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1月 29 日 王國的分裂－南國希西家：病得醫治、向巴比倫王展示寶物與壽終 王下 20:1-21 

內文：vv.1-11 南國希西家王病得要死（公元前 701 年，西拿基立攻打南國前），先知以賽亞奉神的

話對他說當留下遺命，他向神哀求紀念所做是神眼中看為善之後便痛哭。以賽亞再奉神的話

去向希西家說，神聽他哀求，看見他眼淚，他在三日內必得醫治及神賜他多十五年壽命，又

因神自己與大衛緣故必保護耶路撒冷不被亞述攻陷。以賽亞用無花果餅醫治希西家後，神又

因著他所求，以日影倒十度為印記。vv.12-19 希西家痊癒後，巴比倫王比羅達巴拉但送信

與禮物恭喜，他向巴比倫使者展示國中一切寶物（反映他有與巴比倫同盟及驕傲之心）後，

以賽亞前來向他查問所作的事後，便代神宣告他王國的列祖所累積的財寶必被擄，他的子孫

也將被擄作太監。vv.20-21 希西家壽終後葬在他列祖的墳地裡，他兒子瑪拿西接續作王。 

反思：希西家患病將死痊癒接見巴比倫使者以賽亞對話，他的行為怎樣反映他的心態？ 

日期：1 月 29 日    王國的分裂－南國瑪拿西    列王記下 21:1-18 

內文：南國瑪拿西（希西家多十五年壽命中所生）登基時 12歲，作王 55年，母親名協西巴。他行

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外邦人（迦南）行可憎的事。他重建父親所毀壞的邱壇、為巴力築

壇、作亞舍拉像，又效法北國亞哈王敬拜天上萬象，甚至在聖殿中設立偶像和祭壇，使他的

兒女經火、觀兆、用法術、交鬼、行巫術，故他引誘眾民行惡是比神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滅的

列國更甚。為此神藉眾先知宣告祂對南北兩國有同樣審判，就是神必將祂的產業（餘剩子民）

交在他們敵人的手中。瑪拿西壽終後葬在自己宮院烏撒的園內，他兒子亞們接續作王。 

反思：瑪拿西行神看為惡的事，父親有否責任？輔政（12歲登基）的人有否責任？我們有何體會？ 

日期：1 月 30 日    王國的分裂－南國亞們    列王記下 21:19-26 

內文：南國亞們登基時 22 歲，作王 2 年，母親名米舒利密。他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父親瑪

拿西所行，敬奉父親所敬奉的偶像，也不遵行神的道。亞們的臣僕背叛他，在宮裡殺死他（葬

在烏撒的園內，自己的墳墓裡），但國民又殺了那些背叛的人，立他的兒子約西亞接續作王。 

反思：我們怎樣理解亞們被臣僕所殺？國民又殺了背叛的人？在同一場景下，我們會怎樣抉擇？ 

日期：1月30日 王國的分裂－南國約西亞（神看為好的王）：修理聖殿時發現律法書 王下22:1-20 

內文：vv.1-7 南國約西亞登基時 8歲，作王 31年，母親名耶底大。他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與他

列祖大衛所行相同。約西亞在位第十八年差遣書記沙番上聖殿，吩咐他去見大祭司希勒家，

告訴修理聖殿的錢已預備好及需轉交工人作修殿之用，因工人誠實也不需記帳。vv.8-20 希

勒家修殿時發現律法書（或許是《申命記 28 章》）交給沙番，沙番唸給約西亞聽，他聽後

感懺悔和自卑（撕裂衣服），知道已得罪了神，故吩咐僕人們去向女先知戶勒大求問神，戶

勒大要僕人們回去向約西亞陳明，神必照律法書所言降禍，因這地的民離棄神，向偶像燒香，

惹神的怒氣，但約西亞因敬服神，在神面前自卑、哭泣，便必得平安，也不親眼見此災禍。 

反思：我們抱什麼心態讀律法書（嚴苛、過時……）？約西亞聽到律法書的回應對我們有何提醒？  

日期：1 月 31 日 王國的分裂－南國約西亞：重新立約、拆偶像與邱壇、守逾越節 王下 23:1-30 

內文：vv.1-3 約西亞招聚全國人民到聖殿聽律法書，並與神立約要盡心盡性順從及遵守祂的律法。

vv.4-14 約西亞改革：一）把聖殿裡一切偶像和為偶像造的器皿燒毀。二）廢去拜偶像職事。

三）拆毀聖殿裡戀童的房子。四）拆毀邱壇。五）禁止兒女經火獻給摩洛。六）廢去及燒毀

向日頭所獻的馬與戰車。七）拆毀為偶像而設的祭壇。vv.15-20 約西亞拆毀耶羅波安在伯特

利所立的祭壇和祭司（王上 12:28-32），將人的骨頭燒在壇上，使它不能作獻祭之用，又把

祭司殺在壇上，應驗先知預言（王上 13:2）。vv.21-28 約西亞吩咐百姓重守逾越節及按律法

書所講毀滅一切偶像。他盡心盡性盡力歸向神，在他之後再沒有王像他。然而神因瑪拿西的

惡，對猶大怒氣仍不止息，定意將猶大人趕出，放棄耶路撒冷和聖殿。vv.29-30 埃及王法老

尼哥到伯拉河攻擊亞述王，約西亞去抵擋他，結果在米吉多被埃及王所殺，他的臣僕用車將

他的屍首運回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墳墓裡，國民膏約西亞的兒子約哈斯接續作王。 

反思：約西亞可說進行徹底的宗教改革，但仍欠缺什麼重要原素（以西結書 36:26-28）？ 

日期：1 月 31 日    王國的分裂－南國約哈斯（被擄到埃及）    列王記下 23:31-34 

內文：南國約哈斯登基時 23 歲，作王三個月，母親名哈慕他，他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列

祖所行的。埃及王法老尼哥北徵歸來廢掉約哈斯（他被擄到埃及直到死亡）及另立約西亞的

二子以利亞敬（約雅敬）代替他作王，並迫使猶大付出罰金作賠償（反映南國已被控制）。 

反思：約哈斯眼見埃及軍先殺父後犯境，但他仍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我們看到人心的黑暗嗎？ 

日期：2 月 1 日 王國的分裂－南國約雅敬（公元前 601 年，巴比倫第一次入侵） 王下 23:35-24:6 

內文：約雅敬登基時 25歲，作王 11年，母親名西布大，他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



他在位初期向埃及王法老尼哥進貢，在位第四年臣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耶 46:2－公元

前 605 年，尼布甲尼撒大勝法老尼哥），但三年後又想倚賴埃及勢力對抗巴比倫，結果神使

巴比倫大軍壓境，南國危在旦席（公元前 601 年），這全因瑪拿西所做流無辜人的血充滿了

耶路撒冷，惹神怒氣決不肯赦免所致。約雅敬壽終與他列祖同葬，他兒子約雅斤接續作王。 

反思：從人看是約雅敬惹巴比倫王怒氣導致被擄，但神看是瑪拿西犯罪所致。我們對此有何啟迪？  

日期：2月 1日  王國的分裂－南國約雅斤（公元前 597 年，巴比倫第二次入侵）  王下 24:7-16 

內文：約雅斤登基時 18 歲，作王 3 個月，母親名尼護施他，他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父親

一切所行的。巴比倫大軍圍困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前來親征（公元前 597 年），約雅斤帶

家人與臣僕向他投降，聖殿和王宮寶物被奪、毀壞聖殿的金器方便取走（耶 27:19-20－沒

有把所有器皿奪去），又把約雅斤和宮中大臣及有才能的人擄到巴比倫，只餘下極貧窮的人。 

反思：約西亞死後的南國每況愈下，百姓被巴比倫王任意擄掠。為什麼神容許災禍臨到祂的子民？ 

日期：2 月 2 日 王國的分裂－南國西底家（公元前 586 年，巴比倫第三次入侵） 王下 24:17-25:7 

內文：24:17-20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立瑪探雅為南國的王，給他改名西底家。西底家登基時 21歲，

作王 11 年，母親名哈慕他，他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是照約雅敬一切所行，故神的怒氣以

致將人民從自己面前趕出。25:1-7 西底家背叛尼布甲尼撒（耶 37:7-10、38:17、44:30－公

元前 588 年，埃及王法老合弗拉登基，他曾一度威脅巴比倫，故西底家欲與他同盟，但耶利

米勸他降服巴比倫，並預言埃及必敗，巴比倫將攻陷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率領全軍來圍

攻耶路撒冷，結果城內大飢荒，耶路撒冷被攻陷（西底家在位第 11年，公元前 586 年）。西

底家見此情況便逃走，但被迦勒底軍隊追上捉回，帶到尼布甲尼撒所在的利比拉，而他的眾

子在他眼前被殺，他也被剜了眼睛及被擄到巴比倫，被囚到死，應驗了耶利米先知的預言。 

反思：神對整個以色列民族審判終來到，我們心中有何感受？對生活有何提醒？對神有新體會嗎？ 

日期：2 月 2 日  王國的分裂－南國滅亡，耶路撒冷淪陷（公元前 586 年）  列王記下 25:8-20 

內文：vv.8-12 南國猶大亡國後（尼布甲尼撒第 19年，公元前 586 年），尼布甲尼撒的護衛長尼布

撒拉旦進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燒聖殿、王宮和大戶的房屋，又拆毀四圍的城牆及擄走已經投

降的百姓，只留下民中最窮的，使他們修理葡萄園及耕種田地。vv.13-20 聖殿的銅建築和

金銀器皿都被掠奪，而所羅門為神所造的銅柱、銅海、盆座、網子，銅的數量多到不可勝數，

但都全被運到巴比倫。此外，尼布撒拉旦帶走一些可能與西底家叛變有關的臣僕去見尼布甲

尼撒，包括：大祭司西萊雅（他的祖父是約西亞修理聖殿時發現律法書的大祭司希勒家）、

副祭司西番亞、三個守門祭司、王的顧問（常見王面）、負責徵募百姓的官員及國民 60 人。 

反思：聖殿是神的居所，我們對聖殿全面被毀有何感受？我們有否重視能夠在教會（聖殿）敬拜神？  

日期：2 月 3 日    王國的分裂－約雅斤被擄到巴比倫，其後出監    列王記下 25:21-30 

內文：vv.21-26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把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帶來的人全部殺死後，在猶大餘下無被

他擄走的人中立了基大利作他們的省長，眾軍長和屬他們的人得悉後都到米斯巴見基大利。

基大利對他們起誓，安慰他們不必懼怕迦勒底臣僕，只要在此居住及服事尼布甲尼撒，就可

得福，但以實瑪利帶著 10 個人前來殺了基大利及與他同在米斯巴的猶大人和迦勒底人。結

果，眾民懼怕迦勒底人，全都逃往埃及（耶利米書 39-44 章）。vv.27-30 巴比倫王以未米羅

達（公元前 562 年接續父親尼布甲尼撒作王）厚待約雅斤：一）放他出監。二）對他說安慰

的話。三）他的位分高過與他一同在巴比倫眾王的位。四）脫去囚服。五）生活得飽足。 

反思：西底家已死在巴比倫（結 12:13），神應許給大衛後裔的王位是由被擄的約雅斤繼承（太 1:12，

家譜的耶哥尼雅是約雅斤），反映神的慈愛與應許不會因人犯罪受阻隔，我們對此有何醒悟？  

日期：2 月 3 日    族譜－亞當至以色列的家譜：亞當、雅弗、含、閃  歷代志上 1:1-27 

內文：vv.1-4 亞當的家譜。這裡的記述是《創 5:1-32》亞當家譜的撮要，其重點的描繪是陳述神

與人最初立約的對像是由亞當開始（創 1:26-28），直到洪水後透過挪亞分成閃、含、雅弗

三個支流（下文刻意調轉次序，目的是突出神揀選閃族作新世代的延續）。vv.5-7 雅弗的家

譜。這裡所記述 7 個兒子是與《創 10:2-4》相同，但卻只追溯歌篾（黑海北部和東部的土

著，示瑪人的始祖）和雅完（小亞細亞沿岸的安尼亞人）兩代。vv.8-16 含的家譜。這裡所

記述與《創 10:6-10》相同，古實、麥西、弗是非洲民族的始祖（埃塞俄比亞、埃及、利比

亞），迦南佔據地中海的東岸（巴勒斯坦）。vv.17-27 閃的家譜。閃的 9 個兒子是閃族的始

祖，其中希伯、法勒、亞伯拉罕尤為重要。希伯的名是「希伯來」一字的根源，故希伯來人

因希伯的血統成為閃的後裔，亞伯拉罕就是聖經記載第一個希伯來人（創 14:13）。法勒的

名是「分」的意思，這分開是指人類因巴別塔的事故引致被神懲罰，散居於各地（創 11:1-9）。 



反思：讀族譜很沉悶（後頁）？想想自己剛從被擄之地歸回國土，對於追溯自己始祖的家源重要嗎？  

日期：2 月 4日 族譜－亞當至以色列的家譜：亞伯拉罕、以掃、以色列的 12個兒子 代上 1:28-2:2 

內文：1:28-34 亞伯拉罕的家譜。亞伯拉罕的子孫是從夏甲（vv.28-31）、基土拉（vv.32-33）和

撒拉（v.34 只作交待，詳述於 2:1-2）所出的兒子來追溯。以實瑪利和他的 12 個兒子就是

亞拉伯的各支派的始祖（應驗神對以實瑪利的應許：創十七 20）。基土拉的 6個兒子，其中

米甸是米甸人始祖（在以色列歷史中佔有很重要位置，如：摩西躲避法老時在米甸居住）。

vv.35-54 以掃的家譜。這裡所記述可分為兩部分：以掃的兒子及子孫（vv.35-37）和以色

列王國以前的以東諸王（vv.43-54）。中間（vv.38-42）夾著是西珥的家譜，西珥人屬何利

人（創 36:20），並不是以撒的後裔以東人，但因著西珥之子羅坍的姊妹亭納是以掃之子以

利法的妾（創 36:12），故以掃和西珥之間的聯盟便發展出日後以東的民族（創 32:3-5、

36:8），而在以色列歷史中，以東一直是與以色列敵對。2:1-2 以色列（雅各）是以撒的兒

子，亞伯拉罕的孫，他的 12個兒子成了日後以色列民族的 12個支派（記述在這裡是有著承

上啟下的作用），而 12支派中約瑟的兩個兒子被以法蓮和瑪拿西取代，利未支派則被神揀選

作祭司及進入迦南後沒有參與分地，由其他支派作供養。 

反思：家譜是經編者整理，但為何將不屬以色列人宗族的以掃和西珥之後裔收納在內？有何意義？ 

日期：2 月 4 日  族譜－猶大的家譜：猶大、法勒斯、謝拉、希斯崙、迦勒  歷代志上 2:3-55 

內文：vv.3-4 猶大的兒子。猶大的長子與二子因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被神懲罰死去（創 38:6-10），

其後，猶大被他的媳婦他瑪所騙，從她生了一對雙生子（創 38:18、27-30）法勒斯和謝拉，

而大衛的家系是由此而出。v.5 法勒斯的兩個兒子（只作交待，希斯崙詳述於 2:9-55）。vv.6-8

謝拉的兒子。以探和希幔日後在大衛時代裡是聖殿的樂師（代上 15:16-19），亞干在當滅的

物上犯罪，連累以色列人（書 7:1）。vv.9-55 希斯崙的家譜。從希斯崙的兒子蘭直到大衛家

（vv.9-15），所記述是與《太 1:3-6；路 3:33》相同，但在此還收納了蘭的兄弟耶拉篾及其

後裔（vv.25-41）、迦勒及其後裔（vv.18-20、42-55）、西割及其後裔（vv.21-24）、大衛的

兄弟姊妹（vv.13-16）和外甥亞比篩、約押、亞撒黑、亞瑪撒（vv.16-17）。 

反思：猶大承受最大祝福是因流便、西緬、利未得罪神所致（創 35:22、34:1-31）。我們有何領會？ 

 歷代志上的分段與內文參考區應毓：《歷代志上》。 

南北兩國的比較 

猶大（南國） 以色列 / 以法蓮（北國） 

2 個支派及建都於耶路撒冷 10 個支派及先後建都於示劍、得撒、撒瑪利亞  

人數稀少及土地貧瘠（小康之家） 人數眾多及地大物博（經濟富強） 

敬拜的中心是聖殿 敬拜的中心是但與伯特利（金牛犢） 

1個朝代，歷時 345 年（公元前 931-586） 9 個朝代，歷時 209 年（公元前 931-722） 

歷任 20 個王（19 王 1后），8個好王 歷任 19個王，沒有一個好王 

較多先知輔助，利未人（祭司）支持 較少先知輔助，無利未人支持 

亡於巴比倫 亡於亞述 

南北兩國的主要先知 

北國 南國 

王朝 先知 君王 先知 

耶羅波安王朝 亞希雅 羅波安 示瑪雅、易多 

巴沙王朝 耶戶 亞撒 亞撒利雅、哈拿尼 

暗利王朝 以利亞、米該雅、以利沙 約沙法 耶戶、雅哈悉、以利以謝 

耶戶王朝 約拿、何西阿、阿摩司 約蘭 以利亞 

比加王朝 俄德 約阿施 撒迦利雅 

  約坦 以賽亞、彌迦 

  約西亞 戶勒大、西番雅、哈巴谷 

  約哈斯 耶利米 



家譜的目的（大衛郝渥德著，胡加恩譯：《舊約歷史書導論》，頁 340-342。） 

舊約學者 M.D. Johnson 認為家譜有九項撰寫的目的： 

1. 藉著尋根以表明以色列和鄰近外族乃源自相同先祖之既存關係；同時也顯示出以色列和鄰邦之

間既有某種程度的血緣關係，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有所區別； 

2. 藉著編修一部首尾一貫、總括一切的族譜體制，將之前以色列族的起源的幾處獨立並不相關聯

的段落連接； 

3. 藉以銜接各個敘事之間的間隙（創 5和 11 章以及得 4:18-22 是合適的例證）； 

4. 可執行概略的年代表功能（因為當中存在編者的選擇性，故只可概略的參考）； 

5. 具有數點的功能（如：民 26章是合適的例證）； 

6. 確應個人身份系為嫡出（鞏固他們的名份與地位）； 

7. 建立並維護那些只列在以斯拉、尼希米記中的猶太團體之同種同質性； 

8. 成為神的子民在經歷極大災難之後仍然延續的證據（即使被擄，證明神的愛仍是持續與存留）； 

9. 懷著祭司的心腸表達對順序和整頓的關切，以及歷史過程乃是依預定的計劃被統理與規劃著的

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