次，這樣的信心也包括食用這頭被宰殺的羔羊的肉，以致在往後前往迦南

美地的旅途中，能夠保有充足的體力。如此信心的最後一部份則是食用無酵餅，而

這個步驟演變到後來就成了為時七日的除酵節的一部份（出12:15；17-20）。 

2.逾越節屬靈意義的重要性－林前5:7-8 

神將以色列民從埃及為奴的景況中拯救出來，並帶領他們進入應許之地的這段歷

史，預表著耶穌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贖工作，將我們從罪和撒但的奴役中拯救

出來。耶穌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祂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太1:21；

徒26:18；加1:4）。祂是神的羔羊，祂的死和祂所流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並拯救

我們脫離罪的綑綁。在那末世，猶太人要如此認識並接受祂（賽53:5-7；約1:29；

徒8:27-35），耶穌本人也是如此描述自己（太26:26-28）。保羅在新約聖經羅馬

書3:24-26再次解釋了“逾越”的重要性，他如此寫著：“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

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祂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

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祂的義，使人知道祂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在

林前5:7保羅寫著“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當我們研讀

神的話語時我們就是在食用羔羊的肉，從基督那裡支取我們新生命所需的力量（約

6:51-58；羅5:8-10；加2:20）。保羅又在林前5:8用“酵”這個字提醒了我們另一

個信心的功課，我們的耶穌基督就是那無酵的餅，我們也應當效法祂成為聖潔的器

皿，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3. 希西家王統治期間逾越節的慶典－代下30-31章 

從上面對逾越節的解釋，我們可以從希西家王遵守逾越節中看到幾個重點。 

a.  整個以色列國都被提醒要遵守逾越節，這包括北國及南國。許多北國的百姓長

途跋涉來南國過節。(代下30:1，5，10-13) 

b.  全國及個人都承認自己的罪，承認獻祭的羊羔是因為他們的罪(代下

30:7~9,22) 

c.  他們以灑血來潔淨(代下30:15-19）。 

d.  神赦免他們的罪(代下30:20)。 

e.  他們藉著逾越節與神相交，因此充滿喜樂(代下30:21~22），就好像受到神親

自的教導。(代下30:23，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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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他們於是更進一步，除去他們的偶像(代下31:1~20），因此而得到更多的祝福

(代下31:21）。 

 

 

 

生活應用： 

請留意上述有關逾越節的各項解釋。你有可能從小時就接受了耶穌，決

心要事奉神，但你有可能在那時並不十分清楚自己的罪使耶穌基督為你

所付的代價，或者並不十分清楚理解什麽是接受主，什麽是靠主而活。

如果這是你過去的經歷，你現在還未弄明白，建議你再讀一下C.2中提

到的新約聖經經文，一節一節地將其中提到的有關逾越節的經文仔細地

研讀思想一番，並且立下心志，將自己完全委身於主基督－你的逾越節

羔羊之前，好叫你藉著如此的委身能與神有真實的相交，並在主基督裡

面得著永遠的平安與喜樂。 

D.在亞述攻擊時，希西家所面臨的危機－王下18-19章; 代下32章; 以賽亞書36-37章 

希西家這次所面臨的危機在聖經中有不同尋常的重要性。神以五章的經文來記載，他代

表了一位相信神的人面臨試探時的一個美麗的反應。聖經描寫了墯落的人類在面臨危機

時的驚慌，也記載了人完全絕望的處境，同時它讓我們看到一個在面臨危機時的真正的

禱告。神讓我們經歷到祂全能的救贖，把我們在絕望的景況下拯救出來，祂所賜的是超

過我們所求所想的，這段記載彰顯了祂的溫柔体貼，並且回應向祂呼求的子民。希西家

所面臨的危機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1.第一階段－希西家王錯誤的舉動（王下18:13-16） 

當猶大許多堅固城被西拿基立的軍隊攻擊下時，希西家想用屬世的方法去解決，他

向西拿基立妥協，希望滿足他的要求會帶來安全，希西家甚至將聖殿柱子上的金子

都刮下來給亞述人，結局是悲慘的。亞述人的要求愈來愈多，甚至要耶路撒冷及全

猶大都要降伏於他（王下18:21-32）。當我們在道德與屬靈上妥協時，可悲的下場

是無法避免的。 

 

你是否也有同樣的經歷呢？你是否在面臨重大危機時，在還沒有求神

幫助以前就妥協了呢？ 

希西家所受的警告是很明顯的，因為當時的北國已經被擄到亞述了（王下18:8-

12），因此，害怕是絕對難免的，但是一位與神有關係的人不必驚慌。西拿基立無

止境的要求，終於迫使希西家王回到神面前，尋求神的引導，這是在他一開始面臨

危機的時候就應該有的態度。 

 

2.第二階段：希西家王對亞述王要奪耶路撒冷的反應－代下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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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希西家知道西拿基立要攻取耶路撒冷時，他帶領百姓以實際的行動來真正地依靠

神（代下32:1-8）。 

a.他止住了敵人所需的水源－代下32:2-4 

b.他加強城牆的堅固－代下32:5 

c.他鼓勵百姓依靠神－代下32:6-8 

d.百姓因此大有信心－代下32:8  

3.第三階段：西拿基立派軍隊首領去動搖耶路撒冷人的士氣－王下18::17-37；代下

32:9-19；賽36章 

那驕儌的首領來到耶路撒冷最多人出入的地方來與希西家對話，他不但要求他們投

降，並且嘲笑他們對那看不見的神的信心。他特別用以色列人聽得懂的語言來打擊

他們的信心，使他們不敢出戰並且反對希西家的領導（王下18:19-20, 29; 代下

32:11-12）。他也嘲笑猶大的盟國埃及（王下18:21），也藐視以色列軍隊（王下

18:23-24），他不但以語言來毀謗“以色列的神”，他也以行動來表現他們的心

態，他把耶和華看成與其他的神一樣，是無法保護自己子民的“神”（王下18:32-

35），他甚至說是神叫他來滅猶大（王下18:25），他也欺騙猶太人，保證他們會

過著舒適的被擄生活（王下18:31-32），希西家的反應如下： 

 

a.希西家尋求神－王下19:11 

b.希西家送此信息給以賽亞－王下19:2-5 

c.以賽亞的回應－王下19:6-97 

d.希西家收到亞述威脅的信－王下19:10-14 

e.希西家把所收到的信帶到神的面前－王下19:14-19 

f.以賽亞以預言來回答希西家王的禱告－王下19:20-24 

 

以賽亞的預言中（王下19:237; 賽37:21-35）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1)當亞述王

開口攻擊神時，他們的滅亡已經注定了（賽37:23），(2)亞述人不曉得他們過去的

勝利都是神賜給他們的，由於神奇妙的計劃，祂允許亞述人來懲罰以色列人（賽

37:26-27），(3)為了大衛的緣故，神對猶大的應許也有那長遠的意義(賽37:31-

35) 

 

4.第四階段：王下19:35-37; 代下32:21 

神已經把祂的應許賜給以賽亞及希西家王，他們也以信心來接受，神要以實際行動

來成就。並沒有戰鬥發生，神卻在一夜之間毀滅了他們的軍隊，那驕儌的王也被除

掉（王下19:35-37）。 

 

生活應用： 

我們從希西家王身上可以學到兩個重要的功課，第一：有時當我們遇見

意想不到的災難之時，神對我們的禱告似乎靜默無聲，我們的困難反而

增加。此時，我們應該向希西家王學習，不驚慌，不妥協，只要耐心地

等待神的時間，祂會指引我們前面的路並保護屬祂的子民。經常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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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使我們與神的關係漸漸疏遠；第二：雖然希西家曾經妥協，但他轉

回神時，神就幫助他。希西家集中精力把自己交給神，他專心禱告，去

求先知以賽亞幫助，他得到神的應許，他把辱罵神的信攤開在神前，就

好像面對一位活生生可以看見的人一樣。你是否也以相同的態來面對危

機？你是否相信神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回答你呢？ 
 

E.希西家得醫治及他的粗心一王下20; 代下32:24-33; 以賽亞38-39章 

1.希西家得醫治－以賽亞38章 

這事以後，希西家得重病。當以賽亞來看他，神要希西家去“整頓他的家”，因為

他必死。如果希西家在此時死，他就會死在他王國屬靈的最高峰。到目前為止，他

是一個對神有信心，並且盡心事奉神的王。但希西家不願意死，他哭的很傷心並求

神醫治，他的禱告充滿了感恩的心態（請讀以賽亞38:3, 9-11, 17），神答應他的

要求，並且要以一個記號來肯定他的信心（以賽亞38:5-8）（聖經中沒有解釋這記

號），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的是希西家將他使用的藥物歸功於神（以賽亞38:21）。 

2.希西家王的粗心－王下20 

在希西家王的晚年，就是神賜給他的十五年中，他表現得非常令神與人失望，猶大

最邪惡的王瑪拿西可能就是在此時生的（王下20:21），以下是希西家被醫治以後

墯落的原因。 

a.他變的很驕儌－代下32:25-30 

希西家的統治是非常成功並且也帶給以色列人豐富的生活，“希西家大有尊榮

貲財，建造府庫，收藏金銀、寶石、和香料、盾牌，和各樣的寶器，又建造倉

房、收藏五穀、新酒和油，又為各類牲畜，蓋棚立圈，並且建立城邑，還有許

多的羊群牛群，因為神賜他極多的財產。這希西家也塞住基訓的上源，引水直

下，流在大衛城的西邊，希西家所行的事，盡都亨通。”（代下32:27-30）。

考古學家最近找到在王下20:20所提到的“挖池”及“挖溝”。很不幸的是，

這些繁榮和成功卻使他驕傲起來，忘記了是神賜給他這些恩典，（代下

32:25）。 

 

b.沒有感恩的心－代下32:25 

他不再像以前一樣凡事不論大小都感謝神，從內心來服事神。 

 

c.他拿來自於神財富向敵人炫耀－代下32:31; 王下20:12-19 

希西家此時的心態很像猶大另一位王約沙法，當他的名氣被人所知以後，他選

擇與神的敵人親近，無論是因為個人或政治的因素，如此的自誇並不能榮耀

神。 

 

結論： 

從希西家王的一生，我們看到一位被神所潔淨的人引導以色列人回到神面前，我們也看到當

他面臨危機時，他相信神的話，我們還看到他藉著禱告經歷神的回答。但是，在他的晚年，

他虧缺了神在他身上的使命，他所種下的惡種在他兒子瑪會西登位以後，就迅速地蔓延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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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像保羅在林前9:24所說“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

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保羅拒絕接受任何榮耀，他說：“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

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

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加6:14），“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己經完全了，我乃是

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

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

來得的獎賞”（腓3:12-14）。讓我們也記住，當我們的年歲漸漸增加，不要為自己的景況

憂慮，卻是要去完成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我們就可以以喜樂來跑完神賜給我們的一生。 

 

II.以色列人被放逐－王下15-16章 

何西阿書第一章預言慘忍的亞述人將會來侵犯以色列，並把以色列人擄到亞述去。何西阿當

時已經逃到南國，生活在希西家的統治之下。 

 

A.亞述早期的入侵－王下15-16章 

當南國猶大在希西家王統治之下，蒙神祝福的同時，北國因為長期遠離神而自食其果。

何西阿的預言在王下15-17章完全應驗。我們在讀何西阿書時，可以看到北國以色列處

於道德的墯落及政治的混亂之中，王位的迅速更迭反應出其政治的不穩定。只要用力一

推，就可以把以色列夷爲廢墟。第一位來嘗試的王是亞述王提革拉毗列色（普勒）。原

先以色列王米拿現強迫每個富裕的家庭出五十他連得的銀子，使他可以賄賂普勒一千他

連得銀子，使他退軍（王下15:19-21），只要以色列王每次進貢，亞述王就允許以色列

繼續生存。在米拿現作王的十年之間，他成為給亞述進貢的器皿，他的兒子比加轄也用

同樣的方式，但比加轄被比加所殺，比加很無知地認為他可以脫去提革拉毗列色的轄

制。 

 

B. 第一次被擄到亞述 

提革拉毗列色往南進軍，大馬士革淪陷，敘利亞變成了亞述的一省（王下16:9）。以色

列人終於知道比加給他們帶來的災害，但已為時太晚。於是他們殺了比加而立何細亞為

王，何細亞立即歸降於提革拉毗列色，從而維持了他的王國。提革毗列色把富裕的以色

列人都擄到亞述去，而從亞述移民到撒瑪利來，只剩下撒瑪利亞中心的一小部份留給何

細亞。考古學家在底格里斯河所發現的古跡證實了王下15-17章中的記載。 

 

C.撒瑪利亞被圍及完全被擄－王下17:4-6 

何細亞那沒有根基的信心使他在提革拉毗列色死後想與埃及聯盟來反亞述（王下17:3-

6; 何西阿3:16），何細亞王竟然敢去依靠那“已斷的蘆葦”埃及而不向亞述進貢，因

此，提革拉毗列色的繼承者撒縵以色立即反擊，何細亞王被召去見亞述王並下到監中，

以後再也沒有他的消息。此後，亞述圍困撒瑪利亞，由於以色列人勇敢的抵抗，這小小

的城壘持守了三年，但是仍然逃不掉被滅的結局。 

 

D.神要北國被擄的原因－王下17:17-23 

在王下17:7-23所記載故事必須要以神的眼光去了解。當我們反省自己屬靈狀況時，我

們必須聽到神藉著這段經文給我們的警告，神給我們的啟示遠遠超過對以色列人的啟

示，我們必須因祂的啟示而更認識祂、敬畏祂、愛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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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從王下17:24-41來了解約翰福音第四章中所提的撒瑪利亞  

從王下17:24-41我們可以了解到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四章中向撒瑪利亞婦人啟示祂自己

時，撒瑪利亞人的境況。當亞述王把以色列人遷移到亞述以後，他把亞述人移民到撒瑪

利亞，但是由於獅子進入他們中間，咬死了些人，亞述王認為差遣一位以色列的祭司回

去會解決問題（王下17:24-29），這使得撒瑪利亞成為“宗教混雑”之地。所以耶穌必

須很清楚第地說明，“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4:22），不是出自那猶太宗教傳統

與外邦律法的混合物（請讀王下17:33, 41）。 

 

 

                                         第七課猶大的末期       討論日期：9/16/18 

 

第一天  請讀上週講義 

1. 從希西家面臨危機時的表現，你學習到什麼功課? 

 

2.  舉出你從講義中、課堂中的分享或聖經章節中所得的幫助 

 

第二天及第三天  讀歷代志下33-35; 列王記下21-23:30及耶利米書1。 

3.  a. 舉出瑪拿西在他自己身上所行的邪惡事，這也使猶大國墮落了55年。(讀列王記下21及歷

代志下33) 

 

 

    b. 那一個重要的細節雖然記載在歷代志下33卻沒有記載在列王記下22﹖ 

 

 

4.  a. 舉出四點當約西亞王找到律法書時的表現(列王記下22及歷代志下34) 

 

 

 

    b. 如何以這四個表現來說明猶大國在約西亞王統治之下的改革﹖(舉出章節﹖) 

 

 

 

5. 比較找到律法書的結果與我們今日的讀經，你學到一個什麼重要的功課 

   (參閱以賽亞書57:15;66:2) 

 

6. 讀歷代志下35及列王記下23: 29-30 

   a. 約西亞受到祝福以後犯了什麼錯﹖ 

 

 

   b. 這給我們一個什麼樣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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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在耶利米書第一章中，那些經文對你最具有意義﹖ 

 

 

    b. 耶利米的記載是在那一個王的統治之下﹖ 

 

 

第四天  讀歷代志下36及列王記下23:31-25:30及耶利米書26: 20-23 

8. 列王記下23:31-25:30中告訴我們，猶大有那些敵人﹖ 

 

9. a. 歷代志下36，告訴我們猶大國最後四個王，請寫下他們的名字。 

 

  b. 那一個王死在埃及﹖ 

 

  c. 他的那一個兄弟取代他在猶大作王﹖ 

 

  d. 那一個王被擄到巴比倫﹖ 

 

  e. 那一個王的眼睛被剜出來﹖ 

 

10. 速讀以下的經文並從這些經文中知道當時的王是誰﹖ 

a.  耶利米書21:1-10; 24; 27: 12-22; 28; 29:1-32; 32: 1-5; 34: 1-22; 37: 1-39; 

51: 59-64; 52; 及耶利米書哀歌﹕ 

 

    b. 耶利米書22: 13-30;26: 20-23; 36:20-32; 52:2; 但以理1-2: 

 

    c. 耶利米書52: 31-34; 以西結1: 1-3: 

 

11. 西底家因為什麼屬靈的原因而受到身体的傷害﹖(舉出經文的章節) 

 

 

12. 列王下25:26如何應驗了何西阿書9:6的預言﹖ 

 

 

第五天  讀耶利米書36-39 

13. 那一件事情使你覺得戲劇化並且好奇﹖ 

 

14. 從神照顧他的子民的事上，你學到什麼功課﹖ 

 

第六天  讀耶利米書25:1-14; 31: 31-37 

15. a. 耶利米書25中耶利米預言以色列必須被擄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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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耶利米如此的預言如何幫助但以理(當他還在被擄的時候)﹖ 

   (參閱但以理9: 1-3) 

 

16.  a. 那一段經文記載神所立的約是如此的精確，這必定是指未來的以色列國的地埋位置或 

      政治狀況﹖ 

 

   b. 在耶利米書31: 31-37中那一段經文反應基督耶穌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