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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王国的分裂 

第七课我们暂停学习以色列的历史，而来思考王国时

代的作品——诗歌和智慧的精美书卷。现在我们回到所罗

门王的统治时间，看一看末期的事件以及以后的年代。  

不像士师记中苦苦挣扎的各支派，神的子民在统一王

国时期是辉煌的，他们征服了其他民族。但他们在充满祝

福和繁荣的日子里变得漫不经心，拜偶像的情形增加了，

而且还忘记了撒母耳告诫的成功原则：“…敬畏耶和华，

诚诚实实地尽心事奉他…”（撒母耳记上 12:24）。所罗门

转向假神，神的审判临到他。  

不久，各支派间原有的嫉妒纷争再次燃起，分裂和灭

亡的阴影像乌云一般笼罩着以色列，冲淡了以色列荣耀的

成就。更糟的是分裂在列国中辱没了神的名，然而神并未

抛弃衪的子民。学习这一段历史时，你将会了解到神通过

先知给以色列的信息，可以学到许多可以用于今日生活当

中的教训。  

课文大纲  

    统一王国的分裂  

    分裂王国的概况  

    分裂王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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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目标  

当你学完本课时，你应当能够：  

 解释为什么王国会分裂。  

 描述分裂王国的历史和记载的主要特征。  

 概括王国分裂时期先知信息的几方面。  

学习要领  

1. 根据课程要求阅读各段经文，本课要求读许多经文，

因此你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  

2. 仔细学习本课，复习本课及 5-7 课。  

关键词  

忠诚  王朝  残余  

暗杀  家谱  贡物  

公元前  政治的  写作的先知  

时事   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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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进程  

          统一王国的分裂  
阅读列王纪上 11:14；历代志上 10—11 章  

目标 1 挑选出王国分裂原因和结果的语句。  

神已经通过摩西、约书亚、撒母耳警告衪的子民，罪

会带来灭亡。击败他们的不是外部力量，而是他们背弃神

的事实，他们无法逃脱神对他们罪的审判。  

所罗门拜偶像  

所罗门拜外邦神，神曾两次警告他，但是我们读到“耶

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

的”（列王纪上 11:10）。由于这个原因，神告诉他这个王

国将被夺取，只是不会发生在他的有生之年，神说衪会赐

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是“…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

选择的耶路撒冷…”（列王纪上 11:13）。  

所罗门和民众背弃神，转向可憎恶偶像的罪是王国分

裂的主要原因。  

1 阅读列王纪上 11:27-39，并在笔记本上回答下列问题。 

a) 先知亚希雅说王国分裂的原因是什么？  

b) 王国将怎样被分裂？  

罗波安的态度  

 王国分裂的第二个原因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态

度。他继承所罗门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所罗门统治后期，

沉重的赋税和其他负担使人民难以安宁，他们请求新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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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减轻这些负担，但是罗波安轻视老年人有智慧的建议，

而寻求他的青年朋友的建议。三天后，他回答道：“我父

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

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列王纪上 12:14）。

于是人们反叛罗波安，并在所罗门政府的一位前任官员耶

罗波安的领导下，建立起一个北方王国。  

支派间的嫉妒  

分裂的第三个原因是犹大支派和北方以法莲支派之

间由来已久的相互嫉妒。你会记得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

的，而扫罗来自便雅悯支派，大卫来自犹大支派。在圣经

里曾有犹大和以法莲支派间激烈对抗的记述：当他们都顺

服神时，是合一的，当他们背弃神时，分裂就不可避免了。 

当王国分裂为两个竞争的政权时，整个政体崩溃了，

非利士人、亚扪人和摩押人这些曾被以色列制服的国家，

重又获得了自由。以色列经济上受到的侵扰也是严重的，

这些国家不再向它进贡，分裂后的支派想要控制主要贸易

通道也是不可能的，一夜之间，一个巨大的王国正式分裂

了，只剩下两个二流的弱小政权。  

2 阅读列王纪上 12 章。当罗波安召集军队攻打耶罗波

安统治下的支派时，神告诉他  

a) 为了维持统一，前去和反叛的支派争战。  

b) 等待，直至从先知那里得到进一步的指示。  

c) 遣散众人回家，因为分裂是神的旨意。  

3 阅读关于王国分裂的语句（左边）。然后决定哪一句

给出了王国分裂的原因（ 1），哪一句是分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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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序号写在句子前。  

.. ..a 罗波安采纳了年轻朋友的建议。  

.. ..b 以色列征服的国家不再进贡。  

.. ..c 失去对贸易路线的控制。  

.. ..d 人民和君王都不再敬拜真神。  

.. ..e 一位所罗门的前任官员耶罗波安

建立了另一个王国。  

1) 原因  

2) 结果  

         分裂王国的概况  

目标 2 辨认关于南、北王国的特点及其关系的事实。  

两国的名称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一名称一直用于称呼雅

各自己和他的后代（创世纪 32:22-32， 49:2；约书亚记

1:2）。然而，王国分裂后，圣经用“以色列”称呼北方十

支派的王国，它的第一位统治者是耶罗波安，有时北方王

国也被称作以法莲，以它 有影响的支派命名。  

另一方面，犹大与便雅悯支派的南方王国被称作“犹

大”。在读旧约各书卷时，记住这一点是很必要的。  

 

两国的比较  

 
   北方王国（以色列）有许多相对于南方王国（犹大）

的优势，它拥有十个强大的支派，而南方王国只有两个支

派（有时犹大和便雅悯被算作一个支派）。在这张地图上

你可以看到，北方王国拥有一片更为广阔的土地，以及

肥沃的农田——约旦河谷。它的人口与南方王国的比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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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 1，此外所罗门和大卫修建的主要军事中心都在北方。 

先知学校的所在地伯特利、吉甲和拉玛也在北方。神出于

对罪的审判允许王国如此分裂，这就是北方王国存在的原

因。  

尽 管 南 方 王 国 领 土

面积较小，人口较少，却

占 有 耶 路 撒 冷 — — 国 家

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北方

王 国 的 第 一 位 王 耶 罗 波

安 由 于 害 怕 受 到 耶 路 撒

冷的影响，犯下了一个致

命的错误，这一错误使神

的 愤 怒 和 审 判 很 快 临 到

了他头上。  

4 阅 读 列 王 纪 上

12:25-31。耶罗波安做

了什么阻止他的百姓

去耶路撒冷敬拜神？  

   耶罗波安犯罪后，祭

司、利未人和各族中许多

对 神 非 常 有 忠 心 的 人 离

开 北 国 ， 而 效 忠 于 犹 大

国。犹大国因此变得强大

了许多。这意味着在犹大国境内能找到所有部族的余民

（历代志下 11:13-17）。  

南方王国有一项更大的优势，它只有一个王朝，所有

君王都出自大卫的后代。神对祂的仆人大卫信守诺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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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北方王国全来自于九个不同王朝或君王家族的十九个

邪恶的统治者，这些王朝以暗杀、流血和革命的方式更替，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南方王国多存在了 130 年。下面是一个

表格，概括了这两个王国的区别和每个王国存在的时间。 

以色列  犹大  

北方，十支派  

首都示剑，后迁往撒玛利亚

在但和伯特利崇拜偶像  

南方，两支派  

首都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圣殿敬拜  

九个不同的王朝  

所有的君王都邪恶  

十九个君王  

延续了大约 240 年  

一个家族统治  

有贤君昏君  

十九个君王、一个女王  

延续了 395 年  

公元前 722 年王朝败落  

被撒缦以色俘虏到亚述  

公元前 587 年败落  

被 尼 布 甲 尼 撒 俘 虏 至 巴

比伦  

 

5 根据上列图表和表格，北方王国  

a) 由大卫统治  

b) 有两个宗教中心  

c) 比南方王国存在的时间短  

93
1

B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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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的关系  

你们知道内战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它使家庭离散，

破坏商业、运输和社会生活。以色列是一个家族，使用一

种语言，是一个国家。正如亚希雅预言的，像一件衣服被

撕成十二片，十片联合起来对抗两片。两个王国的关系经

过了四个有明显分界的时期：  

1) 彼此敌对。在这个时期，犹大的君王们继续努力

想重新统治北方王国的十支派，大约有六十年战事不息。 

2) 紧密联合，共同对敌。叙利亚威胁着两个王国以

色列的亚哈王欲与犹大王约沙法通过皇室联姻而结盟，目

的是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叙利亚。  

3) 新的敌对时期。北方王国的耶户作王时，他杀死

了亚哈家族中所有活着的人，粉碎了亚哈和南方王国订立

的联盟，这一创伤再未愈合。北方王国愈来愈深地陷入偶

像崇拜。这时许多先知出来警诫他们。公元前 722 年北方

王国 终沦落，被亚述人俘虏。  

   4) 南方王国独存时期。亚述、埃及、 终是迦勒底

试图征服犹大，犹大挣扎了 130 年左右，于公元前 586

年被尼布甲撒率领的巴比伦人俘虏。   

6 将每一件史实（左边）与相关的王国（右边）搭配。  

   a）拥有 好的农田。              1）北方  

   b）占地较小。                   2）南方  

   c）公元前 722 年沦陷 ,被掳到亚述。  

   d）由耶户统治。  

   e）公元前 586 年沦陷，被掳到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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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对杀害亚哈家族负责。  

    g）想重新控制十支派。  

    h）有九个统治王朝。  

    i）由一个家族统治。  

    j）首都是耶路撒冷。  

    k）通过与约沙法家族联姻建立联盟。  

          分裂王国的历史  

记载  

阅读列王纪上 15－16 章，20－22 章；历代志上 13:17，

28—29；历代志下 13-2 章。  

目标 3 辨认描述撒母耳记下、列王纪和历代志内容的语

句。  

统一和分裂的王国记载在撒母耳记、列王纪和历代志

里。这些书卷组成大约五分之一的旧约。记住这一段历史

是以神的观点来记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例如，想一想北方王国的一位君王暗利，他的家族统

治了 44 年，是以色列王朝中统治时间第二长的王朝。我

们从圣经以外的记录中得知，暗利建立了北方王国 强大

的家族统治，他迁都撒玛利亚，将它建成一个大城，从摩

押人那里重获土地。实际上，后来征服北方王国的亚述人

称它为暗利之地。然而，圣经仅以两节经文描述了暗利统

治的实际事件――列王纪上 16:23-24。在学习这些历史记

载时，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  

7 阅读撒母耳记上 16:7 和列王纪上 16:21－28。你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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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关于暗利的事迹记载如此之少是什么原因？  

   …………………………………………………………….. 

由于这几卷书看待历史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它

们彼此就有所不同。让我们看看每卷书的侧重点。  

1) 撒母耳记下为我们展示了神心目中以色列立国的

原则 ,它蕴含在撒母耳教导的价值观中。统治君王应效法

大卫服从神的榜样。  

2) 列王纪上下描述了以色列的发展。我们看到拿单

关于大卫的预言是怎样应验的（撒母耳记下 7:12-16）。大

卫的子孙将生生不息世代为王。列王纪上下讲述了关于南

北王国的史实，重点讲述了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  

3) 历代志上下侧重于圣殿、敬拜仪式和官方数字。

这两卷书以祭司制度和圣殿作为主题，重述了扫罗、大卫

和所罗门统治下的统一王国的历史。重点记述了南方王国

犹大的历史，北方王国只在与南方王国有关的事情中提

到。  

下面是两张图表，第一张展示了这几卷书所覆盖的时

间跨度，第二张表说明了列王纪和历代志的不同主题。  

 

列王纪上下  历代志上下  

以色列和犹大历史  

强调先知  

主题是王国和君王  

当人们被掳时，全书结束  

主要是犹大的历史  

强调祭司  

主题是圣殿和祭司  

当人们被掳回归时，全

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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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  

 

 

           北方王国 

   

 

 

8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列王纪和历代志都记录了犹大的历史。  

b) 历代志主要记录了先知的生活。  

c) 列王纪强调北方王国的历史及其祭司  

d) 历代志覆盖了从撒母耳记至列王纪的时间跨度。  

e) 当人们被掳时，历代志结束。  

f) 有关大卫王国的预言记载在撒母耳记下。  

g) 撒母耳记和列王纪都记载了扫罗的统治。  

君王们  

阅读列王纪下 20－24 章；历代志下 29－35 章。  

目标 4 用一张信息表列出以色列及犹大各君王的史实。 

由于君王的统治在国家的属灵命运中的作用举足轻

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色列和犹大的特点，体现在它们

统一的王国 

南方王国 

 

历代志上下 

列王纪上下 

撒母耳记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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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君王身上。君王如何，民就如何。无论从好或坏的角度

而言，这一点都是真实的。  

所罗门之后，君王的故事展示了一幅衰败走下坡路的

图画。在北方王国，耶罗波安兴起崇拜金牛。作为第一任

君王，他的榜样使整个国家腐败 终走向灭亡（列王纪上

16:7；22:52；列王纪下 10:31）。  

在南方王国，罗波安允许以色列建立拜假神的地方。

他们跟从外族的邪恶习俗，那些都是神要他们从巴勒斯坦

赶出去的人（列王纪上 14:22-24）。尽管大多数君王是恶

的，仍旧有一些好的君王。例如 ,犹大的希西家，他的统

治时期就是一段信心和荣耀的美好时光（列王纪下 18:1

－20:21）。  

在本书末你会看到一张名为“分裂王国的君王与先

知”的表格。这张表给出了下列以色列和犹大每位君王的

信息。  

1) 君王掌权的年份、名字以及记载有关这位君王信

息的圣经索引。在北方王国，王朝的第一位君王的名字以

黑体字印出：耶罗波安。有一些君王的名字相同。这是因

为两个王国的王室家族联姻并使用了同一个名字。  

2) 君王如何掌权（继承、暗杀、或其他方式）以及

统治时期。在某些情况下，同时有两位君王统治，因而年

代相加之后不一定确切。  

3) 简要地描述君王的属灵品格。  

4) 活跃在君王统治期间所有先知的名字。在圣经中

有同名书卷的先知之名以黑体字印出：以赛亚。他们被称

为“写作的先知”。一些先知，像阿摩司在两个王国中都

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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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翻到这张表格处，在北方王国里找到巴沙这一名

字。你会注意到表格给我们这些信息：A）公元前 909 年

巴沙掌权；B）他开创了一个王朝；C）关于他的统治的

信息记录在列王纪上 15:32－ 16:7；D）他用暗杀手段取

得王位；E）他统治了 24 年；F）他是一位昏君；G）耶

户在他统治期间说预言。（记住公元前的年份倒数记算年

数逐渐变小，直至公元 0 年。公元前的年份通常有“B.C”

字样，意思是“公元前”。这张表中所有年份均为公元前。） 

9 在笔记本上，根据表中所给信息回答下列问题。  

a) 约沙法的儿子（他与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亚他利

雅结婚）的名字是什么？  

b) 约兰和亚哈的女儿亚他利雅的儿子，即犹大的下

位君王的名字是什么？  

c) 在北方王国，谁继承亚哈为王？  

d) 耶罗波安二世属于哪一个王朝？  

e) 公元前 750 年谁在犹大作王？  

f) 南方王国的哪一位君王是贤明的？你在圣经的哪

一部份可以读到他的事迹？  

g) 撒玛利亚陷落，犹大的希西家为王时，哪一位先

知在活动？在圣经中有与他同名的书卷吗？  

h) 北方王国有多少位君王用暗杀手段作王？  

i) 犹大的亚玛谢王统治了多久？  

你想更详细地了解每一位君王的生活，可在学习中使

用此表。  

君王和百姓邪恶的作为 终导致了两个王国的毁灭。

公元前 722 年北方王国沦陷，公元前 586 年南方王国也沦

陷了。神已在 800 年前通过摩西预言了这一点。被掳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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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成为背叛和拜偶像的代价。  

10 阅读申命记 28:33、36，神说如果祂的子民背叛祂，

结局将会如何？  

先知  

先知的信息；  

阅读列王纪上 17－19；列王纪下 1－8，19－20。  

目标 5 区分这两种先知信息：即预言将来的信息和至今

仍然适用的分辨是非原则的信息。  

在南北王国的黑暗统治时期，神兴起许多先知来警诫

衪的子民。其中有十二位先知在旧约中有同名书卷。作为

先知，他们的信息不仅关于将来，也有神对当时的旨意，

他们时常洞察国家大事。在列王纪下 17:13，我们读到神

差遣先知劝诫以色列和犹大人“…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

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藉我仆人众先

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这些先知无畏地向君王和民众讲

论他们的罪行和将临到的审判。  

先知是特别拣选出来的人，他不像君王或祭司可以继

承。神对他们的选择不受家族、支派或者学识的影响。先

知有两项主要的责任：1）接受从神而来的东西；2）站在

神的立场上说话。因此，先知的信息来源于神，而非他自

己的思想。只有假先知才宣讲自己的思想。先知作为神的

信使为神说话，应当无畏地将神的话语带给民众。  

11 再次阅读本书后面关于分裂王国的图表，在笔记本上

写下圣经中有同名书卷的每一位先知的名字。  

在神的启示下，先知领受并传出信息，同时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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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性格和说话方式并未丧失，他是神手中的器皿，而

非一台机器。这是一个 重要的区别，因为神的默示决不

像实际上控制人的邪灵的影响。  

先知信息的开头非常重要，而信息本身也很重要。一

位伟大的圣经教师说过，先知的信息包括三个部分：  

1）直接从神而来的关于他们的时代或世代的信息。  

2）预言未来事件的信息如下：A）神的选民的失败和

神对他们以及周围国家的审判。B）弥赛亚的来临、被弃

和 后的荣耀。C）弥赛亚国度在地上的建立。  

3）对生活在今天的人的活生生的信息而言，它包含

着是非原则。  

先知给予他那一代人的信息，通常是对将来事件的预

言和是非原则的一个联合。我们可以从这些信息中，学到

许多有关弥赛亚及其国度以及我们今天可以应用于生活

中的是非原则。例如，在哈巴谷书中，1:6 是对未来事件

的预言，而 2:4 和 2:18 包含有是非原则。现在花一点时

间来寻找、阅读并思考这些经文的意思。  

12 阅读下列弥迦书的经文（左边），在代表确定的对将

来之预言的句子前写下 1，在给予我们今天可遵循的

是非原则的句子前写下 2。  

.. ..a 弥迦书 1:6-7 

....b 弥迦书 2:1-3 

....c 弥迦书 3:8-11 

....d 弥迦书 5:2 

....e 弥迦书 6:6-8 

1) 未来事件  

2) 是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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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事工   

目标 6 将代表先知书主题的经文与对应的书卷相配搭。 

针对北方王国的预言  

公元前 722 年亚述人掳掠前，北方王国的写作先知有

约拿、阿摩司和弥迦。此外，还有以利亚、以利沙、亚希

雅、耶户、米该亚和俄德等其他先知。神给了每一位先知

一项特殊的事工。例如：以利亚和以利沙施行了许多神迹

（参看列王纪上 17 章和列王纪下 4 章）。约拿被派去尼尼

微城为即将来临的审判警告城里的人们。在继续学习前阅

读约拿书 1－4 章，读完后在此做一个完成记号。  

13 阅读下列经文，然后在笔记本写下经文，在旁边记下

经文所谈及的先知的名字及对其作为的简要叙述。  

a) 列王纪上 14:1-17 

b) 列王纪上 16:1-7 

c) 列王纪上 18:20-39 

d) 列王纪下 5:9-16 

e) 历代志下 28:9-11 

以下是神通过写作先知们给北方王国的信息的简短

概括，每一段对你自己将是极好的主题。  

何西阿书：何西阿对罪恶、淫荡妻子的爱和他们的重

归于好，预表神对有罪的以色列的宽恕的大爱。何西阿书

1－3 章叙述了何西阿的个人经历，就好象神对待灵性上

淫荡的以色列。何西阿书 4－14 章更详尽地描述同一个信

息。在继续后面的学习前，阅读何西阿书 1－14 章，读完

后在这里做一个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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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书：阿摩司指出一个国家当为举国上下的罪负

责，神子民周围的异教国家当为全国的罪受审判。然而，

以色列为罪受到更严厉的指责，因为它从神那里得到过更

多的亮光。在继续后面的学习前，阅读阿摩司书 1－9 章，

读完后在这里做一个完成记号。  

弥迦书：弥迦向北方和南方王国都指出关于将临的审

判及未来的重建与祝福。弥迦书 1－3 章展现出一幅黑暗

的画卷，4－5 章较为明朗，而第 6 章带来更多的审判信

息，从 7:7 起，书卷展示了关于以色列未来的辉煌画面。

在继续后面的学习前阅读弥迦书 1－7 章，读完后在这里

做一个完成记号。  

14 阅读下列圣经中关于每一位先知的经文（右边），然后

将每一位先知与相关的句子搭配，这句子讲述了他的信息

或活动（左边）。  

 a）成功地挑战了巴          1) 亚希雅，列王纪上  

    力的先知。                  14:1-18 

 b）预言犹大将被埃          2)户勒大 ,列王记下  

   及的示撒攻击。              22:12-20                  

 c）准确地识别出罗          3) 示玛雅 ,历代  

   波安的乔装的妻子。           志下  12:5-8 

 d）告诉了约西亚他将         4)以利亚 , 列王  

   不会看到神的审判            记上 18:20-39 

   降临到耶路撒冷。  

                

 针对南方王国的预言  

在这一时期，针对南方王国的写作先知们有俄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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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约珥、以赛亚、弥迦、那鸿、哈巴谷、西番雅和耶利

亚。此外，示玛雅、易多、亚撒利亚、哈拿尼、  以利以

谢和户勒大也将神的信息带给人们。以下是写作先知们信

息的简要概述。  

约珥：毁灭性的蝗灾和过度干旱的灾难威胁着以色

列。在百姓禁食祷告后，灾害消除了，约珥的预言却是作

为对所有国家 后审判的可怕时刻的预表。虔敬人将被奖

赏，而恶人将受到惩罚。在继续后面学习前，阅读约珥书

1－3 章，读完后在这里做一个完成记号。  

以赛亚：以赛亚是希西家王期间的贵族和先知，他

向统治者发警告、施安慰、提建议。他预言了犹大王国的

被掳，也预言了新国度的到来，以及将临的弥赛亚所受的

苦难和荣耀。在继续后面的学习前，阅读以赛亚书 1，6

－7 章，39－44 章，52－66 章，读完后在这里做一个完

成记号：  

弥迦：弥迦对两个王国都有预言。参看前面有关他

的信息。  

15 比较以赛亚书 43:5-7 和弥迦书 4:6-7。在这两段预言

中，神说祂将：  

a) 驱散以色列到列国中。  

b) 从列国中召回衪的子民。  

c) 审判并惩罚衪的子民。  

那鸿书：那鸿预言的对象是外邦国家亚述。亚述压

迫犹大足有一个世纪。那鸿宣告、解释并描述了其首都尼

尼微城的败落。阅读那鸿书 1－3 章 ,读完后在这里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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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记号。  

西番雅书：西番雅强调了“神的日子”，这个日子

给拜巴力的假余民带来毁灭，而给神子民的真正余民带来

祝福。在继续后面的学习前，阅读西番雅书 1－3 章，读

完后在这里做一个完成的记号。  

耶利米：许多人称他为“流泪的先知”。他来自祭

司家庭，在孩童时就蒙召成为先知。在他忠实地传达神话

语的半个世纪里，他被轻视、恐吓、憎恨和迫害。由于预

言了耶路撒冷的覆灭和七十年的被掳，他被视为叛徒并遭

受了颇为严酷的待遇。在继续后面的学习之前，阅读耶利

米书 1－9 章，18－19 章，36－39 章，52 章，读完后在

这里做一个完成记号。  

耶利米哀歌：耶利米用诗一样的语言哀悼耶路撒冷

和圣殿的覆灭和荒废及人民的被掳和痛苦。在继续后面的

学习前，阅读耶利米哀歌 1－5 章，读完后在这里做一个

完成记号。  

哈巴谷书：哈巴谷的信息是正义将得胜。犹大被邪

恶的巴比伦人惩罚。在继续后面的学习前，阅读哈巴谷书

1－3 章，读完后在这里做一个完成记号。  

俄巴底亚书：以东之地将由于它虐待神的子民而受

到审判，以色列将被祝福。在继续后面的学习前，阅读俄

巴底亚书 1 章。读完后在这里做一个完成记号。  

16 将每节经文（左边）与其所属先知书的书名（右边）

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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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必须爱她，如我仍爱

以色列民，尽管他们转

向他神。  

.. ..b 有一队蝗虫，强盛而不

可数，侵犯我的地。  

.. ..c 因 他 受 的 刑 罚 我 们 得

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

们得医治。  

.. ..d 锡安城（耶路撒冷）是

美丽的，但是它将被毁

灭。  

.. ..e 他的王权不断强大，他

的王国总有平安。  

1) 以赛亚书 53:5 

2) 耶利米书 6:2 

3) 何西阿书 3:1 

4) 约珥书 1:6 

5)  以赛亚书 9:7 

对分裂的王国的学习，帮助我们看到神子民的衰败。

终如先知们所警告的，以色列和犹大相继崩溃并被掳。

然而，神通过先知们启示了一个荣耀的未来。那时，平安

之王将来统治（以赛亚书 9:6-7），列国都将寻求神（弥迦

书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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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1 下 列说 法中 哪一 条说 明了 导致 王国 分裂 的真 正原

因？  

a) 先知亚希雅预言神会将十个支派赐给耶罗波安。  

b) 所罗门对百姓课以重税。  

c) 所罗门离弃神去拜偶像。  

2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北方王国比南方王国领土更为辽阔。  

b)  以法莲 (Ephraim)是南方王国的别称。  

c) 南方王国占据了但及伯特利的敬拜中心。  

d) 以色列这个名字用来指北方王国。  

e) 王国分裂后，南北二国从未有过联盟。  

3 请选择正确的内容补充句子。列王纪上及列王纪下两

卷书        

a) 记载了所罗门的统治。  

b) 着重记述了先知与圣殿。  

c) 在圣经中记载的顺序与历代志上下一致。  

d) 记载了以利亚及以利沙的事工。  

e) 涵盖了历代志上下记载之外的时间跨度。  

4 请将左边的叙述与其所描述的历史相对应的王国（右

边）搭配。  

.. ..a 该王国历代统治者中良莠不齐，

于公元前 586 年亡国，百姓被掳

至巴比伦。  

1) 北方王国  

2) 南方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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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该国首位统治者是耶罗波安，他

筑偶像叫百姓敬拜。亚哈王统治

期间，先知以利亚曾出使该国。

.. ..c 该国中有六位君王是靠暗杀篡

位，历时九个朝代，先知弥迦曾

对该国宣道。  

5 南、北两个王国 后都沦丧了，对这一事实的 佳解

释是什么？  

a) 先知们宣告，凡悖逆神的，神必审判。  

b) 周边国家日渐强大，征服了以色列和犹大。  

c) 百姓及大多数的君王对神不忠心。  

6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既然先知们的主要信息是关于以色列及犹大的未

来的，那么，对我们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  

b) 在某些预言中，神藉用自然界的事件启示未来的

情形。  

c) 由于先知们是神呼召出来对神的子民宣道，因此，

他们均未向外邦传讲过信息。  

d) 先知的两大职责之一就是拣选王位继承人。  

e) 先知的信息里往往包含了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仍

然适用的是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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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9 a）  约兰  

b）  亚哈谢  

c）  亚哈谢（这是用相同名字的一个例子）  

d）  耶户  

e）  约坦  

f）  希西家（列王记下 18:1—20:21）和约西亚（列

王记下 22:1—23:30 和历代志下 34:1—35:27）  

g）  弥迦，是的  

h）6 位  

i）29 年  

1  a） 所罗门背弃神，敬拜别神，不顺从神的命令。（或

相似的回答）  

b）  十个支派将被给予耶罗波安；一个支派留给所

罗门的儿子（犹大和便雅悯被算作一个支派）。  

10 神说一个外邦国家将收取他们的庄稼并压迫他们。

他们和他们的王将被掳到外国并拜偶像。  

2  遣散众人回家，因为分裂是神的旨意。  

11  撒迦利亚、约珥、阿摩司、以赛亚、弥迦、耶利米、

西番雅、那鸿、哈巴谷、俄巴底亚、约拿和何西阿

（任意顺序）。  

3  a 1）原因。  b 2）结果。  c 2）结果。  

d 1）原因。  e 2）结果。  

12 a 1）未来事件。   b 2）是非原则。  

c 2）是非原则。   d 1）未来事件。  

e 2）是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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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立了两头金牛，一头在但，另一头在伯特利，让

人们敬拜。（或相似的回答）  

13  a）亚希雅；他向耶罗波安的妻子传达了她的儿子将

死亡的信息。后来这个儿子死去了。  

b）耶户；他向巴沙传达了一个审判的信息；由于  巴

沙的罪，他和他的家族将灭亡。  

c）以利亚；他为神筑了一个祭坛，并求神从天上降

火。神答应了他的祈祷。  

d）以利沙；他叫乃缦，为了康复在约旦河中洗澡，

乃缦顺从了并得以康复。  

e）俄德；他斥责北方军队从耶路撒冷和犹大掳掠俘

虏。（你的答案与这些相似）  

5 b）有两个宗教中心。  

c）比南方王国存在时间短。  

14 a 4）以利亚，列王纪上 18:20-39 

b 3）示玛雅，历代志下 12:5-8 

c 1）亚希雅，列王纪上 14:1-18 

d 2）户勒大，列王纪下 22:12-20。  

6 a 1）北方   b 2）南方   c 1）北方  

d 1）北方   e 2）南方   f 1）北方  

g 2）南方   h 1）北方   i 2）南方  

j 2）南方   k 1）北方  

15 b）从列国中召回神的子民。  

7 因为在神眼中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灵性特征，而不是

他外在的成就。（或相似的回答）。  

16 a3）何西阿书 3:1   b4）约珥书 1:6 

c1）以赛亚书 53:5  d2）耶利米书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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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以赛亚书 9:7 

8 a）对  

b）错  

c）错  

d）对  

e）错  

f）对  

g）错  



 

 



 

 

第三单元 

审判和被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