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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章回顾

21章：耶洗别设计谋害耶斯列人拿伯

• 耶斯列人拿伯有个葡萄园靠近亚哈王在耶斯列的宫殿，亚哈想要购买或交换这个葡萄 园，
但拿伯不愿意。 21:1-4

• 王后耶洗别设定计谋，用亚哈的名义写信要拿伯同城的长老和贵族陷害拿伯，并且顺
利 执行。 21:5-14

• 王后耶洗别回报亚哈，亚哈要去得拿伯的葡萄园，神命令以利亚宣告亚哈家的灭
亡。 21:15-26

• 亚哈悔改，神因为亚哈的谦卑悔改，决定不在他生前降祸。21:27-29

恶人亚哈，神也怜悯；我们罪纵大，只要悔改定蒙赦免。

21：19-23对狼狈为奸的恶人，必定要执行公义的审判. 这段经文的应验，请参看22章38节，
说到狗舔亚哈的血；

另外列王纪下9章30至10章28节讲到耶洗别与亚哈家的人被耶户除灭。



前章回顾

22：1-40章：亚哈死亡

1.先知的警告 (v.1-28)

亚哈之死是出于神的刑罚，这是先知宣告的。亚哈被假先知引诱，与亚兰王对战。

2.亚哈死亡 (v.29-40)

亚哈不接受先知的警告，结果真的在基列拉末战死沙场。

A．亚哈的防备 (v.29-30) 亚哈对先知的话半信半疑，为求安全，他改换衣服上阵，想掩敌人耳
目，但叫约沙法王照旧穿王服，以引敌人注意。人心诡诈，真是表露无遗。可怜约沙法王还蒙在鼓
中，你一片真心，可人要害你。
B．亚哈死 (v.31-40) 亚哈虽有防备，但当死期到的时候，他还是要死。亚兰王吩咐军兵只捉杀
亚哈一人，因此，当他们发现约沙法不是他们的目标时就放过了他。敌人随便一箭，就刚好射中亚
哈战衣的甲缝，他就这样死于乱箭之中了。



經文：列王紀上 22：41-53

40 亚哈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

41 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作了犹大王。

42 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五年。他母亲名叫阿苏

巴，乃示利希的女儿。

43 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

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44 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

45 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并他怎样争战，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46 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在世所剩下的娈童都从国中除去了。

47 那时以东没有王，有总督治理。



經文：列王紀上 22：41-53

48 约沙法制造他施船只，要往俄斐去，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以

旬迦别破坏了。

49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约沙法

却不肯。

50 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

51 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共二

年。

52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

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

53 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事奉敬拜巴力，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經文：列王紀上 22

参考歷代志下17-20章，有详细描写约沙法接续亚撒作犹大的王，如何行他祖大卫初行的道，不寻

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
17：1 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18：1 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

18：33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

吧。34那日阵势越战越猛，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直到晚上。约在日落的时候，王就死了。

19：1 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

20：1 此后，摩押人和亚扪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22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

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扪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29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

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30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31约沙法作犹大王，登基的

时候年三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五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希的女儿。32约沙法效法他父亚撒

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33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

的神。34约沙法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哈拿尼的儿子耶户的书上，也载入以色列诸王记上。35此后，犹

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36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施去，遂在以旬迦别造船。37

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向约沙法预言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

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施去了。



主題：有为的约沙法

分段

1. 他行神的道 (v.41-43) 

2. 他爱骨肉 (v.44)

3. 发展经济 (v.48)

4. 北国的亚哈谢王朝 (v.51-53)



1.他行神的道 (v.41-43) 

1) 他行神的道 (v.41-43)

41 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
儿子约沙法登基作了犹大王。
42 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五年。他母
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希的女儿。
43 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
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正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 约沙法的事迹详细记录在《历代志》中（代
下17:-21:1），但在《列王纪》中只是配角，
对他的记录都是为了突出人的全然败坏。

• 「亚撒所行的道」（43节），指亚撒的敬虔
（15:11-15；代下14:2-5；15:8-18）。约沙法
敬畏神，并不是因为看到迦密山的神迹，而
是效法他的父亲，「从犹大除掉一切邱坛和
木偶」（代下17:6），并且清除了亚撒没有
清除完的「娈童」（46节）。

• 约沙法已经做到了天然人敬虔的极限，但亚
当的后裔都无法完全，所以「邱坛还没有废
去」（43节）。



2.他爱骨肉 (v.44)

1) 他爱骨肉 (v.44)

44 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

45 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

并他怎样争战，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46 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在世所剩下的娈

童都从国中除去了。

• 约沙法最初「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代
下17:1），但可能为了恢复民族团结、共同抵
御外敌，所以当他「大有尊荣资财」（代下
18:1）以后，「就与亚哈结亲」（代下18:1），
不顾北国的偶像崇拜，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
王和好」（44节）的犹大王。

• 「与以色列王和好」的结果，为南北两国赢得
了将近三十年的和平时期，双方开展了密切的
军事（4节）和经济（代下20:36）合作，但代
价却是使约沙法的儿子、孙子都效法亚哈，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王下8:18、27
节），差点使犹大的王室被耶洗别的女儿剿灭
（代下22:10）。因此，神并不喜悦这样的联
盟（代下19:2），阻拦了他们合伙造船的计划
（48节）。



3.发展经济 (v.48)

2) 发展经济 (v.48) 

47 那时以东没有王，有总督治理。

48 约沙法制造他施船只，要往俄斐去，

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以

旬迦别破坏了。

49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容

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约沙

法却不肯。

50 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

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

• 当时以东可能是犹大的附庸国，由犹大王所派的「总督」（47
节）治理，所以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可以合伙在以
东的「以旬·迦别」（48节）造船（代下20:36）。

• 「他施」（48节）可能位于地中海最西边的西班牙，以出产金
属矿物闻名（结27:12）。「他施船只」（a fleet of trading ships）
（48节），可能泛指可以远洋航行的大型船只。

• 「以旬·迦别」是以色列最南面红海亚喀巴湾的海港，位于以东
的南端，是古代约旦河东南北商道的起点。所罗门也在这里造
船（9:26）。

• 「俄斐」（48节）的地点不能确定，可能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或
非洲，以出产金子著称（伯28:16；诗45:9；赛13:12）。

• 「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代下17:5），财政并不缺乏（代下
17:11），并不需要俄斐的金子，神也不喜悦约沙法与拜偶像的
以色列王密切来往，所以借着先知以利以谢宣告：「因你与亚
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代下20:37）。而约沙法
的第一批船被神破坏以后，就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立刻顺服，
当亚哈谢再来邀请时（49节），就不肯继续与他和合伙造船。

• 约沙法是一位敬畏神的王，他与亚哈父子交好（44、49节；王
下3:7），却无法给他们带去正面的影响，带起他们同样敬畏神。



应用：
• 信徒若与世人交好，只能倚靠信仰的妥协和表面的包容来「求同存异」。若没有神

的拣选，我们即使像约沙法那样，掏心掏肺、「不分彼此」（4节；王下3：7）地
帮亚哈父子的忙，也不能使别人信主；

• 我们若想倚靠爱心、和睦来领人归主，最终可能发现对方只是亚哈，自己反被连累
（32、48节）。人只有先「与神和好」（罗五11），才能与人和好；因为只有神
才能「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祂和好」（林后5：18），然后「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
而为一」（弗2：14）。

• 因此，主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太4：23），并不是从「爱」开始，而是先传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



4.北国的亚哈谢王朝 (v.51-53)

4) 北国的亚哈谢王朝 (v.51-53)

51 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亚哈的儿子亚哈

谢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52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

父母，又行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

人陷在罪里的事。

53 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事奉敬拜巴力，
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 亚哈谢「作以色列王共二年」（51节），实际上是两个半年，
总共只有一年。

• 亚哈谢「效法他的父母」（52节），表明耶洗别对他的影响
很大。耶洗别使南北两国都始终无法根除敬拜巴力的恶行
（王下17:16；21:3），约沙法这样的属灵榜样却不能使他们
回转向神。因为亚哈谢和百姓堕落的根源并不是耶洗别，而
是人悖逆顽梗的天性，耶洗别只是引动了他们的肉体，所以
人学坏容易、学好却很难。

• 正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3:20），神在先知书（约书
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历史中的作为也是要叫
人知罪，而不是为了完成拯救和复兴。因此，神允许耶洗别
影响南北两国，不断地暴露百姓的肉体本相，使我们不得不
承认：人在救恩上已经「全然败坏」（申31:29）、无能为力，
无论是神迹（王上18章）、恩典（王上20章）、律法（王上
21章）、还是榜样（王上22章），都不能使我们自我救赎。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罗3:28）。



12章-22章 总结



分裂为南北两国
• 罗波安即位后到示剑会见众民(1~5节)

• 罗波安不理众民减轻劳役的要求(6~15节)

• 北方众民立耶罗波安为王(16~20节)

• 神人示玛雅阻止罗波安用兵平乱(21~24节)

• 耶罗波安在敬拜的事上犯罪(25~33节)

12章



神人和老先知
• 神人奉神命到伯特利预言坛必破裂(1~3节)

• 神人医治耶罗波安枯手后拒绝其接待(4~10节)

• 老先知闻讯将神人半途骗回他的家(11~19节)

• 神的话临到老先知斥责神人违命(20~22节)

• 神人在回程中被狮子杀死(23~25节)

• 老先知安葬神人尸体在自己坟墓里(26~30节)

• 老先知嘱儿子们将来把自己与神人同葬(31~32节)

• 耶罗波安背道殃及子孙(33~34节)

13章



南北两王的结局
• 北国耶罗波安的结局(1~20节)：

1) 儿子亚比雅病死(1~12节)

2) 先知亚希雅预告王朝的下场(13~18节)

3) 耶罗波安之死，儿子拿达接续他作王(19~20节)

• 南国罗波安的结局(21~31节)：

1) 罗波安作王时犹大人背道(21~24节)

2) 埃及王示撒洗劫耶路撒冷(25~28节)

• 罗波安之死，儿子亚比央接续他作王(29~31节

14章



南北两国王朝的兴替
• 南国亚比央王(1~8节)

• 南国亚撒王(9~24节)

• 北国拿答王(25~31节)

• 北国巴沙王(32~34节)

15章



北国以色列诸王朝之更替
• 巴沙王朝(1~7节)

• 以拉王(8~14节)

• 心利王朝(15~20节)

• 暗利王朝(21~28节)

• 亚哈王(29~34节)

16章



以利亚躲避亚哈

• 以利亚预言干旱后奉命躲在基立溪旁(1~7节)

• 神命以利亚往撒勒法靠寡妇供养(8~16节)

• 以利亚祷告救活寡妇的儿子(17~24节)

17章



迦密山上以利亚与巴力众先知对决
• 神命以利亚使亚哈王得以见到他(1~6节)

• 以利亚叫俄巴底带亚哈来见(7~16节)

• 以利亚使亚哈招聚百姓和巴力众先知上迦密山(17~20节)

• 以利亚在迦密山上诛灭巴力众先知(21~40节)

• 以利亚祷告使天降大雨，领亚哈回耶斯列(41~46节)

18章



以利亚得胜后之失败 - 神僕人的軟弱
• 以利亞受亞哈妻子耶洗別的威嚇逃跑(19:1-9)

• 耶和華在以利亞沮喪時給他的託付(19:10-18）

• 以利亞遇見以利沙，得著他跟隨自己，並頂替自己(19:19-21)

19章



應付亞蘭王便哈達
• 亚兰王便哈达侵略以色列，提出过份的要求，亚哈王无法接受，双方决裂

实际进行打仗。 #20:1-12

• 神透过先知启示以色列王，将亚兰人交在以色列王手中，透过亚哈王领导
战士打败亚兰人 20:13-22

• 亚兰王第二次进攻以色列，在亚弗对阵，以色列人在人数上居于绝对劣
势 20:23-27

• 神透过先知预言他将把亚兰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十
二万七千人，亚哈却接受便哈达的求和，放亚兰王回去。 20:28-34

• 先知透过实际的行动与看管犯人的例子预言神要让以色列王与以色列民替
代亚兰王与亚兰人被灭亡 20:35-43

20章



亚哈夺取拿伯的葡萄园
• 耶斯列人拿伯有个葡萄园靠近亚哈王在耶斯列的宫殿，亚哈想要购买或交

换这个葡萄园，但拿伯不愿意。 21:1-4
• 王后耶洗别设定计谋，用亚哈的名义写信要拿伯同城的长老和贵族陷害拿

伯，并且顺利执行。 21:5-14
• 王后耶洗别回报亚哈，亚哈要去得拿伯的葡萄园，神命令以利亚宣告亚哈

家的灭亡。 21:15-26
• 亚哈悔改，神因为亚哈的谦卑悔改，决定不在他生前降祸。21:27-29

21章



以色列和亚兰第三次争战，导致亚哈阵亡 22:1-40
• 亚兰和以色列和平三年以后，亚哈邀犹大王约沙法出兵要夺回基列的拉末，

约沙法同意亚哈的邀请。 22:1-4

• 犹大王要求亚哈要先求问神，四百个先知说会得胜，但约沙法要求要求问
耶和华的先知，先知米该雅预言以色列王会阵亡22:5-17

• 米该雅清晰的说明神的计划就是要以色列王阵亡，结果亚哈将之囚禁，不
相信米该雅的预言。 22:18-29

• 以色列王决定改装上阵，亚兰王决心要除去以色列王，亚哈虽然改装上战
场，仍然被箭射死，由亚哈谢续任以色列王22:30-40

• 南国的约沙法王朝开始 22：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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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王（南国） 

930-586 BC 
事迹(好王， 缺点， 總结) 

以色列王（北国）

930-722 BC

(颜色变更代表家

族朝代更换，全以

被篡位结束)

事迹(總结) 

1.罗波安 

Rehoboam 

931-913 

在位17年. 父親是所羅門, 母親是亞捫人拿瑪 

.不立定心意尋求耶和華.採納少年人的的計謀

,加重人民的負擔,引起王國的分裂.分裂之初,

意欲攻打北國,神人示瑪雅傳遞神的話語,阻止

他攻打以色列國.北國的耶羅波安拜金牛犢,不

許利未人供祭司的職分,以色列全地的利未人

撇棄產業來到耶路撒冷.羅波安國位堅立之後,

就離棄耶和華的律法.埃及王示撒攻取耶路撒

冷,奪取殿中的寶物和所羅門所造的金盾牌,羅

2.亚比央 (雅) 

Abijam（h）

913-911 

在位3年. 

父親是羅波安,母親是押沙龍的女兒瑪迦.亞比

央行他父親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惡,他的心不

像他祖大衛的心,誠誠實實的順服耶和華他的

神.與北國耶羅波安交戰,以少勝多,他在世的

時候,耶羅波安不再強盛.“耶和華攻擊他，他

就死了”。

1.耶罗波安 

Jeroboam I 

930-910

在位22年. 

原本是所羅門的臣子.造假神：鑄造兩個金牛

犢，一個在但，一個在伯特利立假祭司將不屬

利未人的凡民立為祭司.定假節：私定節期，

每逢八月十五在伯特利燒香獻祭.  

常與南國爭戰. 神人預言伯特利的壇必破裂. 

先知亞希雅預言耶羅波安全家必被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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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拿答 Nadab

910-909

在位2年. 

耶羅波安的兒子.繼續拜金牛犢.為臣子巴沙所

弒. 

3.巴沙 Baasha

909-884

在位24年. 

殺耶羅波安全家, 應了先知亞希雅的預言. 

常與南國亞撒王爭戰. 

亞撒以金錢收買亞蘭王便哈達, 

侵略以色列北境. 繼續拜金牛犢. 

先知耶戶預言巴沙全家必被殺. 

4. 以拉 Elah

886-885

在位2年. 巴沙的兒子. 喝醉的時候, 

為臣子心利所弒. 

5. 心利 Zimri

作王七日. 

殺巴沙全家,應了先知耶戶的預言.以色列人擁

立元帥暗利,暗利率兵圍攻心利, 

心利自焚而死. 

6. 暗利 Omri

885-874

在位18年. 前六年在得撒作王, 

與提比尼爭奪國位.遷都於撒瑪利亞.行耶和華

眼中看為惡的事,比從前諸王更甚. 連他在內, 

共有四代作以色列王. 

3.亚撒 Asa 

911-870 

共同輔政(co-

regency) 

在位41年. 

亞撒效法他祖大衛，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 

除去國中的孌童和一切偶像，並貶了祖母瑪迦

太后之位，因為她拜偶像亞舍拉.古實王謝拉

率兵一百萬來攻，亞撒向神禱告，勝過古實軍

隊. 

亞撒十五年在耶路撒冷全民獻祭，盡心盡意尋

求耶和華. 

和以色列王巴沙爭戰，向亞蘭王便哈達求援. 

先見哈拿尼責備亞撒，因為他仰賴亞蘭王而不

仰賴耶和華，亞撒因此而囚禁哈拿尼. 

亞撒晚年腳上有病，只求醫生不求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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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亚哈Ahab

874-853

在位22年. 

娶西頓王的女兒耶洗別為妻,在撒瑪利亞建造

巴力的廟,全國陷入拜巴力的熱潮,與妻子耶洗

別一同迫害先知以利亞.奪取耶斯列人拿伯的

葡萄園.先知以利亞預言亞哈全家被殺.將女兒

亞他利雅嫁給猶大王約沙法的兒子約蘭為妻,

開始了一段南北合好時期.與約沙法聯軍攻打

亞蘭王,先知米該雅預言其敗. 

在戰場上被流矢所傷, 不治而死. 

8.亚哈谢 

Ahaziah

853-852

在位2年.亞哈的兒子.摩押原先臣服於以色列,

年年進貢,亞哈死後背叛.從樓上的欄杆掉下來

,差人求問以革倫的神巴力西卜,先知以利亞預

言他必死在床上.亞哈謝死後無子, 

將王位傳給弟弟約蘭.

4.約沙法 

Jehoshphat 

873-

848共同輔政 

在位25年. 

約沙法行他父親亞撒所行的道，不偏離左右，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差遣臣子到猶大各城去教訓百姓神的律法. 

與亞哈結親，兒子約蘭娶了亞哈的女兒亞他利

雅. 

與亞哈聯軍攻打亞蘭，受到先知耶戶的責備 . 

以祈禱讚美，勝過摩押，亞捫，以東三國聯軍

. 與亞哈之子亞哈謝交好，受到先知的責備. 



总结

二国之分立——这事是出乎主
1、人一方面：1）远因——在所罗门离弃主；2）近因——以罗波安听恶友之言
2、神一方面——罗波安见国已分裂，即遣兵调将，出去征讨

二国之比较
1、北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1）优点——北国比南朝，原有许多优点：
a、人数众多
b、地土广大
c、多有名人
d、新立政府

（2）缺点
a、历代君王皆拜金牛
b、朝代屡更多次变乱
c、始终无一有道贤君
d、亲附异邦远离上主



总结

2、南朝——在神前长有灯光（王上11：36）
（1）优点

a、以耶路撒冷为京师
b、以圣殿为拜神中枢
c、始终一朝世世相继
d、国内贤君历代迭兴
e、有先知与祭司掌权

（2）特点
a、大卫之约不能废
b、神殿之灯须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