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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回顾

➢ 亚希雅论耶罗波安的预言（14:1-20）

➢ 亚比央作犹大王 (15:1-8）

➢ 亚撒作犹大王（1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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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答作以色列王（15:25-32）

➢ 巴沙作以色列王（15:33-16:7）

➢ 以拉作以色列王（16:8-14)

➢ 心利作以色列王（16:15-20)

➢ 暗利作以色列王（16:21-28)



简短回顾：以色列人是如何从要像列国一样，到南北分裂，到亡国。

• 十二支派的产生 。

• 从出埃及、进应许之地的经历中领会十二个支派对神意味着什么。

创世纪

35:22 。。。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42:32 。。。弟兄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
49:28 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各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
出埃及记
24:4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
28:2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作圣衣为荣耀、为华美。
28:21 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彷彿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约书亚记
4:8 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4:20 他们从约但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4:9 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

立在约但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
22:11 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迦得人、玛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但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22:12 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

去攻打他们。。。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有何关涉呢。。。我们说、不如为自己
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22:27 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作证据。



https://biblepoint.net/skype/index2010-s.htm

撒上 8:5 。。。现在求你为
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
列国一样。
8:19 。。。不然、我们定要
一个王治理我们、
8:20 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
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
我们争战。

几百年内，失去圣殿，失去
故国。



• 扫罗，大卫，所罗门 --- 以色列这前三位王是如何产生的？ 共同点是什么？
每位的特点是什么？

• 所罗门 (王上11）
•为摩押可憎的神和亚扪人可憎的神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
•年老的时候随从别神。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11：11 -13。。。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 。 。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
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你的臣子：以法莲支派尼八之子耶罗波安）

• 以色列众民（王上12）
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甚么分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
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阿，自己顾自己吧。
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





➢ 亚希雅论耶罗波安的预言（14:1-20）

➢ 亚比央作犹大王 (15:1-8）

➢ 亚撒作犹大王（15:9-24）



➢ 亚希雅论耶罗波安的预言（14:1-20）

耶罗波安的恶：
• 唯恐这国仍归大卫家。
• 铸造两个金牛犊。 (12:28 “took consul”… “he said to the people” （比较出32:4）
• 在丘坛建殿、献祭。自己献祭。
• 立凡民为祭司。 （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
• 私自在神所设定节期外为以色列人立做节期的日子。 （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

• 起来背叛他的主人。 （代下 13:6）（耶罗波安属以法莲支派，其父尼八为臣仆）

• 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 （代下 13:9）

在神眼中：
“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 （14:9）more evil than all who were before you
“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作木偶。。。” （14:15）
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
（14:16）and with which he misled Israel into sin.



14:1 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雅病了。

14:2 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
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
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希雅．他
曾告诉我说，你必作这民的王。

14:3 现在你要带十个饼，与几个薄饼，和
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
要怎样。

14:4 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
去，到了亚希雅的家。亚希雅因年纪
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14:5 耶和华先晓谕亚希雅说，耶罗波安的
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
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
作别的妇人。

14:6 他刚进门，亚希雅听见他脚步的响声，
就说，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你为
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
告诉你。

亚比雅：
“耶和华是父亲”；”我的（天上的）父亲是耶和华”。
• 有关他病的细节不详。
• 可能是耶罗波安的长子，因为他的名字暗示他父亲

当时承认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因为在耶罗波安的
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显出善行”。
（14：13）推测他一定深受人民敬爱，且可能为王
位继承人。

耶罗波安和妻子对儿子亚比雅的看重：
• 改装。 （unrecognizable）
• 带着礼物。
• 去求问先知亚希雅。

先知亚希雅：
• 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 耶和华先晓谕。
• 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



14:7  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
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
举，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14:8  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
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
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14:9  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
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
将我丢在背后。

• 耶罗波安的妻是要来问自己儿子的未来，但
是神藉亚希雅宣告耶罗波安王朝的覆没。

• 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设立了一套拜偶像的
体制，允许全国百姓偶像崇拜。

• 耶罗波安无视当初坐上王位时 神所说的话。

11:28「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
瑟家的一切工程。」

11:31 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必将
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

11:35 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十个支派赐给你．
11:37 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
11:38 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

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
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



14:10 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
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
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

14:11 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
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

14:12 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
必死了。

14:13 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
安的人，惟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
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显出善行。

14:14 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
剪除耶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

14:15 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
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
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作木偶，
惹耶和华发怒。

14:16 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

• 耶罗波安的王朝要从地上消灭。
• 凡属耶罗波安的人都死无葬身之地。

（被狗和鸟所吃，极大的羞辱）
• 北国将因拜偶像而动乱不安，终被

赶出应许之地，被掳到外邦。
• 惟亚比雅因有善行，可免受这些苦

楚。“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
患”(诗57:1)。（根据传统，亚比雅已
被立为太子，却曾将阻止虔信者上
耶路撒冷的卫兵废去。他反对耶罗
波安的宗教政策, 未顺从耶罗波安制
止百姓往耶路撒冷的吩咐）。

• 北国第一步就是堕落之路。
• 以色列灭亡, 百姓也有责任。



14:17 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得撒，
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

14:18 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为他哀哭，
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希雅
所说的话。

14:19 耶罗波安其余的事，他怎样争战，
怎样作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
上。

14:20 耶罗波安作王二十二年，就与他列
祖同睡．他儿子拿答接续他作王。

代下 13:20 亚比雅在世的时候、耶罗波
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
他就死了。

得撒: 
王的住所，北国的首都。

列王纪上、下提到三卷已失传的书：
•以色列诸王记（14:19）
•犹大列王记（14:29）
•所罗门记（11:41）



15:1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作犹大王．
15:2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迦，是押沙龙的女

儿。（外孙女）

15:3 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
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 神。

15:4 然而耶和华他的 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
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坚立耶路撒冷．

15:5 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15:6 罗波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波安争战。代下 13:3-20 
15:7 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

上．亚比央常与耶罗波安争战。
代下 13:3-20 15:8 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
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

➢亚比央作犹大王 (15:1-8）

亚比央：“我父是大海”。
又名亚比雅：“我父是耶和华”。

玛迦：压制。 （被亚比央之子，
下一位犹大王亚撒所贬）

诚诚实实的：原意为 “完全的、
完美的、全部的。
Complete with/wholly devoted 
to the Lord his God.

亚比央的失败，不是因为一点都
不依靠神，而是继续行其父一切
的恶，没有完全的顺服神。



15:6 罗波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波安
争战。
(直译”他活着的所有日子” all the 
days of his life.)

15:7 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
与耶罗波安争战。

15:8 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
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

历代志下
13:3 有一次亚比雅率领挑选的兵四十万摆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波安也挑选大

能的勇士八十万、对亚比雅摆阵。13:4 亚比雅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洗玛脸山
上、说、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哪、要听我说、

13:5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曾立盐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
知道么。13:6 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八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
的主人。13:8 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
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波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13:9 你们不是驱
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么．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
祭司么．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作虚
无之神的祭司。13:10 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 神、我们并没有离弃
他．我们有事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
13:12 率领我们的是 神、我们这里也有 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
以色列人哪、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 神争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

13:13 耶罗波安却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伏兵
在犹大人的后头。13:14 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求耶和华、
祭司也吹号。13:15 于是犹大人呐喊．犹大人呐喊的时候、 神就使耶罗波
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雅与犹大人面前。13:16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
逃跑． 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13:17 亚比雅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
列人．以色列人仆倒死亡的精兵有五十万。13:18 那时、以色列人被制伏了、
犹大人得胜、是因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13:19 亚比雅追赶耶罗波安、
攻取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市、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
市、以法拉音〔或作以弗伦〕和属以法拉音的镇市。13:20 亚比雅在世的时
候、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



➢亚撒作犹大王（15:9-24）

15:9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年，亚撒登基作犹大王。
15:10 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一年．他祖母名叫玛迦，

是押沙龙的女儿。（外孙女）

15:11 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15:12 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

像。
15:13 并且贬了他祖母玛迦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

的偶像亚舍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汲
沦溪边。

15:14 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
诚实的心。Asa’s heart was [g]wholly devoted 
to the Lord all his days.

15:15 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
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

因其父只短短地统治了一整年，以致他可能
年幼登基，被迫让他的祖母操纵大权。

大规模宗教改革
历代志下14-16记载了关于亚撒王的事迹。
• 除去娈童。
• 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 贬了他祖母玛迦太后的位。
• 砍下他的偶像，烧在汲沦溪边。
• 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

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

贬了：挪去、拿走、废除。
汲沦溪：黑暗。位于耶路撒冷东面。
亚舍拉：迦南的女神，巴力的配偶。
他父亲：原文单数型态，可能指的是所罗门。



15:16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争战。
15:17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

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巴沙为何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

亚撒宗教改革，南国平安，北国百姓大量投
奔南国。
代下16:1 亚撒三十六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
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
里出入。

拉玛：小山丘。
位于耶路撒冷北面8公里处， 便雅悯境内，
重要军事据点，控制犹大与以色列的边境和
去耶城的主要通路，又可控有往伯和仑及沿
海平原的大道。掌握拉玛的确可以不让人
“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对耶城生存是一
大威胁。



15:18 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
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
他们往住大马色的亚兰王，希旬的孙子，
他伯利们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

15:19 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
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
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

15:20 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
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
伯伯玛迦，基尼烈全境，拿弗他利全境。

15:21 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仍
住在得撒。

15:22 于是亚撒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
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
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迦巴，
和米斯巴。

亚撒愚昧的错误：
• 仰赖亚兰王对抗巴沙、没有仰赖耶和华。
• 亚兰王早就垂涎以色列的土地。亚撒的请求，

导致以色列国腹背受敌，遭遇亚兰的强力入
侵，只好放弃与犹大争战，因此犹大便得到
暂时的平安。

历代志下
16:2 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
出金银来、送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 16:7 
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
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 神、
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16:9 耶和华
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
的人。你这事行得愚昧．此后、你必有争战的
事。16:10 亚撒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
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



以云
但
亚伯伯玛迦
基尼烈全境
拿弗他利全境



15:23 亚撒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并他的
勇力，与他所建筑的城邑，都写在犹
大列王记上。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上
有病。

15:24 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
他作王。

历代志下
16:12 亚撒作王三十九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

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
16:13 他作王四十一年而死、与他列祖同睡、
16:14 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

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作香的
作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

亚撒王的宗教改革的核心内容
他的主要政绩

他的错误对我们有什么警戒
今天的我们会重蹈亚撒的错误吗



14:1 亚比雅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亚撒年间、国中太平十年。
14:2 亚撒行耶和华他 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
14:3 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
14:4 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
14:5 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那时国享太平。
14:6 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
14:7 他对犹大人说、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四围筑墙、盖楼、安门、作闩．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

耶和华我们的 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
14:8 亚撒的军兵、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三十万人．出自便雅悯拿盾牌拉弓的二十八万人．这都是

大能的勇士。
14:9 有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一百万、战车三百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利沙。
14:10 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敌、就在玛利沙的洗法谷、彼此摆阵。
14:11 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 神、说、耶和华阿、惟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

神阿、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阿、你是我们的
神、不要容人胜过你。

14:12 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
14:13 亚撒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直到基拉耳．古实人被杀的甚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

华与他军兵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
14:14 又打破基拉耳四围的城邑．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掳掠一空、因

其中的财物甚多。
14:15 又毁坏了群畜的圈、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15:1 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雅．
15:2 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哪、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

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
15:3 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
15:4 但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
15:5 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
15:6 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 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
15:7 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
15:8 亚撒听见这话、和俄德儿子先知亚撒利雅的预言、就壮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法

莲山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
15:9 又招聚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玛拿西人、西缅人．有许多以色列人

归降亚撒．因见耶和华他的 神与他同在。

亚撒 历代志下 14-16

15:10 亚撒十五年三月、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15:11 当日他们从所取的掳物中、将牛七百只、羊七千只、献给耶和华。
15:12 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
15:13 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治死。
15:14 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
15:15 犹大众人为所起的誓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

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
15:16 亚撒王贬了他祖母玛迦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

捣得粉碎、烧在汲沦溪边。
15:17 只是丘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实。
15:18 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 神的殿里。
15:19 从这时直到亚撒三十五年、都没有争战的事。

16:1 亚撒三十六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16:2 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

说、
16:3 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

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
16:4 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玛

音、和拿弗他利一切的积货城。
16:5 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
16:6 于是亚撒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迦

巴和米斯巴。
16:7 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

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
16:8 古实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么、战车马兵不是极多么．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

他们交在你手里。
16:9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得愚昧．此后、

你必有争战的事。
16:10 亚撒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
16:11 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16:12 亚撒作王三十九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
16:13 他作王四十一年而死、与他列祖同睡、
16:14 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作香的

作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



15:25 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答登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15:26 拿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15:27 以萨迦人亚希雅的儿子巴沙背叛拿答，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答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
15:28 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
15:29 巴沙一作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

人亚希雅所说的话。
15:30 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15:31 拿答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5:32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争战。

➢ 拿答作以色列王（15:25-31）



15:33 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希雅的儿子巴沙在得撒登基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共二十四年。
15:34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16:1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
16:2 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
16:3 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
16:4 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16:5 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6:6 巴沙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得撒．他儿子以拉接续他作王。
16:7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作

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

➢ 巴沙作以色列王（15:33-16:7）



16:8 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得撒登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16:9 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利背叛他．当他在得撒家宰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
16:10 心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的事。
16:11 心利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
16:12 心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
16:13 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 神

的怒气。
16:14 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6:15 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心利在得撒作王七日。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

➢ 以拉作以色列王（16:8-14)



16:15 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心利在得撒作王七日。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

➢ 心利作以色列王（16:15-20)

16:16 民在营中听说心利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暗利作以色列王。
16:17 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得撒。
16:18 心利见城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
16:19 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16:20 心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6:21 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作王．一半随从暗利。
16:22 但随从暗利的民，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民．提比尼死了，暗利就作了王。
16:23 犹大王亚撒三十一年，暗利登基作以色列王共十二年．在得撒作王六年。
16:24 暗利用二他连得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

撒玛利亚。
16:25 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
16:26 因他行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

怒气。
16:27 暗利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6:28 暗利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王。

➢ 暗利作以色列王（16:2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