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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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列王史，思想：

• 北国的特点；北国列王的共同特点

• 神眼中 “恶” 和现今我们面临的挑战



扫罗王
便雅悯支派

大卫王
犹大支派

所罗门王
犹大支派

耶罗波安
以法莲支派

请求，要求。
父亲：基士。

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
我的民。

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
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
一头。

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
人么、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
的家么、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
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
作他产业的君么。

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
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
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
欢喜。

亲爱的，被爱的。
父亲：伯利恒人耶西。

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

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

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我虽然受膏为王、今日还是软弱。

撒母耳就用角里的膏油、在他诸兄
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
就大大感动大卫。
犹大人来到希伯仑、在那里膏大卫
作犹大家的王。
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仑见大卫
王、大卫在希伯仑耶和华面前与他
们立约、他们就膏大卫作以色列的
王。

所罗门：和平 / 耶底底亚：神所爱的。
父亲：大卫。

你要生一个儿子。。。他作以色列
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太平的人; 安静。

耶和华我的 神阿、如今你使仆人
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
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大卫王又吩咐说、将祭司撒督、先
知拿单、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召
来。。。祭司撒督、就从帐幕中取
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
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
门王万岁。

百姓会争论
父亲：尼八（所罗门臣仆）。

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
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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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

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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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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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短回顾



得撒

------------

撒玛利亚

“A long list of men who tried to 
rule God‘s people without God”. 

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
（箴28:2, 所罗门）

父 -- 子

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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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羅波安
王上12:25 - 14:20
代下10,13

二﹑拿答
王上15:25-32

三﹑巴沙
第一次篡位
王上15:27 - 16:7

四﹑以拉
王上16:6-14

五﹑心利
第二次篡位
王上16:15-20

六﹑暗利
第三次篡位
王上16:21-28

尼八之子
王上11:26

耶羅波安之子
王上15:25

以薩迦人亞希雅之
子
王上15:27

巴沙之子
王上16:6

以拉之大臣
王上16:9

以色列人的元帥
王上16:16

作王二十年
王上14:20

作王兩年
王上15:25

作王二十四年
王上15:33

作王兩年
王上16:8

作王七日
王上16:15

作王十二年
王上16:23

1) 在但與伯特利製
設金牛犢
王上12:25-33
2) 设立凡民作祭
司﹐私定節期﹐在
壇上燒香
3) 不聽神人警責
王上13:1-10

拜金牛犢
王上15:26

殺耶羅波安全家﹐
卻行耶羅波安所行
之惡道
王上15:29

醉酒﹑拜假神
王上16:9,13

行神看為惡的事
王上16:19

行惡較列祖更甚
王上16:25

買下撒瑪利亞山﹐
並建造撒瑪利亞城
王上16:24

與列祖同睡
全家被殺
王上 14:20

被巴沙所殺
王上15:28

與列祖同睡,
全家被殺
王上16:11

被叛臣心利所殺
王上16:10

在宮中自焚而死
王上16:18

與列祖同睡
王上16:28
附註:初期有一半百
姓擁立提比尼
王上16:21

犹大王亚撒第 N 年 （回想犹大王亚撒：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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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凭己意仿造；全国陷入伪信仰。

• 巴沙篡位的时机。
• 灭尽耶罗波安的全家（无继承

人的威胁）。
• 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

希雅所说的话。

• 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
•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

子，常常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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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篡位）

• 灭了耶罗波安全家，
却仍然行耶罗波安所
行的道。

• 不领会或无视他之所
以可以为王的缘由。
(回想耶罗波安）

• 耶和华责备巴沙和他
的家。

- 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
- 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

• 巴沙家的下场将与耶
罗波安家相似。

• 先知耶户 （南 ---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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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xisting things

16:14 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以拉作以色列王；心利篡位（第二次篡位）

• 以拉被杀。
• 心利背叛，篡位。
• 巴沙全家及他的亲朋都被杀。
• 耶和华的话应验。
• 虚无的神。

• 篡位时 “民正安营围攻非利
士的基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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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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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利作以色列王

心利
• 在位七天军人即叛变。
• 见势已去后自焚。
• 犯罪的下场 （被点到“背叛”）。

暗利王朝的兴起。
• 军队介入王权建立。
• 篡位时 “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

的基比顿”。
• 从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转而

围困首都得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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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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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篡位）

内战遂起
• 有推测提比尼为以法莲

后裔，试图夺回王权。
• 提比尼与暗利的对抗至

少三、四年。

暗利王朝
• 支派不详
• 建都撒玛利亚。
• 作王12年。

(提撒6，撒玛利亚6）
• 沿袭44年。
• 成就辉煌。
• 在神眼中为恶。



•非利士的基比顿

•得撒

•撒瑪利亞



基比顿 Gibbethon

土墩，高 ，傲慢的。

耶路撒冷西面。
靠近以色列、非利士、犹大交界之处。
地势险要的军事重镇。

原属非利士人。
以色列人进迦南后夺取。
分地业时划归但支派，后又给了利未指
派中哥辖的子孙为业。
不久重被非利士人占据。

南北分裂后，列上，以色列已强盛到一
个地步可以下到西南方去攻击非利士人。



得撒 Tirzah 

• 位于耶路撒冷北约48公里。
• 以法连山地，耶斯列平原，加利利等地与外约

但连接的最佳通道，南北向大道必竟之地。
• 四週的土地肥沃，风景秀丽。
• 具当时规模最大的灌溉设施。
• 7000BC前就有人定居；900 BC 已为繁华都市。
• 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京城。

地名来由
• 约书亚所击杀的三十一個迦南王之一。12:24
• 与玛拿西支派的关系：家谱中一位名叫得撒之

女子的名字



字根：可喜、美丽。

风景秀丽。

雅歌 6:4 我的佳偶阿，你美麗如得撒，
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
军队。

北国第一个首都
耶罗波安
巴沙
以拉
心利
暗利

Tirzah, aerial from north. Photo ©Todd Bolen.
Excavations at Tirzah. Photo ©Leon Mauldin.



撒瑪利亞 Samaria

撒玛：被保守的。

位于示剑西北十一公里处。
雄踞于100公尺的撒玛山丘上。防御坚固，易
守难攻，战略要地，控有南北通商大道。

暗利乃第一位在此山丘施工建筑的人。
暗利在这城建成以前死去，由儿子亚哈完成。
用当上等的石工筑成。其中建造了美丽的象
牙王宫，并建了一个巴力庙。

撒马利亚从暗利起作以色列的首都。



暗利用二他连得银子，向山的原主撒玛买了
撒玛利亚山。

撒玛 Shemer：
代上 6:46 希勒家是暗西的儿子、暗西是巴尼的儿子、巴尼是沙麦
的儿子、（利未-哥辖-）
代上7:34 朔默的儿子是亚希、罗迦、耶户巴、亚兰。（亚设）
代上 8:12 以利巴力的儿子是希伯、米珊、沙麦．沙麦建立阿挪、
和罗德二城、与其村庄。（便雅悯）

暗利为什么要新建首都：
暗利买此山是违反律法的行为。
• 心利死前放火烧得撒的宫殿，几成废墟。

维修、重建困难。
• 地理优势。
• 建设一个符合新王朝的皇城的欲望； 可以

自己完全控制的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