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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課 猶大王亞比央和亞撒   4/15/18 

 

序言： 

Ⅰ.以色列與猶大的新一代王 

要了解當時以色列的十個支派和猶大的兩個支派，我們必須先認識當時的王。以色列王耶羅

波安一世做王二十年，在他在位時，猶大歷經了三位王： 

羅波安（代下10-12）：17年 

亞比央（代下13） ： 3年 

亞撒（代下14-16） ： 41年（耶羅波安在位王的末兩年） 

Ⅱ.四個相似的人名 

在研究這段歷史時，必須弄清楚當時有好幾位姓相同的人物： 

亞比雅（A-BI-jah）- 耶羅波安的兒子，後來病死（王上14：1） 

亞比央（A-BI-jah）- 羅波安的兒子，又稱亞比雅（王上15：1） 

亞希雅（A-HI-jah）- 示羅地的先知，預言於耶羅波安。（王上14：2-16） 

亞希雅（A-HI-jah）- 以色列王巴沙的父親，本是以薩迦人。（王上15：27） 

Ⅲ.猶大的兩位新君王 

亞比央和亞撒的王國 

 

內容： 

Ⅰ.亞比央當猶大王的年代（王上15：1-8；代下13） 

Α. 亞比央的短期王國（王上15：1-2） 

羅波安的兒子亞比央（在歷代志中又稱亞比雅）當王僅有三年。他的祖母是押沙龍的女

兒他瑪（撒下14：27），他的祖父是基比亞人烏列，他的母親名叫米該亞（列下11：

20；13：2）。 

Β.亞比央對神的態度（王上15：3-5） 

亞比央的一生，雖仍有時會依靠 神，但大部份的時候是太自傲，沒有聽從 神的吩咐。

他以為自己所治理的王國沒有拜偶像，是他的一大成就，可是在其他的事上，亞比央卻

沒有全心去愛  神；總結他的一生，經上記載他選擇去行他父親羅波安的惡，並沒有像

他曾祖父大衛那樣全心信靠  神（王上15:3）。 

 

今時今日，其實依然有不少像亞比央的人；有些自稱保守的人，只顧如何遵守傳

統和教條，而忽略了依靠  神、尋求祂的旨意。你是否現在也是如此呢？我們怎

樣才能做到全心全意去愛我們的主呢？ 

 
C. 亞比央與耶羅波安、北國的十支派爭戰（王上15:6-8；代下13） 

1. 亞比央對北國十大支派的訓辭（代下13:4-12） 

在這裡我們可以比較亞比央和大衛為王時的二段訓辭，從中可見亞比央王缺乏大衛

般的真誠。但由於以色列長期處在戰爭的環境中，亞比央的陳詞亦獲得不少的歡

迎；他的這一段話可以從下列四個方面來看： 

˙神絕對不會祝福或拯救那些不聽從祂旨意、不敬拜祂的人（代下13:8）。 

˙神絕對不會祝福或拯救那些排斥  神的僕人而去信賴假祭司的人（代下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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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奢望功成名就，就好像奢望用空手去拆毀城牆（代下

13:12）。 

˙神對那些有心求靠祂的人必賜憐憫，就像本來不配這福份的亞比央，當他向  神

悔改，神便使他的國民得到勝利。 

 

在我們的生命中，往往也是像亞比央一樣，把  神拋於腦後，沒有盡心盡意盡力

去愛祂，結果碰上了挫折。但後來如果我們真心來尋找  神，祂必因祂的慈愛垂

聽我們的禱告；我們或許因此可更認識  神，跨過靈命的轉捩點。（詩篇107:6、

13、19、21、28、43; 詩篇103:8-10）挫折、失敗會幫助人更了解 神的憐憫與恩

典。 

 
2. 北國王耶羅波安的死（王上14:19-20；代下13:20） 

代下13:20記錄耶羅波安的死和徒12:23中所記錄的希律王的死相差不多，"主重擊

他，氣就絕了"，又一個行惡的王死了。 

Ⅱ.亞撒當猶大王的年代（王上15:9-24；代下14-16） 

Α.亞撒王的初年（王上15:9-10；代下14:1） 

亞撒登基時可能才10或11歲左右。少年時他可能看見  神如何拯救他父親，再加上祭司

的管教（代下22:12），所以亞撒多少認識  神。但因年少無權，一直受控於他的惡太

后（代下15:16）。 

Β.亞撒王的首次改革（王上15:11-15；代下14:2-8） 

在王上15:11和代下14:2-4亞撒王的品格被記錄成"亞撒行耶和華他  神眼中看為善為正

的事。"在他當王的頭十年，猶大國太平（代下14:1）。亞撒明白這本乎  神（代下

14:6）。他藉此推動改革，使猶大能專一事奉耶和華： 

1. 亞撒王掃清所有的偶像╱假神（代下14:3,5） 

當時猶大之地拜偶像的風俗強盛，人民盲目追隨；亞撒看見就下令猶大各城邑除掉

丘壇和偶像（代下14:3,5）。 

 

我們如今是否也像當時的猶大人，盲目跟隨世界的誘惑－財富、名利、甚至於偷

搶拐騙卻不自覺呢？ 如果你身為父母，你的家就是基督的國，祂要你好好管治，

做個負責任的領袖，決定什麼東西可以帶進這個家、什麼東西要拋棄；學習如何

塑造一個有愛心、溫暖、仁慈、平安的家；除去憎恨、仇視、放縱、不信任和爭

吵等。你是否願意領你一家與 神重新立約，除掉家中一切的偶像，就像在建房屋

之前，我們必須把垃圾除去一樣！（西 3:5,8；帖前1:9-10；約壹5:21）  

2. 亞撒王帶領猶大民去敬拜神（代下14:4） 

亞撒看見猶大人的敗壞，他下決心要徹底改革，使民眾養成尋求  神、守祂的律法

和旨令的習慣（代下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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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身為父母，你也該效法亞撒，幫助家人養成追求  神的習慣，每日讀經和

靈修，親近╱敬拜  神。如果你單身，你是否也有每日讀經、禱告和靈修的時

間，為你的靈命打好根基呢？ 

 
3. 亞撒王建設堡壘，加強了猶大的防衛能力（代下14:6-8） 

亞撒王的早期天下太平，因他尋求  神的旨意（代下14:7），亞撒懂得為日後作準

備因此他建造圍牆。 

 

今天我們身為基督徒的，是否也為將來可能會遇到的挫折、試探等作好準備，穿

上神的軍裝（弗6:11-18）？ 
 

應用： 

我們基督徒的生涯中，有否遇上亞撒王般的挑戰？比如與老我的爭戰、對新我的

適應，如何保持每日讀經和靈修。我們的身體就是"聖靈的殿"（林前6:19-20）。 

我們的身體是被召來榮耀  神的，好叫我們內外越來越像主耶穌。（請參考羅

8:29,林後3:18,帖前5:23）。正如亞撒王引導猶大民歸向  神那樣，我們是否在

家裡有好見證、明確的指示，引領我們的家人，使他們彼此相愛，來服事  神

呢？在我們的工作或學業的崗位上，有沒有效法主耶穌，做世上的光和鹽呢？是

否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耶穌的生命在我們裡面呢？耶穌本身也當過學生、打過

工，祂了解你我的困難。此外，我們不論在教會裡或者在社會中，也該如此，處

處考慮到做基督徒應有的本份和任務。儘管今日風平浪靜，我們要為日後的試探

和挑戰作好準備；真正的信心是經過磨練而不動搖的信心（伯23:10,太13:21）。

請問你如今有沒有裝備自己或家人，去面對未來的挑戰？神的智慧和祂的應許是

我們在患難中最有效的保障（鴻1:7）。我們平時要常禱告，在有困難或緊急時，

方能坦然無懼地來到主恩寶座前求。做父母的要教導子女什麼是"背起十字架"和

跟從耶穌的真正意義，讓他們各自都明白這些管教都是從聖經來的，因而建立個

人對  神的信心。在他們日後的生命道路中，不論是碰上"相對的道德觀"、"無神

論的主義"或其他"對聖經權威的攻擊"時，他們能辨是非，持守  神的道。我們的

責任雖大，但別忘了主耶穌永遠與我們同在和聖靈就住在我們裡面不斷地幫助我

們（林後3:5,腓4:13,西1:29）。 
 

Ｃ.亞撒王的爭扎與  神的得勝（代下14:9-15） 

1. 當時情況： 

亞撒面臨從埃提阿伯和埃及來的攻擊，他們兵強馬壯，遠超過猶大的實力，猶大真

可能在一夜之間被完全毀滅。 

2. 亞撒的禱告 

然而亞撒王屬靈上已經早有準備，他在這緊急關頭向  神傾心吐意的祈求。這是舊

約中一段最有信心、期望和美善的禱告（代下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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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亞撒表白了  神是唯一的依靠。 

b. 亞撒對  神信心的表現。 

c. 亞撒認識到  神名的大能（他以  神的名來面對他目前的困難）。 

 

 

3. 神的回應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這是僅有的一次猶大國是以寡敵眾並取得勝利的戰爭。大家如果

細心讀經，就可以看到  神很明確回應了亞撒的懇求；在這段時間裡，雖然猶大人

生活中行了不少不合  神心意的事，但神的大愛和憐憫往往超出信他的人所配得

的。 

 

應用： 

縱然我們今天所遭遇的困難與亞撒的不一樣，但他當初面對大軍的懼怕和無助是

我們可以體會的。他之所以得勝，是因為他完全依靠  神。不論我們的煩惱多

重，我們今天也可以同樣去信靠祂！你是否誠心地禱告呢？有否單單地仰望  神

呢？你對祂的信心是否遠超過眼所能見的神跡呢？ 
 

Ｄ.亞撒王的復興和猶大國的歡慶（代下15） 

1. 真正的悔改－猶大除去孌童、偶像和其他可憎之物（王上15:12,代下15:8）。 

2. 很多敬畏  神的以色列人也因而靈命復興，與猶大人相聚讚美  神（代下15:9）。 

3. 他們甘心把  神所賜的奉獻給祂（代下15:11）。 

4. 他們歡歡喜喜誠心誠意與  神立約（代下15:15）。 

5. 耶和華被他們尋見，並賜他們平安（代下15:15）。 

6. 亞撒貶了他祖母瑪迦太后（代下15:16） 

無論太后瑪迦如何誤導，亞撒依然是把  神放在他心中的首位（請參考  神在這方

面的教導：申13:6,太10:37-38）。 

Ｅ.亞撒王的軟弱、失足（代下16,王上15:16-24） 

聖經的真實可靠遠超於人的想象，亞撒王早年雖單純地依靠  神，他的信心使人敬佩，

可惜當他處於國泰民安之時，竟然把  神忘了。 

在我們的生命中，往往也陷入類似的景況；不少基督徒曾經親身體驗過聖靈的能

力，雖身處險阻和絕望，  神卻能把它扭轉乾坤，叫萬事互相效力，使我們復興

起來。我們雖受了壓力，仍然得勝；受了苦楚，仍然一心一意仰望  神。可是當

我們身在樂園時，卻放縱自己、為所欲為、常常自傲，墜入罪的魔掌。亞撒王也

不例外外，他的失足成為我們今天的提醒。 

1. 亞撒王求助於其他拜假神的國家 

當時以色列王巴沙帶領大軍圍攻猶大，亞撒不但沒有求  神，反而去求助於敘利亞

王便哈達，甚至把神殿中寶貴的東西獻給他，敘利亞後來成了猶大國最難應付的敵

人（王上15:18-20）。在此  神派遣先知哈拿尼前往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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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對亞撒預言將來的審判 

"因你仰賴亞蘭王，沒有仰賴耶和華你的  神，所以亞蘭王的軍兵脫離了你的

手"（代下16:7）。"此後，你必有爭戰的事"（代下16:9,賽36:6）。 

b. 神用亞撒過去的信心來激勵他 

為何亞撒（或我們）忘掉過去在  神的帶領下，他能走出死蔭幽谷，把困難一

一除掉呢？"只因你仰賴耶和華，祂必將他們交在你的手裡"。 

c. 神鼓勵亞撒凡事相信  神可以“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代下16:9）。 

2. 亞撒王不聽先知的勸戒 

這時的亞撒王不但不聽先知的忠告，反而把他們都打入監獄。他又壓迫一切為先知哈

拿尼說話的人。 

3. 亞撒王個人的軟弱 

亞撒王後期患上一種腳上的疾病，他只顧尋求名醫，卻不謙虛求  神寬恕他過往的

罪以及從  神來的醫治。與此成鮮明對比的是記錄在路加福音8:43-48的故事:當時

有位患病多年的女人，她尋訪不少醫師，總得不能得痊癒。後來見到耶穌，她真心

悔過，憑著信心觸摸了耶穌的衣角，於是她身心靈得到了醫治。 

 

Ⅲ.亞撒年代的以色列君王（王上16） 

猶大（南國）                       以色列（北國） 

亞撒—當王41年              1.耶羅波安（晚年）--王上15:25 

                            2.拿答（耶羅波安的兒子）－2年 

                            3.巴沙（沒有王朝）－－－－24年 

                            4.以拉（巴沙的兒子）－－－2年 

                            5.心利－－－－－－－－－－7天 

                            6.暗利和提比尼－－－－－－4年 

                            7.暗利（新王朝）－－－－－4年 

                            8.亞哈（先知以利亞時期的王） 

北國的這八位帝王全都是腐敗至極，引以色列人遠離  神，並且成為一個道德敗壞的國家。 

˙拿答當王短短二年，被人謀殺（王上15:27-28） 

˙巴沙自然死亡（王上16:6-7） 

˙以拉在醉酒時被屬下心利暗殺（王上16:9） 

˙心利當王僅僅七天，自殺身亡（王上16:15） 

˙暗利心術不正，但卻是以色列中的一位傑出的政治家（王上16:21-28） 

考古學家多年前在撒瑪利亞發現暗利王國餘留的證據，一般世俗公認他為偉大的領袖，然而

聖經上只略提了幾句他的生平，並且用"空虛和罪"來形容他。 

 

你認為  神會如何編寫你的一生呢？但願你的生命不像暗利或亞撒，只有一時的

功成名就，卻沒有在永恆的國度裡留下一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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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們該學到最重要的功課是我們一生真正的成功，要以禱告的心去依靠  

神，並且對  神的話語（聖經）有一定的了解。當我們離棄祂，沒有讀聖經，罪

和災難往往就臨到身上了。雖然這些困苦表面上是來自自然原因，其實  神可以

允許或阻止它們的發生。另外一個十分重要的功課就是當我們在困境時，我們轉

向  神，祂必"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fully committed)的人"（代下

16:9）。 

 

第十課            討論日期：4/22/18 

 

第一天 讀上週發的講義及其中所提到的經文 

1。請分享讀了講義以後的心得，哪些信息給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 請讀列王紀上 17章及雅各書五章 16～18 

2。根據雅各書第五章，以利亞生活的力量從哪裡來？ 

 

3。從列王紀上 17章 1～9中，舉出訓練以利亞能以信心來事奉神的方法？神仍然以同樣的方法

來訓練基督徒使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 

 

 

 

4。 a.列王紀上 17章 10～16節中，寡婦冒這什麼危險來顯示她對以利亞的神的信心？ 

 

    b. 如果寡婦沒有答應以利亞的要求，她會有什麼下場呢？ 

 

    c. 我們學習到什麼功課呢？ 

 

5。從列王紀上 17章 8～24節，舉出這婦人因為信心而得著的祝福 

 

 

6。分享你從列王紀上 17章 1～24節及雅各書第五章中所學到的功課 

 

 

 

第三天 讀列王紀上 18章 

7。從列王紀上 18章 1～16節，舉出俄巴底的個性 

 

8。列王紀上 18章 17～46節記載了舊約中最有力量的一個神蹟，也給我們一個面對挑戰的榜樣 

   a. 為什麼以色列的處境看起來是如此的沒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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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以利亞冒著什麼危險來幫助以色列人？ 

 

   c. 降火以前以利亞要這些墮落的以色列人做什麼事來與神合作？ 

 

   d. 從以利亞的禱告中，舉出四個重點值得我們學習如何去面對困境？ 

 

9。根據列王紀上 18：1，以利亞知道三年以後神必定降雨？為什麼他卻如此迫切的禱告懇求？

利用以西結書 36章 25到 37節來回答 

 

 

 

10。分享你從列王紀上 18章 40～46節中所學到的功課 

 

 

第四天 如讀列王紀上 19章 

11。a. 從列王紀上 19章 1～4中，敘述以利亞在如此的聖戰以後所表現的軟弱 

 

 

    b. 神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來表示祂對忠心僕人的愛？ 

 

12。a. 當以利亞在何烈山，舉出神經過的四的現象 

 

 

    b. 哪一個現象是最重要的？你學到什麼功課呢？ 

 

    c. 當你看到以利亞跟神的關係時對你有什麼幫助？ 

 

    d. 神教以利亞做哪三件事使他得到鼓勵？ 

 

    e. 神如何在以利亞失望的時候鼓勵他？ 

 

13。a. 從列王紀上 19章 19～21節，神對委身與祂的人有什麼要求？ 

 

 

    b. 你是否能與新約中的教導連貫起來（參閱路加福音九章 61 ，62節） 

 

 

第五天 讀列王紀上 20 ，21章 

14。根據這兩章經文請用短短的一句話來描寫以下的人物 

a. 耶洗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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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亞哈 

 

c. 拿伯 

 

d.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