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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犹大 

（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下 10-36 章） 
 
 

根据圣经记载，以色列王国分裂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1）耶罗波安听从了年青人建议而没有听长老智慧的建

议，向百姓课以重税（王上 12:1-15）。（２）尽管王国分

裂发生在所罗门死后，但这也是因所罗门犯了罪，神对

他施行的审判（撒下 7:12-16）。神因为对大卫的恩典和

怜悯而延迟了他的审判。  
 

南国，或称犹大国，持续了约３５０年的历史（公

元前 931-公元前 586）。犹大国共有二十位王，在南北国

分裂时期统治的有十二位。列王纪上下和历代志下的末

尾章节记述了他们统治的事迹。  
 

Dwaine Braddy 这样说道：  
 

阅读列王纪和历代志有两个基本方法：从历史

的角度或从神学叙述的角度。这些书卷的确和历史

有关，但我们还是要问：这是这些书卷的主要目的

吗？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们将这些书卷当作神学来

读更加有益。这些书是“文字写下的神学性质的文

学”……其目的是带来改变。（2003，648-649）  
 

因此列王纪和历代志并不仅仅是历史史实和描述，

神要在这些历史细节之外教导我们一些事情。  
 
1 南国大约持续了多久？  

 
尽管有时历史书会很难解读，但“因为有大量的圣

经资料和圣经以外的资料，我们对以色列这段历史时期

的了解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多。”（Arnold&Beyer1999，  
244）。列王纪上下记载了南国的历史，并提到北国作为

参考，历代志下则对大卫家的统治作出详细记述。  
 
 
 
 

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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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6.1 从罗波安到亚哈斯：分裂王国时期的犹大国（列王纪

上 12-22；列王纪下 8-16；历代志下 10-28） 

本节目标  
6.1.1   确定分裂王国的三个时期。  
6.1.2   认识 重要的君王，总结分裂王国的三个时期中发生的事件。  
 

课程 6.2 从希西家到西底家：独存王国时期的犹大国（列王纪

下 18-24；历代志下 29-36） 

本节目标  
6.2.1 概括希西家，玛拿西和约西亚的统治。  
6.2.2 叙述和犹大国末代君王有关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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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波安到亚哈斯： 

分裂王国时期的犹大国 

（列王纪上 12-22；列王纪下 8-16；历代志

下 10-28） 
 

 

 

 

大纲 

 
分裂王国时期有关犹大国的事件概括如下：  

 

事件或主题                  王上      王下       历下 

一   第一时期：同以色列 60 年争战    12:1-15:24    —      10-16 
    1、  罗波安，所罗门的儿子       12-14      —      10-12 

2、  亚比央，罗波安的儿子       15:1-8      —     13:1-14:1 
3、  亚撒的变化            15:9-24       —       14-16 

 
二   第二时期：同以色列  75 年的联盟  22:41-50   8:25 -12:21    17-24 
    1、  约沙法               22:41-50      —       17-20 
  1）  同暗利王朝联盟              —         —    18:1-19:3 
                                                  20:35-37 

2）  先知：米该雅、耶户和以利以谢   —        —       18-20 
  3）  以利沙                 —    3:11-20   — 

2、  亚哈谢                       —    8:25-29；   22:1-9 
                      9:27-29 

3、  亚他利雅                     —      8:18，      22:10 
                                 25-26 ；  -23:21 

                                        11:1-20 

以色列和犹大分裂王国的三个时期  
王国  第一时期  

60 年战争  

第二时期  

75 年联盟  

第三时期  

75 年战争  

以色列  耶罗波安到暗利  亚哈到约哈斯  约 阿 施 到 何 细

亚  

犹大  罗波安到亚撒  约沙法到约阿

施  

亚 玛 谢 到 亚 哈

斯  

6.1 

课 
6.1.1 
本节目标  
确 定 分 裂 王
国 的 三 个 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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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约阿施               —       11-12      22:10 
-24:27 

 
三   第三时期：同以色列 75 年争战    —  14:1-1；15-16   25-28  
1、  亚玛谢                       —    14:1-14  25 
2、  乌西雅  （亚撒利雅）                      15:1-7  26 
3、  约坦                         15:32-38    27 
4、  亚哈斯，希西家的父亲                       16    28 
                

 
 

第一时期：六十年战争（从罗波安到亚撒） 

 
当王国分裂时，南国仅由两个支族组成：便雅悯和

犹大（大卫支派）。不像北国那样前后经历了五个不同

的朝代。除了亚他利雅女王的短暂篡权，南国一直由大

卫家作王，或称大卫王朝。南国的都城在耶路撒冷，就

是大卫建的都城。  
 

罗波安打算通过发展强大的军队来粉碎以色列的叛乱。他召集了犹大

和便雅悯的人前去打仗，但先知示玛雅建议罗波安不要同其他的支派争战

（王上 12:21-24）。虽然罗波安这次遵行了神的命令，但他在此后七十年的

统治中都与耶罗波安争战（14:30）。他还带领犹大的民众更深陷入偶像敬

拜中。  
 

2 犹大国第一时期持续多久，有什么特点？  

 
南北王国之间的战争持续到罗波安的儿子亚比央，亚比央作王三年

（王上 15:1-8；历下 3:11）。亚比央并没有敬拜独一真神，而是继续偶像敬

拜。  
 

亚比央死后，亚撒接续他作王，统治犹大四十一年（公元前 910-公元

前 869 年），亚撒开始带领国家归回神，使下一任犹大王约沙法执政时期

出现了灵命复兴。亚撒告诫民众要遵行神的律法，并除去了国中的所有偶

像，开始靠神来同敌人争战。  
 

3 这一段时期的第一任王和 后一任王分别是谁，他们因为什么而被人记住？  
 

然而亚撒的灵命复兴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亚撒统治的末期，面对以色

列可能对犹大进行的攻击，亚撒没有信靠神，而是转向亚兰求助。先知哈

拿尼为此谴责他，亚撒却将先知囚在监里，并开始虐待犹大的民众（历下

16:1-10）。后来亚撒脚上得了病，但他却没有向神寻求帮助。几年后亚撒

6.1.2 
本节目标  
认 识 重 要
的君王，总结
分 裂 王 国 的
三 个 时 期 中
发生的事件。 



                 旧约概览 

 108

王去世（历下 16:12-13）。  
 
 

第二时期：七十五年政治联盟 

（从约沙法到约阿施） 

约沙法 

 
约沙法接续亚撒作王，统治犹大二十五年。约沙法带领国家重新恢复

了一些很好的习俗。他打发王子、祭司和利未人到犹大各城用律法教训百

姓，并同邻国建立和平关系（历代志下 17 章）。当摩押人、亚扪人和其他

民众攻击犹大时，约沙法带领百姓禁食祷告（历下 20:1-30）。他在统治中

的这些积极方面使一些人认为约沙法统治时期是犹大历史上 敬虔的时

期之一。  
 

然而，约沙法在执政中也犯下很多大错。他同不敬虔的犹大王亚哈缔

结和平协议，并且是通过让自己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同耶洗别生的女儿为

妻这种方式达成的。这样做造成的恶劣后果之一就是亚他利雅后来成为犹

大国残酷的女王，杀害了约沙法家的很多人。  
 

由于亚哈和耶洗别的偶像崇拜和邪恶影响，许多先知都质问约沙法为

何如此不明智同以色列建立联盟关系。后来当约沙法同亚哈联手攻击亚兰

时，以色列的先知都向王坚称以色列将会得胜。但约沙法还有疑虑，亚哈

满足了他的要求将米该雅带来，就是那位警告亚哈王会死在战场上的先知

（王上 22 章；历下 18 章）。米该雅的预言成为现实，约沙法逃离了危险。

但约沙法基于政治联盟的好处继续作出不明智的选择（王下 3 章；历下

20:35-37）。  
 

以此看来，约沙法的统治时期是明智和不明智决定的混合以及属灵和

不属灵管理的杂糅，这种看法可能才是 恰当的：  
 

仔细观察他的统治就会发现一个对比。他治理犹大国的优点

是属灵的热诚。他是真心带领犹大除去偶像崇拜。他也试图重建

人在神面前纯正的信仰。但他在统治中的缺点则是他一次次卷入

到同北国及其邪恶君王亚哈的联盟关系中。实际上，他没有能够

用属灵的眼光识别那个充满异教偶像崇拜，被神弃绝的邪恶以色

列国，由此削弱了他的信仰革新所带来的属灵复兴。他的统治开

始的时候蒙了很大的应许……但在他的一生记录中却有一个重

大的污点。（Braddy 2003，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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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兰到亚他利雅 

 
约沙法死于公元前 848 年，他的长子约兰继位为王。约兰登基后立即

将他的兄弟们都杀死了。他可能是因为“害怕自己的王位不是完全牢固，

所以杀尽了自己的兄弟，以防他们可能私下有野心（Dyer & Merrill 2001， 
328）。约兰不但建立并鼓励偶像崇拜，实际上他可能还强迫民众在偶像敬

拜的神龛里崇拜假神（历下 21:11）。以利沙斥责约兰犯下的罪。“应以利

亚的预言，约兰以很可怕的方式死去，死后人们没有像对待王一样按惯例

埋葬他。历代志下 21:20 中这样概括了他的统治：‘他去世无人思慕。’”

（Braddy 2003，  664）  
 

约兰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但他的统治仅仅持续了一年。亚哈谢

也步他父亲的后尘，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亚哈谢死后，他的母亲亚他利雅篡夺了王位。亚他利雅是亚哈和耶洗

别的女儿，她暴虐残酷，屠杀约沙法家中的人，开始了六年的统治。尽管

亚他利雅试图破坏大卫家的传承，  但神却通过约示巴保全了亚哈谢的小

儿子约阿施的性命（历下 22:10-12）。“在神的主权下，亚哈斯一岁大的儿

子约阿施被祭司耶何耶大的妻子约示巴救了出来。她将约阿施在神殿中藏

了六年（王下 11:2-3）”（Braddy 2003，  665）。约阿施是大卫的后裔，在

亚他利雅被杀死后登上王位，应验了大卫的国位坚定直到永远的应许（撒

下 7:12-16）。  
 

4 犹大国第二时期有什么特点？持续了多久？  

5 哪一任王的统治时期有时会被认为是犹大国 敬虔的时期之一？他做了什么来

实现这样的复兴？  

 

约阿施 

 
公元前 835 年约阿施成为犹大王，登基时年仅七岁。约阿施作王四十

年，直到公元前 796 年。   
 

一个七岁大的孩子怎能有智慧作王统治一个国家呢？答案很简单：约

阿施统治的初期深深受到敬虔祭司耶何耶大的影响（王下 12:2）。实际上，

约阿施四十年的统治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受耶何耶大敬虔影响的时期以及

约阿施背叛信仰的时期（Braddy 2003，  666）。  
 
6 七岁大的约阿施怎么会有智慧作王治理犹大？  

 
在约阿施敬虔治国的时期，他决定修复敬拜神的殿。约阿施发起一场

经济运动，收取修理圣殿的奉献。但当祭司耶何耶大死后，约阿施和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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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者却堕落了，离弃耶和华神。他们停止在圣殿里敬拜真神，反而开

始崇拜女神亚舍拉和其他偶像。耶何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警戒犹大百姓他

们行在悖逆中，但犹大王和百姓对先知迫切警告的回应却是在圣殿的院子

里将他用石头打死（历下 24:17-22）。  
 

7 犹大国第二时期第一位王和 后一位王分别是谁？对比他们的统治如何。  

 
当亚兰威胁攻打犹大时，约阿施用圣殿里一些 贵重的财物来贿赂亚

兰王（王下 12:17-18）。后来亚兰人还是攻击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约阿施也

受了伤。约阿施的臣仆因为他杀害撒迦利亚，便背叛了约阿施并把他杀死

在床上。（历下 24:23-26）  
 

第三时期：七十五年战争（从亚玛谢到亚哈斯） 

 

亚玛谢 

 
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作王共二十九年（公元前 796-公元前 767），其中

五年是独自执政，其余的时间是同其子乌西雅共同执政。“与此前的犹大

诸王一样，亚玛谢开始治理的时候也是行神眼中为正的事。”（Braddy 2003， 
667），但却没有善始善终。亚玛谢增强了犹大的军事力量，并向以色列挑

战（代下 25:17）。这样亚玛谢破坏了以色列和犹大之间近百年的和平共处

关系。  
 

于是以色列攻击犹大，因为以色列的军队更强大，便赢得了战争。以

色列人攻破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城墙，并俘虏了亚玛谢王和其他的人，收走

了圣殿中的金银。以色列王约阿施死后过了一段时期，亚玛谢被释放，但

却被来自犹大的一些人杀死在拉吉（历下 25:25-28）。  
 

亚哈谢的骄傲导致南国遭受磨难。自所罗门的王国分裂以来，犹大的

国民信心在此时跌到 低点。  
 

从乌西雅到约坦 

 
乌西雅（在王上 15:1-7 中也被称为亚撒利雅）在其父仍在时就开始执

政（公元前 791 年），统治了一共大约五十二年的时间。他逐渐带领犹大

国进入重建，修理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并同耶罗波安二世及以色列建立起

友好合作关系。  
 

乌西雅王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并恢复了繁荣的经济，可能几乎达到我

们所知的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的繁盛。开始的时候，乌西雅依靠神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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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力量，完成变革。他从先知撒迦利亚那里学习到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

重要。历代志下 26:5 中这样写道“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  
 

然而，“乌西雅变得有权势后，他的骄傲导致自己的毁灭”（历下 26:16）。
约在公元前 750 年，乌西雅王作王四十年的时候，他违反神关于敬拜的指

示，自己进圣殿烧香，按照律例这样的事只能由祭司来做（民 18:1-7）。大

祭司亚撒利雅和其他八十位祭司斥责乌西雅王，要他离开圣所。这样的斥

责是很严厉的！神审判了乌西雅，让他患上大麻疯，此后乌西雅便一直独

自住在被隔离开的宫中（历下 26:19-21）。  
 

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的南部拉玛特拉哈（Ramat Rahel）发

掘古迹，认为他们发现了这位患麻疯病犹大王的居住之地。有关

乌西雅王的疾病，他们在一块大理石插屏上发现了惊人的证据，

被称作为“乌西雅悼文”。这块插屏上的文字是用亚兰文刻上去

的，时间约为公元一世纪，上面写道：“此处为犹大王乌西雅埋

骨之地，切勿开启。”（Braddy 2003，  671）  
 

乌西雅的儿子约坦在父亲得病时开始执政，联合统治了十年，到乌西

雅于公元前 740 年死去为止。同年，以赛亚回应神的呼召在耶路撒冷作先

知，为义呼喊。当约坦作王时，他继续反抗对犹大造成威胁的亚述。“从

信仰上看，他在治理国家方面很像他的父亲，但有一点区别：他很小心地

避免同祭司阶层产生任何矛盾……在约坦的影响下，犹大国开始崛起。”

（Braddy 2003， 671-672）。“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强

盛。”  
 

8  第三时期持续了多久，有什么特点？  

9  哪一位王开始了犹大国第三时期，他的统治中什么特点和此前的犹大诸王相

似？  

 

亚哈斯 

 
约坦的儿子亚哈斯于公元前 735 年登基。亚哈斯与他的父亲不同，他

开始偶像崇拜并同亚述交好，亚述后来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亚述计划要征服整个迦南地。直到公元前八世纪以前，以色列和犹大都未

曾真正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尽管他们有时也会同邻国交战。然而，

现在“亚述恶兆如阴云笼罩在地平线上，要像风暴一样将审判降在以色列

国。”（Braddy 2003，  672）。  
 

以色列王比加和亚兰王利汛联合起来攻击亚述。因为亚哈斯拒绝加入

他们，比加和利汛便攻打犹大，杀了很多人并抓走了数以千计的俘虏。  
 

神知道亚哈斯和犹大百姓的心被动摇，就差了以赛亚来鼓励犹大王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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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不要惧怕，要单单信靠神（以赛亚 7:2-8）。但很不幸，亚哈斯无视神

透过以赛亚所说的话，转向亚述寻求帮助。尽管这样的做法马上就看见效

果，但 终却是没有益处的。  
 

去大马色见得胜的亚述王时，亚哈斯的偶像崇拜变得更加恶劣。此前

他就曾将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献给偶像，这是受神谴责的行为（王下 16:3；
历下 28:3）。现在他将圣殿里的圣器重新安置，并在那里崇拜他的假神（王

下 16:10-18）。再后来，他“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

筑祭坛”（历下 28:24）。“亚哈斯和约坦在各样的事上刚好相反，他的信仰

模式是随从邪恶的以色列诸王。”（Dyer & Merrill 2001，  333）。  
 

当犹大在亚哈斯崇拜偶像的日子里艰难挣扎时，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以

色列，正像先知所警告的那样。亚述就像一把剃 割开以色列地（以赛亚

7:20），又像大河的水一样流过（以赛亚 8:7）。亚述屠杀了以色列北部数以

千计的百姓，并俘虏以色列人，把他们分散到波斯各地（王下 18:10-11）。 
 
10 在分裂王国时期谁是犹大国的 后一位王，他犯了怎样的悲剧性错误？  

 
 

从希西家到西底家： 

独存万国时期的犹大 

（列王纪下 18-24；历代志下 29-36） 
 
 

以色列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1）联合王国，

（2）分裂王国，以及（3）幸存王国。下表是对这三个

时期的一些细节介绍：  
 

联合王国  分裂王国  幸存王国  

扫罗，大卫和所

罗门  
（北国 /以色列）  
耶罗波安到何细

亚  

（南国 /犹大）  
罗 波 安 到 亚 哈

斯  

（犹大独存）  
希 西 家 到 西 底

家  

公元前 1050-930 公元前 930-722  公元前 722-586 
 

分裂王国时期只有南国犹大幸存了下来，在北国覆灭后又持续了约一

百五十年的时间。幸存王国时期包括八位王和他们的统治，同样这八位王

中有取悦神的，也有不取悦神的。  
 
幸存王国时期的特点和发生的事件概括如下：  

6.2 

课 
6.2.1 
本节目标  
概括希西家，
玛 拿 西 和 约
西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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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或主题               王下     历下 

一   希西家：公义的犹大王         18-20     29-32 
1、  犹大归向神             18:3-6     29-31 
2、  希西家使犹大国发展壮大       18:7-8    31:20-21 
3、  神拯救犹大国             18:13-20:37    32:1-23 
4、  犹大开始强盛             20:1-21     32:27-31 

 
二   玛拿西：罪恶的犹大王         21:1-18     33:1-20  

1、  玛拿西的罪恶行径         21:2-16     33:2-9 
2、  玛拿西的悔改              ——      33:10-20 
3、  玛拿西的儿子亚们         21:19-25     33:21-25 

 
三   约西亚：孩童时被立为王        22:1-23:30    34-35 

1、  属灵复兴              22-23     34-35:19 
2、  女先知户勒大          22:14-20       34:14-28 
3、  先知耶利米              ——      35:25 
4、  约西亚猝死             23:29     35:20-27 

 
四   后时期的犹大王          23:31-25:30  36 

1、  约哈斯：公元前 609 年        23:31-33       36:1-4   
    （作王三个月）  
2、  约雅敬：公元前 609-598 年       23:36-24:7     36:5-8 
3、  约雅斤：公元前 598-597 年       24:6-16       36:8-10         

    （作王三个月）  
4、  西底家：公元前 597-586 年       24:18-20    36:11-14 
5、  耶利米和 后时期的王             ——      35:25 

 

希西家（列王纪下 18-20；历代志下 29-32） 

 
亚哈斯的儿子希西家于公元前 716 年登基，统治犹大二十九年。此时

亚述已于六年前，即公元前 722 年征服了北国。  
 

希西家没有行他父亲罪恶的道路。相反，他带领犹大重建公义的国度，

洁净圣殿，恢复神所指示的敬拜方式，去除偶像，献祭赎罪，并以大型庆

典向神感恩。“他立即着手逆转亚哈作王时对国家造成的政治和信仰生活

的损失，指示祭司和利未人修整圣殿，预备约的更新。这些事情都是在希

西家登基后第一个月做的（历下 29:11-19）。”（Dyer & Merrill 2001， 334） 
 

希西家不但在政治和经济上大大增强了犹大国的实力，并且建立起一

支军队。为了将淡水引入耶路撒冷，希西家开凿了水道将西罗亚水池（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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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iloam）同基顺泉（Gihon Spring）连起来，挖通了 1777 英尺长的坚硬

岩石。他还将耶路撒冷城墙扩展，围住了西罗亚水池。同时，希西家还加

固城墙抵御敌人，号召百姓信靠神，求神的保护（历下 32:6-8）。  
 

11 找出希西家统治中积极重要的方面。  

 
公元前 701 年，亚述王西拿基立攻击耶路撒冷并率军进入巴勒斯坦地

扑灭反亚述的叛乱。亚述军队攻取了四十六个有城墙的城市，包括犹大国

的许多坚固的城。西拿基立要求犹大向亚述军队投降，但以赛亚鼓励希西

家要信靠神。希西家和全国百姓祷告，神回应了他们的祷告，差天使下来

杀死亚述营中十八万五千个勇士和官长（王下 19:35；赛 37:36）。西拿基

立尴尬之下只好收兵回国，回去不久，就被他自己的几个儿子杀死。  
 

在这之后，希西家病得很重。当先知以赛亚告诉他快要死的时候，西

底家转脸朝墙，痛哭祷告。神回应他的祷告，给希西家又增添了十五年的

寿命（王下 20:1-11）。  
 
12 当先知以赛亚告诉希西家他快要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神将希西家王和犹大从亚述的手中拯救出来的这事传到周围邻国后，

许多国家就向犹大王送来贵重的礼物（历下 32:22-23）。当巴比伦王派使者

送来礼物及贺信时，希西家王敞开双臂款待他们，把国中所有的东西和库

里的一切财富都让他们看。以赛亚斥责了希西家的骄傲，警告他说因为希

西家的愚蠢行为，犹大国将因此受审判。以赛亚预言说有一天巴比伦将把

宫中所有一切都掳去（王下 20:12-19）。  
 

公元前 686 年希西家死的时候，因为他在政治和信仰上治理的井井有

条，犹大百姓都尊敬他（历下 32:33）。尽管希西家犯了错误，“希西家倚

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王下

18:5）  
 

玛拿西（列王纪下 21:1-18；历代志下 33:1-20） 

 

玛拿西的罪恶 

 
希西家的儿子玛拿西在公元前 696 年开始同父亲一起治理国家。过了

十年希西家死后，玛拿西又统治了约四十五年。很不幸，玛拿西步他祖父

亚哈的后尘，而没有像他父亲那样行事。也就是说，玛拿西是个恶王，他

弃绝公义，助长各类偶像崇拜的恶习。他的一个做法就是将偶像放到神的

殿里，将孩童作为祭物在新嫩谷献给假神摩洛。历史传统上认为玛拿西下

令将以赛亚锯成两半。他使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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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下 21:16）。因为这些行为，有些人认为玛拿西是犹大诸王中 邪恶的

一个。  
 

玛拿西的悔改 

 
然而，尽管玛拿西极端邪恶，恶行累累，当亚述攻击犹大，用铜链锁

住他带到巴比伦后，他 终悔改了。当他回到耶路撒冷时，玛拿西除去了

圣殿中的偶像和邱坛。玛拿西甚至命令百姓来服侍这位独一的真神（历下

33:11-16）。玛拿西王的转变就是神恩典的上好例子。他的生命显示出神愿

意赦免任何一个悔改的人，甚至是罪人中 糟糕的人。  
 

13 玛拿西的生命改变表现出神的哪一方面，为什么？  

 

玛拿西的儿子亚们  

 
玛拿西死后，他的儿子亚们登基为王。亚们统治了仅仅两年就被他的

臣仆杀死。亚们助长并实行偶像崇拜，又一次带犹大国背离神。  
 

约西亚（列王纪下 22:1-23:30；历代志下 34-35） 

 
犹大的民众杀了背叛亚们王的那些人，立亚们的儿子约西亚为王。约

西亚登基时年仅八岁，作王约三十一年。十四岁的时候约西亚开始寻求神，

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带领犹大国回归神（历下 34:3）。  
 

几年之后约西亚发起一场运动修复圣殿。这期间也发现了律法书，可

能是玛拿西作王时被藏起来的书卷，甚至有一些都已经被毁掉了。书记沙

番将摩西律法读给这位年青的王，这对约西亚产生了深刻影响。王悔改，

为犹大国的罪恶悲哀。他派人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求问神，户勒大警告说审

判就快来到。然而她说因为王和百姓寻求神，神就延迟他的审判，宽恕约

西亚。因此，约西亚的统治安静而和平，直到他死，他都将犹大带到神的

面前。  
 

在约西亚属灵复兴开始前的几年，巴比伦国和玛代联合。公元前 612
年，他们毁灭了亚述的都城尼尼微。亚述的失败影响到整个新月沃土地带，

公元前 609 年，法老尼哥向北行军拦截埃及将要面对的威胁。  
 
 尽管尼哥不愿意同犹大争战，约西亚却不肯从争战中退下来。战斗

的时候，约西亚改装打仗，但却被箭射中。他很快伤重不治，死时年仅三

十九岁。“圣经没有说他在打仗前有没有求问神，但很清楚他做了一个失

败的军事决定。”（Brubaker 2003b， 758）。犹大国民为他们的王哀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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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耶利米写下一首哀歌悼念约西亚（历下 35:25）。  
 

14 描述约西亚王的统治及其对犹大国的影响。  

 

后时期的犹大王 

（列王纪 23:31-25:30；历下 36） 

 
“约西亚有三个儿子，而且每个儿子都统治过犹大，

但他们都没有像父亲那样顺服神。”（Wood1970， 370）。
人们先是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为王，“因为约西亚过早

去世，犹大的整个社会和政治都出现了问题。”（Dyer & Merrill 2001）。约

哈斯（在历代志上 3:15 和耶利米书 22:11 中也被称为沙龙）不敬虔的统治

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就被法老带到埃及锁禁起来，并罚了犹大国的银子。

这就应验了耶利米在耶利米书 22:10-12 中的预言。掳走约哈斯之后，尼哥

立了亚哈斯的兄弟以利亚敬为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  
 

四年后，就是公元前 603 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尼哥并夺取了

犹大，将圣殿中的财富都拿走，并把一些优秀的青年人当作囚犯带走。这

些被带往巴比伦的人中就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哈拿尼雅（沙得拉）、

米沙利（米煞）、亚撒利雅（亚伯尼歌）（但以理书 1:1-7）。  
 

公元前 597 年，约雅敬背叛尼布甲尼撒王。不久以后，约雅敬被杀，

约雅斤继位作王。约雅敬的死因不是很确定，但他“可能死于战斗或被政

敌刺杀”（Brubaker 2003b，  760）。  
 

和他的叔叔约哈斯一样，约雅斤也只做了三个月的王。约雅斤的统治

“被列王纪的作者标为‘恶’王”（Brubaker 2003b，  760）。公元前 597
年，当尼布甲尼撒又一次侵略犹大，率军到耶路撒冷时，约雅斤投降。尼

布甲尼撒夺走了更多的财富并将约雅斤、其他首领和艺人工匠作为囚犯带

走，“共一万人”（王下 24:14）――包括先知以西结。  
 

尼布甲尼撒立约西亚的小儿子玛探雅为他的傀儡王，给他改名叫西底

家（王下 24:17）。西底家是在耶路撒冷统治犹大的 后一位王，但他作王

的十一年仅仅是作巴比伦王国的仆人（历下 36:11）。同时埃及也在不断施

加压力要他加入反对巴比伦的阵营。西底家 终屈服于埃及，同意了他们

危险的军事计划。  
 

末代君王西底家是约西亚的另一个儿子，也许是 糟糕的一

个。他背叛了神，也背叛尼布甲尼撒王（历下 36:13），他后来的

鲁莽之举不但使他丢了自己的性命，也牺牲了众多的犹大国民。

巴比伦人极为恼怒，他们来后大肆屠杀犹大百姓，洗劫并摧毁了

6.2.2 
本节目标  
叙 述 和 犹 大
国 末 代 君 王
有关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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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并将剩余的人掳走（36:17-20）。（Dyer & Merrill 2001， 339） 
 

西底家逃到耶利哥，但还是被巴比伦军队捉住，剜了眼睛，用铜链锁

着带到巴比伦。犹大作为一个国家就灭亡了，百姓都被流放。  
 

15 哪几个王是约西亚的儿子，他们的统治都有什么特点？  

 
公元前 586-公元前 582 年，巴比伦摧毁了犹大，放逐了幸

存者。因此，放逐之夜结束了南国的存在。神在他百姓身上的

审判也完全地彰显。列王纪和历代志都向人启示了以色列人和

他们的王是如何不断地背弃神的约。神向摩西所说的话成为现

实。违犯神的命令带来了一个长达七十年的流亡之“夜”。

（Brubaker 2003b，  763）  
 

但在神里的盼望还在继续，因为流亡并不是要持续到永远。  
 

很清楚，从这好王恶王更换、对神敬虔和偶像崇拜交替的历史中我们

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这些旧约记述很可能在历史角度和神学角度都有其

深意。从神学角度来看，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记述的目的是要称赞出

于正确动机的顺服，并对背逆的行为进行警告。它还显明了尽管人类犯了

错误，陷在罪中，决策不智，但神仍有主权掌管一切。  
 

16 了解好王和恶王以及他们统治的影响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益处？  

 
通过下表来回顾以色列的诸王。关于统治时期请注意，有时候一位王

和另一位王的统治时期有重叠。  
 

犹大诸王  

王  统治  
年数  

品格  和 以 色

列 国 的

关系  

列王纪上  列王纪下  历代志下  

1. 罗波安  17 年  恶劣  争战  12:1-14:31 -- 10:1-12:16 
2. 亚比央  3 年  恶劣  争战  15:1-8 -- 13:1-22 
3. 亚撒  41 年  良好  争战  15:9-24 -- 14:1-16:14 
4. 约沙法  25 年  良好  联盟  22:41-50 -- 17:1-20:37 
5. 约兰  8 年  恶劣  和平  -- 8:16-24 21:1-20 
6. 亚哈谢  1 年  恶劣  联盟  -- 8:25-29 ；

9:27-29 
22:1-9 

7. 亚 他 利

雅（女王） 
6 年  恶劣  和平  -- 8:25-28 

11:1-20 
22:10-23:21

8. 约阿施  40 年  良好  和平  -- 11:1-12:21 22:10-24:27
9. 亚玛谢  29 年  良好  争战  -- 14:1-20  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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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乌西雅  
（ 亚 撒 利

雅）  

52 年  良好  和平  -- 15:1-7  
 

26:1-23 

11. 约坦  16 年  良好  争战  -- 15:32-38 27:1-9 
12. 亚哈斯  16 年  恶劣  争战  -- 16:1-20 28:1-27 
13. 希西家  29 年  良好  -- -- 18-20 29-32 
14. 玛拿西  55 年  恶劣  -- -- 21:1-18 33:1-20 
15. 亚们  2 年  恶劣  -- -- 21:19-23 33:21-25 
16. 约西亚  31 年  良好  -- -- 22:1-23:30 34:1-35:27 
17. 约哈斯  3 月  恶劣  -- -- 23:31-33 36:1-4 
18. 约雅敬  11 年  恶劣  -- -- 23:34-24:5 36:5-7 
19. 约雅斤  3 月  恶劣  -- -- 24:6-16 36:8-10 
20. 西底家  11 年  恶劣  -- -- 24:17-25:7 3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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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测试  

请在 佳答案的前面画圈：  

1. 在分裂王国的哪一时期，以色列和犹大之间有七十五年的政治联盟？  
a)  第一时期。  
b)  第二时期。  
c) 第三时期。  
d) 第四时期。  
 
2. 南国的第一任王是？   
a) 亚撒。  
b) 约沙法。   
c)  耶罗波安。   
d) 罗波安。  
 
3. 谁在被立为犹大王后立即杀了自己所有的兄弟？  
a) 亚撒。  
b) 约沙法。   
c)  约兰。  
d) 亚比央。  
 
4.  当亚他利雅想要灭绝大卫通过约沙法传下来的血脉时，神保守了：  
a) 亚撒。   
b) 约阿施。  
c) 约兰。  
d) 约沙法。  
 
5. 哪一位王杀死了耶何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  
a) 约阿施。  
b)  亚玛谢。  
c) 乌西雅。  
d) 约兰。  
 
6.  当亚述围困耶路撒冷时，哪一位先知鼓励希西家信靠神？  
a) 耶利米。   
b)  以赛亚。  
c)  撒迦利亚。   
d)  阿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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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哪一位犹大王将孩童作为祭物在新嫩谷献给假神摩洛？  
a) 玛拿西。   
b) 约西亚。  
c) 约阿施。  
d) 亚们。  
 
8. 耶利米写了一首哀歌纪念哪一位王？   
a) 玛拿西。   
b) 西底家。  
c) 约西亚。  
d) 约阿施。  
 
9. 在耶路撒冷统治犹大的 后一位王是？  
a) 约西亚。   
b) 约哈斯。  
c) 约雅斤。   
d) 西底家。  
  
10. 旧约对列王的叙述其目的是：   
a) 历史上的。  
b) 神学上的。   
c) 教导上的。   
d) 既是历史上的也是神学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