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谷華人宣道會       1  小先知書 

 

第七課 猶大的末期    9/16/18 

 

猶大國的最後幾年(大約621-587 BC) 

在位的國王：瑪拿西到西底家(王下21-25，代下34-36) 

先知：耶利米，哈巴谷，西番亞，那鴻，俄巴底亞，以西結，但以理 

 

前言： 

這是很長的一課，是列王記及歷代志的最後一課。猶大末了的時期，在未被擄到巴比倫70年之

前，是極具戲劇性的。不但如此，這也是相當重要的，使我們知道它的重要性，可作為大先知書

耶利米書和以西結書的背景，也是我們現今研究小先知書的背景。先前南北國複雜的情形，已經

結束了（北國以色列亡國於亞述，王下17）。在這一課，我們只追蹤南國及耶路撒冷戲劇性慘遭

焚毀，及她的百姓被遣送到巴比倫（現在的伊拉克）。現在簡單地總結兩件事： 

A.希伯來民族君主制度的三個主要時期： 

1.王國統一時期 

共約120年之久，從掃羅統治到所羅門統治。 

2.分裂王國時期 

在這時期北國稱為以色列，有十支派，以色列國王由耶羅波安開始到何細亞王被擄到亞

述。南國有二支派，稱為猶大國，由羅波安到西底家。 

3.單一王國時期 

南北國分裂終於大多數北國的希伯來人被擄到亞述。許多逃脫的仍然居住在巴勒斯坦，

投奔南國西希家王（代下30：11）。從那時到如今，猶太人和以色列人是同義字；到了

被擄到巴比倫七十年後，就都沒有什麼分別了。 

 

B.在這一課中所發生的主要事件 

從這時到被擄猶大只剩下七個王，其中大多數的王導致神最後棄絕猶大國，因她的道德敗

壞，使她難逃審判。縱然西希家的輝煌復興也是過眼雲煙，因爲經年累月敗壞的道德習俗已

深植於整個國家。並且希西家王自己怠懈，沒有持守與神同行直到末了，陳舊拜偶像的習俗

又開始萌芽。這在瑪拿西王統治時達到了極點，他是希西家的邪惡的兒子。繼之而來，約西

亞王的復興僅使這墮落的王國暫緩一下。約西亞王一死，在24年之間，猶大的最後四個王：

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希西底家自甘墮落，導致王國難逃上帝藉先知們，所敘述忠誠的

警告而亡國。這一課自然地將猶大最後歷史分為三時期，如： 

I.瑪拿西至亞們 

II.猶大在約西亞下的最後復興 

III.猶大最後四個王 

I. 瑪拿西至亞們（王下21；代下33；耶1） 

A.瑪拿西的邪惡統治（王下21:1-18；代下33:11-20） 

1.瑪拿西的放蕩崇拜偶像（王下21：1-9） 

瑪拿西在他父親死時，只有12歲。看來他是在希西家王求上帝延長他十五年的生命的這

段時期生的。瑪拿西在位長達55年之久，是猶大王中在位最久的，卻也是最邪惡的王。

在他統治年間，瑪拿西效忠亞舍拉，F.F.Bruce說“瑪拿西接受任何含有政治上企圖的

宗教，所以他的統治使他父親復興的政策破裂，而轉向亞哈的政策。亞哈的整個政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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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百姓遭大難，但亞哈的統治短暫，因而他的宗教政策未能造成最壞的後果，（參王

下16）”。“但在瑪拿西長久的統治，使宗教上倒退的趨向深植於民心，他們道德上的

影響壞得難以再復興，縱使他孫子約西亞企圖復興，也不能挽回邪惡；沒有其他的方

法，只有亡國和被擄才得贖罪”。從開始，瑪拿西受拜偶像縱樂方式，這早在邪惡的亞

哈王時，已經慢慢地暗中滲入，那些仿造大馬士革拜偶像的祭壇重新被建造（比較王下

16：10-18及21：3-4）。瑪拿西更大膽地將日用的白馬及馬車的雕像，放在耶路撒冷神

聖的聖所中，在那裡他敬拜神所禁止的天上萬像（申7：5，25；12：2-3；王下23：

11）。瑪拿西自己成為堅決狂熱的拜偶像的人，他讓自己絕對地脫離他父親的希伯來信

仰，沾染那絕不為耶和華所許可紮根在猶太國的信仰。到此時，他使全地充滿巴力、亞

舍拉的神廟。這些神廟稱為高台，或丘壇，因為它建在樹欉中的山丘上。在那有巴力及

亞舍拉的像的丘壇上，信徒進行邪蕩墮落的崇拜儀式。事實上，也包括各種邪惡的觀

兆、用法術、交鬼、行巫術、以及崇拜毒蛇（申18：10-14；王下23：5）。瑪拿西使他

兒子經火，將自己兒子獻給摩洛鬼神。 

舊約的讀者有時不同意神所宣佈嚴厲的懲罰，例如在王下23：10-16。這是因為他們不

能體會那無法形容的道德敗壞，殘忍的行為和存在那文盲時代真正信仰已經失落的真正

危機，就是將耶和華與其他邪惡的神相混的敬拜；事實上，所有偶像崇拜都或多或少沾

染這些墮落的形式。舊約的讀者，有時用今日的知識來批評舊約的王、聖徒、先知們，

會容易地忽略當時的背景。他們忽視敬拜耶和華和崇拜那些腐敗的多神有很大的差別。

上帝的話有奇妙的大能，祂的啟示在那普世敗壞的時代中，保存了少數的人來克服那黑

暗的時代。“光照在黑暗，黑暗卻不接受”（約1：5）。王下21：9，11；23：7的經文

敘述瑪拿西的惡行，拜偶像比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滅的列國更甚。 

 

2.瑪拿西血腥的手殘殺眾先知（王下21：10-16） 

上帝的先知們看到國家的危機，大膽的指責瑪拿西的邪惡。他們引用申命記中，上帝的

誡命和預言，指出如果耶路撒冷不悔改，會像撒瑪利亞一樣的滅亡（王下21：10-15 

）。瑪拿西卻藉著實行前所未見的殘酷的來報復（王下21；16；24：3-4），使耶路撒

冷流滿了無辜的血。歷史家約瑟夫（Josephus）記載說：每日都執行死刑，根據猶太的

傳統，年老的以賽亞在瑪拿西的命令下，被鋸為二半而身亡。瑪拿西雖使神的先知靜默

無言，但他不能勝過神的話語。神的話語在審判中勝過。甚至在今日，如果我們拒絕神

的話語和忽視祂的先知，我們只會發現神的話在我們自己生命中都應驗了。 

 

3.瑪拿西被擄的審判（歷下33：10-11） 

雖然神命令祂的百姓不能為自己復仇，但上帝自己必定向一切對祂行惡的復仇（申32：

35；羅12：19）。沒有人能傷害上帝的僕人而不承受審判的後果。瑪拿西直等到他被亞

述王用鐃鈎鈎住，用銅鏈鎖住，被擄到巴比倫去，才明白這一切（代下33:11）。 

 

4.瑪拿西的悔罪和上帝無限的憐憫（王下33：12-17） 

邪惡的瑪拿西在急難中，深深知道他得罪神，終於轉向神，他自卑求神赦免。神在祂無

限的憐憫中垂聽他的祈求，赦免他的罪，甚至使他歸回耶路撒冷，仍坐國位。何等大的

憐憫！難怪先知彌迦呼喊著“上帝阿，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神赦免罪孽沉重的瑪

拿西的事實，多麼能安慰一切有罪的人。瑪拿西沒有用不信的口氣說：“我不能赦免我

自己”（也就是說神不會赦免我），相反的，他接受神的赦免，而痛改前非，盡力的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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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以前他犯罪所帶給猶大國的損害。你是否接受這樣的諾言，如徒2：36-38所記，神給

那些把真神兒子，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諾言呢？你是否曾認識你的罪包含在耶

穌被釘時所背負的罪呢（彼前2：24）？ 瑪拿西被神所赦免並建立，但罪的後果仍存

在。他後悔太遲，以致不能拯救他的兒子亞們（王下21：18-26）。因瑪拿西沈迷在拜

偶像腐敗的生活，使全國陷在很深的罪惡中，縱使他企圖復新和約西亞的革新，猶大國

卻再沒有恢復。他們犯罪的習慣，牢牢地抓住他們，直到被擄到巴比倫70年，而對偶像

產生極端的反感時，他們才從被偶像捆綁的處境中得釋放（耶15:4）。 

 

Ｂ.亞們（王下21：19-26；歷下33：21-25） 

瑪拿西的兒子亞們繼續他父親的邪惡，卻不遵行他父親反悔的模範（代下33：23） 

，他在位二年就被他的僕人所謀殺（代下33：24-25）。 

 

C.亞述在皇室的影響 

亞們死後，他的八歲兒子約西亞繼位，猶大開始反抗亞述的政策。亞述王國已被從北方來的

Scythians侵入，這對猶大有利。因為如果在亞述嚴厲的統治之下，約西亞無法將宗教性改

革推展到北國境內，影響拜金牛犢的伯特利及撒瑪利亞（王下23：15）。 

 

II.約西亞和猶大最後的復興（王下23：1 - 22：30；歷下34：1：35） 

同時代的先知：那鴻、西番雅、耶利米（耶1-6；11-12） 

同時代的詩篇：詩37；59 

 

約西亞登基時只有八歲，他在位31年，是南國最敬虔的王之一。當猶大國快速地奔向滅亡時，他

盡全力來挽回。他在王國最腐敗的時候繼位。在他死前，他盡他所能地廢除偶像，恢復神的律法

如同以前的猶太。在耶路撒冷重整後的聖殿中敬拜聖潔的上帝。他是天生的領袖，在他當政的年

間，猶大知道豐盛與平安是從神而來。他的死為先知們及百姓們的哀悼（代下35：25-27），在

過去的王中，只有少數的王受到如此的哀悼。他可愛的生平記載在永世永存的聖經中，就是耶穌

所指縱然天地都要廢去，神的話仍然永存在聖經中（太5：17-19），這就是： 

只有一生，飛逝而去，只有為基督所做的永存。王下23：25記著：“在約西亞以前沒有王像他盡

心盡性盡力的歸向耶和華，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後，也沒有興起一個王像他。”（參考

申6：5；太22：37） 

 

A.約西亞早年的委身和改革猶大的企圖（王下22：1-7；代下34：1-13） 

王下23及代下34記載了約西亞生平中屬靈上的危機及他的重要事蹟。 

1.年輕的約西亞在位的第一年 

大祭司希勒家對他有深刻的影響。在約西亞孩童時，希勒家是他的老師、輔導者，教導

他愛神。 

 

2.約西亞在位第八年 

在這個時候，約西亞已十六歲。這第八年代表約西亞第二個轉機。在代下34：3記載約

西亞熱切地尋求他祖大衛的上帝。就在這些年之中，他向神作全然委身的決定，很可能

在此時，他開始治理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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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約西亞統治第十二年 

當約西亞二十歲時，他尋得力量與勇氣，在全國作了徹底地改革，清除那些妨礙跟隨主

的事物，既然上帝派任他作一國之首，他擁有無限的權力，他有責任帶領他的王國根絕

偶像的崇拜，藉著親自督導，在猶大地及耶路撒冷清除的工作，這表示他的關切這件事

的重要性（代下34：3-5）。他不僅拆毀國中“可恥的雕像”，更大膽地進入以色列

（已被亞述佔領），遠到拿弗他利去拆毀那可恥的柱像及祭壇。然後，他回耶路撒冷，

準備完全潔淨耶和華的聖殿（代下34：7-8）。 

4.約西亞統治第十八年 

當約西亞26歲時，開始了他重大的改革。這是因為他發現主的律法而急速的去遵行，帶

來猶大在亡國前，最後一次巨大的靈命復興。 

 

B.有關發現耶和華律法的主要事件（王下22：8-20；代下34：14-28） 

1.希勒家發現律法書 

王下22：3-11和代下34：8-18，提供有關這事件引人注目的細節。約西亞已向猶大百姓

（也向沒被擄去亞述忠誠的以色列人）徵收銀子來整修聖殿（從瑪拿西王時已荒廢

了），也重新組識純正敬拜耶和華的儀式。銀子是交給沙番（王的書記）、和希勒家

（大祭司）、以及其他值得信任虔誠的領袖們。正當整修的工作還在進行時，大祭司希

勒家發現律法書，這可能是摩西五經或至少是申命記的大部分。考古學家認為在當時所

羅門在幾百年前建殿時，安放房角石時也將摩西五經放在一起。無論在何處被發掘，摩

西已在申31：25-26有詳細的指示，將律法書放在聖殿中最重要的地方，希勒家將它交

給沙番，沙番親自閱讀（王下22：8）。 

 

2.約西亞聽到“上帝的話”（律法書）的反應 

沙番將律法書在王的面前大聲地讀給王聽（王下22：9-10）。當他念到神啟示的記錄，

祂對祂百姓的目的，他們與神的關係，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時，（這些記在申6及12-26章

之中），約西亞驚惶失措，撕裂衣服，因為猶大犯了所有書中所說的每一誡命。摩西所

記那些因不守律法所要受的懲罰會發生嗎？猶大罪惡極深！神仍會施恩拯救嗎？約西亞

對祭司說：你們去，為我、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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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遵守書上所吩咐的去行，耶和華就向我們大發烈怒（王下

22：13）。顯然地，猶大，像以色列一樣，面臨審判；如同現今許多人忽略上帝在道德

行為和真正信仰所定的標準。他們照他們所喜好的去行。“各人任意而行”（士17：

6）。耶穌明說，這種忽視是罪來源之一，“你們錯了，因為不明白聖經...”（太22：

29；弗4：18；5：17；來3：10-12）。 

 

生活應用： 

有人說“無知是有福的，愚笨就是智慧”。其實神對我們的要求，遠遠超過對約

西亞時代的人的要求，祂要我們有責任去明白祂在聖經中啟示給我們的旨意。請

注意，耹聽神的話語的第一個反應是驚惶憂愁，並沒有平安。我們有時也如此。

我們先時的平安是虛假的，是個錯覺，如同人在濃霧中不知情地走到斷崖邊緣。

當我們開啟眼目，看到神如何看人的空洞虛浮的人生，道德的罪惡，內心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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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看到我們在生活上、人生上、宗教上、行為上，多麼虧缺神的榮耀，我們就

知道我們原來過的是一個不承認耶穌基督是為我們的罪而死的生活。這個警覺，

使人覺得敗落的、內疚、和非常的悲傷。羅1：18-32對今日的無神論、道德的敗

壞、自我中心的生活講得很清楚。羅1：19-22，24-32和羅2：1-5所預言神的審判

也很清楚。假若這是你的經驗，不要沮喪，神賜給這種罪惡感，表示你踏出痊癒

復原的第一步。當我們因罪惡感，而導致悔改，接著便能享受蒙赦免和神賜予力

量的喜樂。 
 

 

3.約西亞藉戶勒大尋求神更進一步的旨意 

當一個人研讀神的話語，在神的光照之下（不在人的影響之下），他下一個反應就像約

西亞（王下2：13），或在耶路撒冷的人（徒2：37-38）一樣，“我該做什麼？我如何

才能接近神？神會赦免我嗎？”約西亞藉著戶勒大進一步來聆聽神的話語。女先知戶勒

大在那衰退的猶大國中佔有最特殊的地位。然而神的聖靈以她為代言人，她帶有神的權

威，所以存心求問神的人（可1：22）向她求助。 

 

a.神最初的話語 

神最初的話語是描述在神咒詛下猶大的情形（王下22：15-20）。雖然約西亞表面 

上除去偶像，藉著他堅定的領導國家來尋求神，照著約書恢復逾越節，但神知道百

姓的心。並沒有完全的悔改（無可懷疑的包括他大多數的百姓），大多數的猶大百

姓登上“皇家革新專車”，服從王的決定和改變，但卻沒有實質上真心悔改，所以

沒有從心底悔改的表現，神的審判不會挪去，只有像約西亞王這樣真心悔改的人，

神的審判才會挪去。我們也一樣，生活在所謂對上帝話語有新詮譯的時代。若要確

知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們必須認知今日全世界都生活在因罪而為神所咒詛之下。羅

3：23明確地記載“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雅2：10明確地說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約壹5：19說“全世

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b.神的第二句話：恩典和赦免 

約西亞的心是柔軟的，對神的話有所反應，在神面前自卑，他選擇聽神對他所說的

話（王下22：19）。所以神將他提升到神所咒詛的世界之上。假如約西亞因信靠神

而能免除神的咒詛，今日我們在基督裡更能免除神對世界的咒詛了。羅8：1宣稱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一顆柔軟的心，在神面前自卑向神認

罪，在不信及忽視神的世代選擇聆聽主的話，是蒙赦免得恩典的必要條件（賽57：

15；66：2）。今日也是一樣（既然基督為那些相信祂的人所做的），神已訂下如

何得赦免和免於咒詛和定罪的條件，如羅4：24-25；5：6-11。它須要一顆柔軟的

心，來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們所做的（加2：20）。這是一個人真正謙卑在神面前，

願意承認“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

上活，因祂受的鞭傷，我們便得了醫治。”（彼前2：24）。只有符合神赦罪的條

件，否則就不能逃脫現在和將來的審判（來9：27；彼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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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約西亞與他的百姓分享神的律法的安排 

約西亞不願把從神律法所得的啟示佔為己有，這也是神要給他的百姓的。所以他安排公

開為給他的百姓（祭司、先知、大小的百姓）讀律法書。然後，正如一家之主，約西亞

與神立約要服事神。“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你是父

母，你有這樣做過嗎？ 

 

C.發現神的律法後，除盡偶像（王下23：4-5；代下34：31-33） 

約西亞馬上付諸行動。聖殿中已除去亞述的偶像，但還有許多柱像存留。 

1.欣嫩子谷 

在耶路撒冷以南的欣嫩子谷的迦南神廟就是一個例子。在那裡人使兒女經火，獻給摩

洛。約西亞污穢這谷，使這拜偶像的地方永遠無法再被使用。他將它變為耶路撒冷的垃

圾推和焚化爐。因為在欣嫩子谷有不斷焚燒的火，就漸漸地被稱為“GeHinnon”用來代

表壞人將要去的地方。就是今日我們稱“Gehenna”（希腊文）或地獄。 

 

2.伯特利金牛犢的祭壇 

約西亞除盡祭壇的整個過程甚至北達以色列（北國），先知的預言精確地應驗。王上13

章記載，當耶羅波安在位時，神人預言350年以後，有一王叫約西亞，要拆毀在伯特利

為金犢所立的壇，將那在壇上獻祭的祭司的骨灰四散。約西亞只是留下神所差遣的那勇

敢的祭司的墳墓，像徵神永遠照顧屬祂的（王下23：17-18；詩1：4-6）。 

 

3.重新立約 

約西亞不僅自己讀律法書，還監督他的百姓讀（代下34：29-33）。你做一個父母，在

你家人是否這樣做？或是你已訂婚，有否與未婚伴侶一起讀經？（參申6：5-7）這使他

們一同向神立約。“...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比較代下34：31-33

和書24：15）。 

 

D.守逾越節（代下35：1-19） 

當逾越節的所有重要慶典儀式恢復它在國家生活中的中心位置時，所立的約就被肯定。這特

殊的逾越節慶典是百姓靈命復甦的最高點，從撒母耳至今從沒有如此的慶典（代下

35:18）。宗教上的復興與逾越節的慶典有密切的關係，因這節期使他們與耶和華的關係更

加真實，這節期讓以色列人記起耶和華為他們所作的一切，耶和華對他們意義。這吸引他們

去享受真正的愛和敬拜，真正的順從及真正的喜樂。 

 

E.約西亞王的死（王下23：26-30；代下35：20-27） 

當約西亞王生命快要結束時，他忽略神的警告，沒有在面臨重要生死決定時求問神，代下

35：20-23描述這決定所帶來的結果。埃及法老尼哥去幫助在尼尼微亡了以後的亞述。約西

亞在米吉多要抵擋他去亞述。約西亞受重傷，在回耶路撒冷前就死了。聖經說：這是因為約

西亞“不聽從上帝藉尼哥之口所說的話”（代下35：22）。 

問題是，我們如何去區別是神藉某人向我們說話呢？聖經中有許多經文記載神必引領並賜智

慧給那專心尋求祂的信徒。首先，必須有向祂存順從（謙卑）的心（詩25：9），你拒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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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自己的判斷（箴3：5-6），這是說，你認知自己缺乏智慧，你在沒有得著神的指示時，拒

絕行動（雅1：5-7），所以，你禱告，期望神在你行事前給你引導。在禱告之後，以下三種

方式上帝引導信徒： 

 

1.你的決定是否與聖經符合 

有時，你讀經時，上帝給你亮光來滿足你所需（詩119：105）。 

 

2.環境隨著禱告應證你的決定 

禱告後，藉理智判斷，上帝引導你的心有一個好、合理的解答，常常伴隨著外在環境的

應證。 

 

3.禱告後，對你的決定，內心有平安嗎？ 

神所賜的引領，在禱告後所做的決定，內心有平安。那是內在的指示（參西3：15）。 

 

有以上的三點印證就證明是神的帶領。 

 

約西亞顯然地倚賴他自己的判斷，沒有求問神有關法老尼哥所說的（記在代下35：21），他

也沒有求問對此事關心的先知。他只相信他自己的了解，這是錯誤的。不論我們與神同行有

多久，我們決不能沒有藉這禱告來信賴祂。不管任何情況、任何決定，都必須尋求祂的旨意

（在聖經中）。 

 

III.猶大最後四個王（王下23：31 - 25：21；代下36：1-13） 

A.約哈斯（王下23：31-34；代下36：1-4；耶22：10-12；結19：1-4） 

約西亞的這個兒子在位只有三個月。雖然他在位很短，他公開地作惡，廢除他父親的原則。

埃及王尼哥，約西亞所爭戰的王，將他擄到埃及。他是第一個猶大王死在被擄的時期。以西

結在19：1-4記載他的審判和毀滅。 

 

B.約雅敬及先知耶利米（王下23：34 - 24：7；代下36：5-8；耶22：13-19；26：20-23；

36：20-32；52：2；哈巴谷書；但以理書1，2） 

約雅敬在耶路撒冷攝政十一年。埃及王立他代替他哥哥作王，約哈斯被帶到埃及（王下23：

34）。他是一個傀儡國王。雖然如此，上帝為他差遣先知耶利米，若約雅敬聽從耶利米又將

彌迦7：7-9的話語存在心，屈服在神所容許的懲罰，這會成為他的祝福。但是他不但不聽從

神的話，他不喜歡神藉耶利米傳達有關他的景況的話語時，他用文士的刀將書卷割破，扔在

火盆中（耶36：20-36）。但是人對神預言審判的話能做什麼呢？先知耶利米重新寫（耶

36：28）。縱然約雅敬拒絕聽神的話，他仍不能避免神命定的審判。他是第一位在埃及手下

的傀儡的國王，也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傀儡。最後，不顧神的警告，他反叛尼布甲尼撒

王，死在被擄的時期。我們若像約雅敬一樣，當神警告的話語來臨為要醫治我們時，不留意

神的話語，我們就像約雅敬一樣，神的話仍會應驗，卻是審判。你我對神的話語的態度及反

應，將決定神的話要如何在我們身上實現，祝福或是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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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約雅斤－在巴比倫坐牢37年之久的政治犯（王下24：6，8-16；25：27-30；代下36：8-

10；耶52：31-34；結1：1-2；17：12；19：5-9；40：1） 

約西亞的曾孫，約雅斤在位只三個月。他是在巴比倫坐牢37年之久的政治犯，但末了（王下

25：27-30）以未米羅達釋放他，王賜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賜他一分，終身都是這樣。約

雅斤的“分”（王所賜的）在巴比倫的泥版中有所記載，其中包括油、大麥等等配給“囚犯

及技術工人”的。 

 

D.西底家（王下24：17 - 25：26；代下36：10-21；詩79 - 80篇；耶21：1-10，14；27-

29 

章；32：1-5；34：1-22；37-39章；50：1-30；哀；結4-5章；12章；17章；21章，這都與

這時期有關） 

西底家是約西亞的第三個兒子，他在極壞的処境下繼位。他的哥哥被拘在埃及，另一個被

殺，他的侄子（在他之前作王）被用鎖鍊帶到巴比倫。；在結8-9章中描寫當時極多數的百

姓被擄到巴比倫後，耶路撒冷的景況。起初西底家王好像傾向於跟隨神的先知耶利米勸告，

順從尼布甲尼撒王（耶129：4-7；34：8-10）。然而，其他的人慫恿他背叛，耶利米的勸告

被看作不愛國（耶27章），於是他不但不理會耶利米的警告，而且將他下在牢中。西底家選

擇信任埃及而背判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代下36：12-13；耶42：11-18）。耶利米預言被擄

七十年（代下36：21；耶25：9-12）。這精確的應驗，甚至有關西底家的生命和他兒子的性

命（耶38：17-23；王下25：4-7記載著他的眾子在他眼前被殺，他雙眼被挖出來上鎖鍊帶到

巴比倫。你是否有西底家王的弱點？你是聽從神的話語和神的百姓，還是與不理會神的話及

神的子民的人為伍呢？西底家不聽從神的指示應該是我們的戒鑒。 

 

列王紀和歷代志的結尾都述說在586BC年間猶大被毀的慘況 

 

1.所羅門所建的輝煌聖殿被焚毀 

2.殿中的、銀、器皿被擄掠到巴比倫（在那裡用來敬拜他的神，後來歸還）（拉1：7-11；但5：

1-5） 

3.猶大的貴族和領袖被拘留在巴比倫七十年 

4.百姓中最貧窮的留下，使他們修理葡萄園，耕種田地（王下25：12；耶33：12-13） 

 

耶利米已經預言猶大將被擄到巴比倫七十年，七十年後，神要帶領他們回來，從此猶太人不再拜

偶像。這功課是艱難的，但他們學到了（耶25：12）。 

請注意在這悲慘的以色列歷史中的敵國，神從不要我們因祂的子民受罰來幸災樂禍 

。當耶路撒冷被攻陷時，猶大的血親以東（雅各的弟兄以掃的後裔和今日亞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幸災樂禍。先知俄巴底亞宣告以東的末日，都一一應驗（俄10-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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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知書期中分享聚會    分享日期：9/23/18 
 1。分享約拿的經歷所給您的提醒？從約拿書中，根據約拿書，您對神的認識？為什

麼？哪一節經文給您留下最深刻的印像？ 

 

 

 

2。分享您認為神藉這何西亞書所傳遞的信息是甚麼？您是否對自己有更深的認識？為什

麼？根據何西阿書，分享您對神的認識？哪一節經文給您留下最深刻的印像？ 

 

 

 

 

 

3。分享您從阿摩司書中得到的警告？根據阿摩司書，分享您對神的認識？哪一節經文給

您留下最深刻的印像？ 

 

 

 

4。分享約珥書中所成就的預言以及尚未成就的預言，這對您有甚麼影響呢？根據約珥

書，分享您對神的認識？哪一節經文給您留下最深刻的印像？ 

 

 

 

5。分享北國以色列被滅的過程如何幫助您更認識神？ 分享如何從神與北國的王的互動

中，幫助您認識神？ 

 

 

 

 

6。在北國被滅的最後階段，南國猶大卻出現幾位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王，這段歷史如

何您認識神呢？為甚麼？ 

 

 

 

 

7。分享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這四位王給您留下甚麼印象？如何影響你信主的

生活與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