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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下》綜覽】──南北兩國之興亡史 
【宗旨】本課幫助我們熟悉並掌握《列王紀下》的內容──本書為列王紀上之續篇，記述了以色列南

北兩國先後淪亡的史實，而清楚說明南北兩國衰敗淪亡的原因和結果。本書的主要事實──以利亞末後

的職事、以利沙的職事、以色列國的衰敗和亡國、猶大國的衰敗和亡國；以及本書的主要人物──以利

亞、以利沙、耶戶、耶何耶大、約阿施、希西家、瑪拿西、約西亞、約雅敬、西底家等等。 

（一）本書幫助我們認識神是歷史的主宰。無論地上的王位如何變遷、興衰、謀殺、被擄，祂在天上仍

掌管一切。人雖不可靠，會失敗，但神決不失敗，而祂的應許也從不落空，因「祂(耶和華)不灰

心，也不喪膽」(賽四十二 4)。儘管當今世局風雲變幻，人心敗壞，讓我們放心，因這世界仍在

神的掌握中。 

（二）本書幫助我們認識神按著列王所作所行的，來施行賞罰的結果──順從神心意的則蒙福，而悖逆

的則受罰。故南北二國諸王之或立或廢，或興或衰，雖由時勢所趨；然而完全繫於他們與神的關

係。當他們離開神，就會藐視神的話，公然拜偶像，道德敗落，直到「被陷、 被擄、 被逐」。

這是他們對神不忠之後果，讓我們讀後惋惜，且受警惕。 

（三）本書幫助我們認識在邪惡君王當道、偶像崇拜猖獗的時期，神還有憐憫，興起向神忠心的先知們

像以利亞和以利沙一樣，勇敢無畏地宣告神的信息，並行神蹟奇事，而喚醒人重新對神的信靠。

求神今天藉著祂的靈，興起更多的先知，好叫教會離棄一切外邦偶像、罪惡，去事奉敬拜那獨一

的真神。 

【背景】本書為《列王紀上》的繼續，因而命名為《列王紀下》。《列王紀上》和《列王紀下》是緊

密的銜接著，中間沒有時間的空隙，也沒有地點的差別。《列王紀》的開始是論到大衛王的事，它的結

束是論到巴比倫王的事；它的開始是論到建造聖殿的事，它的結束是論到聖殿被焚毀的事；它的開始是

論到大衛第一個承繼者登王位，它的結束是論到大衛最後的承繼者從被擄中得釋放。本書作者和寫作時

地與前書同。本書內容所包括的時間約有三百一十年(896～586B．C．)。 

【本書的重要性】 

（一）本書主要是講述南北兩國之興亡史，包括南國猶大十五個君王和北國以色列十一個君王的每況愈

下進程，直到衰敗、亡國。因此，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如何在以色列地施行審判，而以色列南北

兩國衰敗淪亡的原因和結果，就必須讀本書。 

（二）本書對君王善惡的評價，均是以神的尺度來衡量他們，而不是看他們的政績如何，武功怎樣。對

南國猶大王，均是以大衛對神的順從作標準來衡量(王下二十四 2～4)；但對北國以色列諸王，

則是按是否行耶羅波安的罪作標準來判斷(王下十七 22～23)。因此，本書重要的教訓正和前書

一樣，就是順服神、對神盡忠則得稱許和獎賞；拜偶像、悖逆神則招致神的怒氣和審判。 

（三）本書提到君王與先知的職事。雖然在這個黑暗時期，王和百姓遠離神、拜偶像，可是神仍然在他

們中間興起十五位先知引人悔改，並宣告神仍施慈愛，拯救他們的信息。因此，本書的用意乃是

顯明神的信實和憐憫，因祂一再賜神的子民悔改的機會，為要勉勵他們能回轉歸向祂，因而蒙恩

復興。 

【如何研讀《列王紀下》？】 

（一）請把本書先讀一遍至兩遍，用心地領會本書中發生重要的事件，並深入默想神對以色列南北兩國

的審判其中所啟示的屬靈意義。 

（二）詳細查考本書主要人物的生平，包括以利亞、以利沙、耶戶、耶何耶大、約阿施、希西家、瑪拿

西、約西亞、約雅敬、西底家等等。他們對神和人的態度，他們蒙恩的經過，他們的結局，他們

得勝或失敗的關鍵，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細讀的。 

（三）本書記載以色列十一個君王，五個先知，南國猶大十五個君王，十個先知的事蹟。初讀聖經者為

了明暸以色列南北兩國的歷史，最好作表，列出南北國之國王誰是好王，或是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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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書與《撒母耳記上、下》，《列王紀上》，《歷代志上、下》，都是長篇的歷史記實。若前後

對讀，必能通曉以色列民族的興亡史。 

（五）同時，為了加深對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解，學習熟練地掌握下列五個問題及其答案。 

(1)《列王紀下》是怎樣分段的？本書的中心思想是什麼？主要事實和人物是什麼？本書與《列

王紀上》有什麽不同之處？ 

(2)試述書中記以利亞和以利沙有哪些重要事件事蹟？我們從他們身上可以學到什麼功課？比較

他們有什麽不同之處？ 

(3)試用圖表列出南北國之比較；以及列王統治的時間、聖經的評語，及同時期先知和作王的名

字。 

(4)試述希西家和約西亞在位時，有何重要之復興？ 

(5)南北兩國均國破家亡，民被擄，原因何在？  

【本書鑰節】 

「以利沙說，願感動你的靈加倍的感動我。」(王下二 9下)《列王紀下》前十章，都是記載以利沙一生

的事蹟。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是救主」，這也正是他要向當時以色列人所做的見證和傳達的信息。

以利沙為要承繼以利亞的工作，因此他求感動以利亞的靈「加倍的感動他」。 

「婦人對丈夫說：『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這裡經過的是聖潔的神人。』」(王下四 9) 以利沙的生活必定

有很好的見證，就連書念的婦人也稱他為「聖潔的神人」。 

「希西家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後的猶大列王中沒有一個及他的。因為他專靠耶和華，總不

離開，謹守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誡命。耶和華與他同在；他無論往何處去，盡都亨通。」(王下十八 5

～7 上)《列王紀下》稱在猶大列王中，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希西家的。他名字的意思是「神的力量」。

希西家力量的來源，是因他「專靠耶和華，總不離開」。他倚靠耶和華，力抗亞述，使猶大渡過亡國

的危機。此外，因神與他同在，而使他一切亨通。 

「約西亞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行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王下二十二 2) 在列王中

約西亞所施行的改革來得最徹底。他名字的意思是「神醫治的，神建立的」。在儘管當時背道的潮流橫

掃全地，但約西亞沒有隨從他父親的壞榜樣，卻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因而他的一生不但依律法書

的吩咐行事，而醫治了百姓因悖逆所遭遇的痛苦；也致力於聖殿的修建，而建立了猶大國。 

【本書鑰字】「神人」(四 9)──原文就是「神明的人」、「有神性的人」，指屬神的人；又是「先

知」的別號，通常是指奉神命令向特定的人傳達諭令者，如摩西(申三十三 1)、撒母耳(撒上九 6)、以

利沙 (王下四 7，9，21)。在《列王紀》中「神人」，即「先知」，扮演重要的角色，神的話主要藉著

他們達給祂的子民，而幾乎每個時期都有一個以上的「先知」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神屢次給他們機會悔

改，在審判之前總先打發「神人」 來對他們說話，可惜他們總是不聽。「神人」 一詞在本書共用過

三十六次，而「耶和華如此說」和「耶和華的話」類似的詞句也有四十九次之多。 

【本書簡介】本書記述了以色列南、北兩國先後淪亡的史實。北國於主前 721 年亡於亞述，而南國則

於主前 587 年淪於巴比倫，都因他們不聽神藉先知們多方多次的警告，上自君王、下及布衣都硬著頸

項，公然背棄神，隨從外邦人的風俗，拜偶像，行邪淫，惹動耶和華的怒氣 (二十七 7～23) ，只好招

來刑罰而被消滅。 

【本書大綱】本書共計二十五章，根據書中先知的工作和南北兩國之衰亡，可分為三段如下： 

(一) 以利亞和以利沙的職事 (一～十三章) ──雙倍以利亞的聖靈感動以利沙，使他行雙倍的神蹟； 

(二) 以色列國的衰敗和亡國 (一～十七章) ──所有的王都是惡的，最終被擄至亞述； 

(三) 猶大國的衰敗和亡國 (十八～二十五章) ──僅有五個行善而不完全的王，最終被擄至巴比倫。 

【本書內容摘要】 

（一） 以利亞和以利沙的職事(王下一29～王下十28) ──列王紀下緊接上卷，開頭記述有關接續先知以

利亞之以利沙的事蹟。以利沙深感任重道遠而力有不逮，在其師被火車火馬接去之前求雙倍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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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蔭他，他日後的工作按記載剛好是以利亞之雙倍，列表如下: 

以利亞 以利沙(王下) 

1.天不降雨(王上十七 1) 1.分約但河(二 14) 9.餵飽百人(四 43) 

2.油不缺短(王上十七 14) 2.苦水變甜(二 21) 10.乃縵獲治(五 10) 

3.死人復活(王上十七 22～23) 3.母熊撕童(二 24) 11.咒基哈西(五 27) 

4.火從天降(王上十八 38) 4.谷中有水(三 20) 12.鐵斧浮水(六 6) 

5.天降大雨(王上十八 45) 5.空皿滿油(四 1～6) 13.開人眼目(六 17) 

6.火從天降(王下一 10) 6.婦人懷孕(四 16～17) 14.閉人眼目(六 18) 

7.火從天降(王下一 12) 7.小兒復活(四 35) 15.復人眼目(六 20) 

8.分約但河(王下二 8) 8.麵鍋消毒(四 41) 16.死人復活(十三 21) 

  這期間南北兩國繼續修好，約沙法與亞哈之子約蘭同攻摩押(王下三章)。及後以利沙向北國

約蘭王預言攻打以色列人的亞蘭人敗逃應驗，他復預言哈薛作亞蘭人的王，並膏耶戶作以色

列王。接著南國約沙法之孫亞哈謝與約蘭結盟攻亞蘭，耶戶造反篡位，滅亞哈全家，殺亞哈

謝，用計令耶洗別被擲死及殺盡拜巴力者。 

（二）兩國衰微與北國淪陷(王下十29～十七章)──耶戶雖滅巴力，可惜仍陷在耶羅波安之罪中，耶和

華開始容許其國界為亞蘭王哈薛割裂。 

 十一、十二章記大衛王室險遭亞哈謝之母亞他利雅所剿滅，幸有忠臣耶何耶大等輔助，王子

約阿施於七歲登上王位，並修理聖殿。 

 十三章說出以利沙預言以色列人要打敗亞蘭人後，以利沙遘疾而卒。不久南北二國復陷敵對

地位。耶戶之孫約阿施把猶大王約阿施之子亞瑪謝挫敗。及後北國耶羅波安二世稍為強盛，

餘均昏庸無能，又兼你爭我奪，弒君篡位每朝皆有，國祚日短，隨著亞述勢力擴展，北國終

於淪亡。十七章詳細分析亡國之原因，乃以色列人離棄真神，追崇偶像，並硬心不聽先知勸

戒，故招神忿怒，把他們趕散放逐至外邦。此時期南國仍一脈相承，有亞撒利亞(烏西亞)、

約坦、亞哈斯和希西家接續作王。 

（三）剩存王國(王下十八～二十五章)──北國亡時，南國猶大在希西家統治下度過了亞述圍困的艱險，

因他專靠耶和華，在他前後猶大列王無一人及他。可惜他晚年以國中財富炫耀自己，遭神預言將

被擄至巴比倫。希西家之後，有猶大王朝最惡之瑪拿西，其子亞們也步其後塵，以致極度惹動神

的怒氣，雖有其孫約西亞替國家帶來更新和復興～～敬畏神，立約守律法書，除偶像邱壇，守逾

越節，可惜在與埃及一場戰爭中英年被殺，使猶大國走向滅亡邊緣。此後約西亞三個兒子，約哈

斯，約雅敬和西底家相繼作王，前者為法老所廢，立約雅敬為王。及後巴比倫大軍三次圍困耶京

並擄走猶大精英國寶，包括原本接續父親約雅敬作王的約雅斤。南國最後在西底家時覆亡，留在

猶大的眾民也因巴比倫王所立省長基大利被殺一事而懼怕報復，逃往埃及。此時耶京與聖殿荒涼

情景慘不忍睹。本書以約雅斤在巴比倫蒙優待為結束。大衛一脈並未斷絕，神信守他與大衛所立

之約，可算是民族獲救的曙光初露。 

【本書特點】 
（一）《列王紀上、下》兩書，清楚列明南北兩國敗落衰亡的原因和結果。茲將這兩卷書的開頭和結

尾，作一比較。 

開首 結尾 

王國的統一和昌盛 王國的分裂和瓦解 

大衛作統治者 巴比倫王作統治者 

所羅門的榮耀──國泰民安 約雅斤的羞辱──國破家亡 

聖殿建立， 華美輝煌 聖殿被焚， 頹垣敗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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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京興盛， 大興土木， 人口眾多 耶京被毀， 淪為廢墟， 人煙稀少 

順服神者蒙福 叛逆神者遭懲 

有神的同在 為神所離棄 

（二） 以利沙承繼了以利亞的能力和工作。他本是農夫，卻有屬靈的心志:求感動其師之靈加倍感動

他。他有勇氣和信心面對當時敗壞的君王，並且他廉潔，不收乃縵的饋送。他一生所行的神蹟

比以利亞更多，衝擊力也非同小可(王下八 4)。因此，以利沙是繼以利亞之後的又一位偉大的

先知。他名字的意義是「耶和華是救主」，對當時的時代是一個利害的見證。以利沙的神跡都

是慈愛的工作，和他師傅以利亞的有所不同。本書記載以利沙所行的十六件神蹟；多半與供給

生命 醫治疾病，死人復活有關。也表明在人遠離神，墮落極深之時，神仍施慈愛，引人迴轉，

並拯救他們。他行的神蹟，有下列幾項值得注意： 

(1) 以利沙咒詛童子的事(二章二十三至二十五節)似乎有些過分。其實他作這件事是有意義的。

因為伯特利是拜偶像的中心，耶羅波安所鑄的一只金牛犢就在那里；當亞哈年間，巴力的神

座也在那里。當然那城的人都是拜偶像者。或許當他們听見与他們為敵之以利亞的繼承者以

利沙要來的時候，就打發那些拜偶像的青年們出來阻撓他、譏誚他。神不能容讓這件事，所

以使母熊去撕裂他們四十二個人。「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因為愛惜自己的民，和祂的居所，

從早起來差遣使者去警戒他們。他們卻嬉笑神的使者，藐視祂的言語，譏誚祂的先知，以致

耶和華的忿怒向祂的百姓發作，無法可救。」(代下三六 15～16) 

(2) 書念婦人的儿子死了，神人吩咐基哈西帶著杖到孩子那里，把杖放在他的臉上 (王下四

29)。我們以為他准得醫治，豈知不然。後來以利沙親自起身，到他那里，兩次伏在他身

上，他才活過來。許多時候，我們盼望家屬、親戚、朋友也能蒙恩得救，我們往往送他一本

聖經或是一本講救恩的書，或是請一位傳道人去談話，自己卻不動身。結果多半是以利沙的

杖，沒有效力。除非我們自己在神面前有懇切的禱告，在人面前有徹底的對付，然後親自作

見證，才能使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打嚏」、「睜眼」通竅又清醒過來。 

(3) 乃縵的故事(五 1～19)包含著救恩。他是大能的勇士，是元帥，有財又有勢；按人看來，他

的生活和地位是十全十美，一無所缺。可惜，他「只是長了大麻瘋」；這一种病，先是一小

塊，後來逐漸蔓延全身，終至死亡。因著一個小使女所作的見證，他尋求神的先知。他去的

時候，帶著他的尊榮和驕傲，想屈服神人；他也帶著丰富的禮物，想去換得醫治。神人給他

頂簡單的指示，不需要花金錢和長時間，只需要相信和接受，就可痊愈。乃縵的理智、驕

傲、不信、自恃，阻止他得醫治；可是他後來的謙卑、相信，使他致死的病終究得了痊愈。

他得醫治的故事很像我們得救的經過。 

（三）本書所述分裂之國猶大十五個君王和以色列十一個君王的事蹟，其君王名列如下： 

猶大[南] 以色列[北] 

    約蘭 王下一17 12 惡多 

亞哈謝 王下八25 1 惡 耶戶* 王下十36 28 惡多 

(亞他利雅) 王下十一3 6 極惡     

約阿施 王下十二1 40 善惡參半 約哈斯 王下十三1 17 惡 

亞瑪謝 王下十四1 29 善惡參半 約阿施 王下十三10 16 惡 

亞撒利雅 

(即烏西雅) 

王下十五1 52 善 耶羅波安(二世) 王下十四23 41 惡 

    撒迦利雅 王下十五8 六個月 惡 

    沙龍* 王下十五13 一個月 惡 

    米拿現* 王下十五17 10 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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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加轄 王下十五23 2 惡 

約坦 王下十五32 16 善 比加* 王下十五27 20 惡 

亞哈斯 王下十六1 16 惡 何細亞* 王下十七1 9 惡 

希西家 王下十八1 29 最善  

瑪拿西 王下二十一1 55 極惡  

亞們 王下二十一19 2 極惡  

約西亞 王下二十二1 31 最善  

約哈斯 王下二十三31 三個月 惡  

約雅敬 王下二十三36 11 惡  

約雅斤 王下二十四8 三個月 惡  

西底家 王下二十四18 11 惡  

(亞他利雅為篡位王後) 有*者為朝代更換人 

  兩國最後的結局：以色列國於主前七二二年被擄至亞述；猶大於主前五八六年被擄至巴比倫，選

民王國從此覆亡。 

（四）在南北兩國的君王中，只有南國的希西家和約西亞在位時，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使全國復

興。 

(1)希西家是一位中興的王，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所行的，又廢去邱壇，

毀碎偶像，是倚靠耶和華神，在他前後的猶大列王中沒有一個及他的(十八 3～5)，並且「希

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為尊大」(代下三十二 23)。值得我們注意，他一登基，便推行如下的

改革(王下十八至二十章，代下二十九至三十二章)：(1)重修並重開聖殿；(2)重組祭司及利

未人之職任；(3)自立榜樣，帶領以色列人敬拜唯一之真神；(4)盡毀境內之邱壇及偶像；(5)

帶領百姓重守逾越節，(6)獻各種祭給耶和華；(7)征服異族，拓展國界。可惜晚年他以國中

所有的金銀財富向巴比倫王打發來慰問的使者展耀，以致神藉先知以賽亞預言其家其民並財

物將被擄去巴比倫(二十 12～18)。這事在巴比倫王攻破耶路撒冷時完全應驗(二十五 1～

15) 。這對我們又是一個何等的教訓！ 

(2)約西亞雖然出生在猶大國歷史的末期，但他仍然忠心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總括來說，

他在耶路撒冷從事的改革及復興的工作，有下列幾項值得注意：(1)重修聖殿；(2)發現五

經；(3)宣讀律法；(4)重提神約；(5)對付罪惡；(6)守逾越節；(7)破除偶像。 

【默想】 

 「地上的王失敗、腐敗，終至滅亡。天上的寶座穩妥、堅定、活動、進步。王下即啟示人的失敗，

神的勝利，此先知時代，先知書幾都成於此時代，故以歷史作背景而讀先知書，則更顯本書的信息

的價值。」──史考基 

 「歷史上任何事物之興亡盛衰，總是有兩方面的——人一方面及神一方面。從人一方面看，人是徹

頭徹尾的失敗了，上至君王顯貴，下及布衣販夫，無不深深陷在罪裡。但往深一層看，我們看見神

並沒有失敗。從先知的資訊看，我們知道神是勝利的——讓我們好好記著，聖經中所有偉大的先知

言論，他們預言的時代全記在列王紀下，藉著這些預言，我們可以瞭解以色列今日及明日的歷

史。」──巴斯德 

 「在教會歷史中，不論我們怎樣在外面看見教會偏離了神，祂仍然保留那些藉著祂的恩典向著祂忠

誠的人；因著這班人，神的歷史歷代維持了祂的見證。那是一個真實的安慰！」── 江守道 

【禱告】親愛的天父！為著《列王紀下》我們感謝祢！從人的失敗，我們看見祢的信實，因祢決不放

棄我們。雖然我們不可靠，甚至會背叛頂撞祢，但祢總是憐憫我們，仍然吸引我們回轉歸向祢，因而

使我們能蒙恩復興。主阿，激勵我們祢向忠誠，保守我們不偏離祢的正路。奉祢寶貴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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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我若稍微偏離正路】(《聖徒詩歌》372 首第 1，5節) 

一 『我若稍微偏離正路，我要立刻舒服；但我記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 

五 『我今每日舉目細望審判台前亮光；願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 

【參考大綱】 

 兩國和好 [南]約蘭與[北]亞哈謝約蘭 1  

 以 與以利亞[交棒接棒] 2   

分 利 與[北]約蘭王[解摩押圍] 3  南 

裂 沙 與窮寡婦及書念婦 4 2～9上 北 

王 之 與亞蘭將軍乃縵 5  王 

國 事 與[北]約蘭王[解亞蘭圍] 6～7  朝 

1～17 蹟 與亞蘭王便哈達 8   

  與[北]耶戶王 9上   

 兩國和好(續前) [南]亞哈謝亞他利雅與[北]耶戶 9～12 9下～13 

 

 

  [南]約阿施與[北]約哈斯 13   

 兩國敵對 [南]亞瑪謝至亞哈斯與[北]約阿施至何細亞 14～17  

剩 亡國前 希西家 18～20 18～24 猶 

存  瑪拿西與亞們 21  大 

王  約西亞與約哈斯 22～23  末 

國  約雅敬與約雅斤 24  運 

18～25 亡國後 西底家 25上 25 後 

  基大利 25下  史 

 

【南北國之比較】 

比較 南國 北國 

支派 二個支派(猶大、便雅憫) 十個支派 

王 羅波安一西底家(19個王和 1個女王)  耶羅波安——何細亞(19個王) 

王的評價 毀譽參半(八善，十二惡) 全是惡王，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 

朝代 始終一朝(大衛王朝) 歷經九朝 

首都 建都耶路撒冷，聖殿所在 建都撒瑪利亞，設二金牛城(但與伯特利) 

年期 歷時 346年(931～586B.C.) 歷時 210年(931～722B.C.) 

征服者 尼布甲尼撒 撒縵以色  撒貢 

被擄之地 巴比倫(主前 586) 亞述(主前 722) 

結局 滅後歸回部份人回歸 未歸回 

【南北國之時期的綜合分析】 

下表列出南北國列王統治的時間、聖經的評語，及同時期先知和作王的名字。從本表中，我們可以看見

在北國以色列中，一共有十九王都是惡王；終為亞述王撒縵以色所擄，共治約二百五十年就亡國了。但

猶大則有十九王及一女王，猶大王的善者為亞撒、約沙法、希西家、約西亞，最惡者為亞哈斯、瑪拿西；

後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所擄，共治約三百九十年的時間。再者，北國十九王中，朝代轉變不下九次，

而猶大國卻一朝十九王，始終仍是大衛家一貫祖傳(撒下七章)。其實南國轉朝的危機不是沒有的，只是

大衛的後裔繼續作王。在這里我們可以看見，神因曾和大衛立約，所以更多的賜恩給大衛的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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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 北國 

 王名 善/惡 登位年 在位年 與北國

關系 

先知 王名 善/惡 登位年 在位年 與南國

關系 

先知 朝代 

1 羅波安 惡 931 17 敵對 (1)示瑪雅 

(2)易多 

耶羅波安 惡 931 22 敵對 亞希雅 1 

2 亞比央 惡 913 3 敵對 易多 拿答 惡 910 2 敵對  1 

3 亞撒 善 911 41 敵對 (1)俄德 

(2)亞撒利雅 

(3)哈拿尼 

巴沙 惡 909 24 敵對 耶戶 2 

4 約沙法 善 873 25 和好 (1)耶戶 

(2)以利以謝 

以拉 惡 886 2 敵對  2 

5 約蘭 惡 848 8 和好 俄巴底亞(?) 心利 惡 885 7 日 敵對  3 

6 亞哈謝 惡 841 1 聯盟  暗利 惡 885 12 敵對  3 

7 (亞他利雅)) 惡 841 6 和好  提比尼 惡 884 3 敵對  4 

8 約阿施 善 835 40 和好 約珥 亞哈 惡 874 22 聯盟 以利亞 

米該雅 

4 

9 亞瑪謝 善 796 29 敵對  亞哈謝 惡 853 2 和好 以利亞 4 

10 烏西雅 善 790 52 和好 撒迦利亞 

以賽亞 

約蘭 惡 852 12 聯盟 以利亞 

以利沙 

4 

11 約坦 善 751 16 敵對 以賽亞 

彌迦 

耶戶 惡 841 28 敵對 以利沙 4 

12 亞哈斯 惡 735 16 敵對 以賽亞 

彌迦 

約哈斯 惡 814 17 和好   

5 

13 希西家 善 715 29  以賽亞 

彌迦 

約阿施 惡 798 16 敵對 以利沙 5 

14 瑪拿西 惡 695 55   耶羅波安 惡 793 41 和好 約拿 5 

15 亞們 惡 645 2  

剩 

那鴻 二世     阿摩司 

何西阿 

5 

16 約西亞 善 640 31  耶利米 

西番雅 

那鴻 

撒迦利亞 惡 753 6 月 和好 何西阿 5 

     餘 哈巴谷 

戶勒大 

沙龍 惡 752 1 月 和好 何西阿 6 

17 約哈斯 惡 609 3 月  耶利米 米拿現 惡 752 1 月 和好 何西阿 7 

18 約雅敬 惡 609 11 王 西番雅       7 

      但以理 

烏利亞 

比加轄 惡 742 2 和好 何西阿 7 

19 約雅斤 惡 598 3 月  

國 

耶利米 

以西結 

比加 惡 740 20 敵對 何西阿 

俄德 

8 

20 西底家 惡 597 11  耶利米 

以西結 

但以理 

何細亞 惡 732 9 和好 何西阿 9 

〔586年亡〕 〔722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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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下中的主要地方 

猶大與以色列南北兩國的歷史，受先知以利沙事工

的影響極深。他在以色列事奉五十年，譴責君王崇

拜偶像，並號召百姓回轉歸向神。 

1. 耶利哥──以利亞的事工即將結束，他用外衣打

水，使約旦河的水分開，他和以利沙走乾地過去。

以利亞被神用旋風接去後，以利沙用他的外衣打水

過約旦河回來。耶利哥的先知門徒都知道，以利沙

作了以利亞的接班人（1:1-2:25）。 

2. 以東曠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以色列、猶大

與以東三國就聯合起來，從以東曠野去攻擊他。以

東曠野沒有水，這三個國王求問以利沙，他說神必

會使他們得水，並且得勝（3:1-27）。 

3. 書念──以利沙也眷顧個別人及他們的需要。他

幫助先知遺孀，給她油去賣以還債，也在這裡使另

一家的兒子復活（4:1-37）。 

4. 吉甲──以利沙顧念先知的門徒，他在這裡解他

們湯中之毒，以很少的餅讓多人吃飽，甚至使斧頭

從水中浮起，使之歸還原主。亞蘭軍的元帥乃縵也

是來到以利沙這裡治好了他的大痲瘋（4:38-

6:7）。 

5. 多坍──以利沙雖然治好亞蘭軍元帥的大痲瘋，

卻仍然忠於以色列；他洞悉亞蘭軍隊的作戰計劃，

並隨時告訴以色列王。亞蘭王搜尋以利沙一直至多

坍，包圍這城並意圖殺他。但是以利沙求神使他們

眼瞎，之後他領這些瞎眼的亞蘭軍隊，進入以色列

的京城──撒馬利亞（6:8-23）。 

6. 撒馬利亞──以利沙雖然吩咐以色列王，不可擊

殺亞蘭軍隊，要放他們回去，但亞蘭軍並沒有感恩

載德。他們以後又包圍撒馬利亞，以色列王竟歸咎

於以利沙，但以利沙預言次日撒馬利亞必然有大量

的糧食供應。神果然照他所言使亞蘭軍驚惶逃跑，

這城飢餓的百姓便得到亞蘭軍所留下的大量糧食

（6:24-7:20）。 

7. 大馬士革──儘管以利沙對以色列忠心，他仍順

服神的命令，前往亞蘭首都大馬士革。亞蘭王便哈

達患病，打發哈薛求問以利沙這病能好不能好。以

利沙知道便哈達必然要死，就把這事告訴哈薛，哈

薛反而殺了便哈達自立為王。後來以色列與猶大聯

合對抗這個新亞蘭王的威脅（8:1-29）。 

8. 基列的拉末──以色列與猶大聯軍對抗亞蘭的時

候，以利沙打發一個門徒往基列的拉末，膏耶戶作 

下一任以色列王。於是耶戶就出發去除滅邪惡的以

色列與猶大王朝，殺了約蘭王、亞哈謝王以及邪惡

的王后耶洗別。他又殺盡亞哈的全家，以及以色列

所有拜巴力的人（9:1-11:1）。 

9. 耶路撒冷──在亞哈謝王被殺以後，他的母

親亞她利雅奪取權力，作了猶大女王並殺了所有

的孫子，只漏掉一個約阿施（被他的姑母隱

藏）。約阿施七歲時亞她利雅被推翻，他登基作

王。這時亞蘭軍隊繼續侵略以色列，以色列的新

王在撒馬利亞遇見以利沙，他告訴以色列王，必

能三次打敗亞蘭人（11:2-13:19）。 

以利沙死後，以色列又有許多惡王。他們敬拜偶

像、棄絕神，終使他們敗亡。亞述帝國佔領撒馬

利亞，將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擄去（13:20-

17:41）。猶大有短期的苟延殘喘，因為他們有

少數賢君廢除偶像敬拜神。但許多人仍偏離神，

所以耶路撒冷淪入下一個強國巴比倫之手，猶大

也被滅了（18:1-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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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國受埃及和巴比倫之欺壓地圖 

一、王下 23:29-30，代下 35:20-24   埃及王法老

尼哥，上到伯拉河，攻擊亞述。約西亞去抵擋他，埃

及王在米吉多殺了他。他的次子約哈斯接續他作王。 

二、王下 23:31-35，代下 36:1-4   約哈斯登基作

王三個月，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法老尼哥將

約哈斯鎖在哈馬地的利比拉，不許他在耶路撒冷作

王，又罰猶大國金銀，再立他的哥哥以利亞敬作王，

並改名為約雅敬。 

三、王下 24:1-6，代下 36:5-9   約雅敬年間巴比

倫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猶大，約雅敬服事他三年，然後

背叛他。耶和華使迦勒底軍、亞蘭軍、摩押軍和亞捫

人的軍，來攻擊約雅敬，要毀滅猶大。巴比倫王尼布

甲尼撒上來攻擊他，用銅鍊鎖著他，將他帶到巴比倫

去，同時又將聖殿裡的器皿擄到巴比倫去，放在他神

的殿裡。他兒子約雅斤接續他作王。 

四、王下 24:8-17，代下 36:9-10   約雅斤登基作

王三個月，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那時巴比倫

王尼布甲尼撒圍攻耶路撒冷，約雅斤出城投降，巴比

倫王將殿中和王宮中的寶物都拿去，又除了國中極貧

窮的人外，都擄去巴比倫。巴比倫王立他的叔叔西底

家作王。 

五、王下 24:18-25:17，代下 36:9   西底家登基作

王十一年，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第九年他背

叛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率領全軍來攻擊耶路撒冷，到

十一年城被攻破，王在耶利哥平原被迦勒底的軍隊追

上，被帶到利比拉巴比倫王那裡受審，在他面前殺了

他的眾子，並剜了他的眼睛，帶他去巴比倫。巴比倫

王又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焚燒耶路撒冷的房屋，把

人民擄去巴比倫。南國猶大從此滅亡。 

六、王下 25:22-26   巴比倫王立基大利作猶大的省

長，以實瑪利殺了他，就逃去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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