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3 月 4 日 猶大諸王－亞撒王朝（神看為好的王）：亞撒與北國的爭戰與結語 代下 16:1-14 

內文：vv.1-6 亞撒 36 年（王上 16:8，巴沙於亞撒 26年去世，故 36或許是南國立國以來的年數，

換言之這裡便是亞撒 16年），北國（以色列）巴沙王攻擊猶大及修築拉瑪（耶路撒冷北面的

城鎮），不准人從猶大王亞撒那裡出入。於是，亞撒將聖殿和王宮府庫裡的金銀拿去收買亞

蘭王便哈達，使他們廢掉與北國立的約並攻打巴沙，逼巴沙放棄修築拉瑪。其後，亞撒吩咐

眾人將建築拉瑪的材料用來修築位於東面的迦巴和位於西面的米斯巴。vv.7-10 先知（先見）

哈拿尼責備亞撒：遇困難無仰賴神、忽視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借助外力是愚昧的行為，因導

致日後必有爭戰。亞撒聽後沒有悔意，反惱恨先知，將他囚在監裡，並虐待一些人民。vv.11-14

亞撒作王 39年患有重病，但只求醫生而沒有呼求神（反映他的病出於叛逆神），他壽終時有

香膏裹屍，得百姓舉火致哀，其後便葬在大衛城自己所鑿的墳墓裡。 

反思：亞撒生平如同一個中途變節的信徒，但為何有此改變？我們又會犯上相同的錯誤嗎？ 

日期：3月 4日  猶大諸王－約沙法王朝（神看為好的王）：約沙法的治理與成敗  代下 17:1-19 

內文：vv.1-5 亞撒的兒子約沙法接續作王，他奮勇自強去防備北國的人，又鞏固內部城邑作防守。

因約沙法行他祖大衛的道，不尋求巴力而只尋求他父親的神，遵行神的誡命而不效法北國的

行為，故神與他同在，堅定他的國，而國民愛戴他便送禮給他。vv.6-9 他高興遵行神的道，

從猶大除掉一切邱壇和木偶。他作王第 3年，差臣子們與利未人及祭司帶同神的律法書走遍

猶大各城去教導百姓。vv.10-11 神使猶大四圍的列國都甚恐懼，不敢與約沙法爭戰，非利

士人與亞拉伯人也向他進貢。vv.12-19 約沙法日漸強大，在猶大建造營寨、積貨城和其他

工程，並按著宗族率領大能的勇士，而約沙法在猶大全地堅固城所安置的勇士還未計算在內。 

反思：約沙法是由內而外作信仰的更新，也高興地去學習及吩咐教導神的律法。我們有這種態度嗎？ 

日期：3月 5日 猶大諸王－約沙法王朝（神看為好的王）：約沙法與亞哈結盟 歷代志下 18:1-19:3 

內文：18:1-8 南國約沙法王大有尊榮與財物時，就與北國亞哈王結親（代下 21:6，約沙法的兒子

約蘭娶亞哈的女兒亞他利雅）。過了幾年，他去見亞哈，亞哈熱誠款待他及跟從他的人，又

勸他合力對抗亞蘭，奪回基列的拉末。亞哈問約沙法的意願，他表明與亞哈無分彼此，但必

須先要去求問神，於是亞哈招聚 400 位北國的先知，他們同聲說可以攻打。約沙法猜疑，向

亞哈查問應該還有神的先知可以求問，結果召來所說的話都是不順從亞哈的米該雅。18:9-27

約沙法和亞哈在撒瑪利亞（北國首都）的城門前都穿上朝服坐下，所有的先知都在兩位王面

前說預言。假先知西底家建議攻打，眾假先知們和應，但米該亞指著神起誓表明自己是真先

知，只忠心傳講神的話，他陳明這是從神來的凶訊，是有謊言的靈引誘他們，故北國眾民將

散在山上，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當假先知西底家向他質問神的靈離開自己，他回應西

底家隱藏起來求問神，便會看見。結果，米該雅被判下在監裡吃不飽、喝不足，但他仍重申

說若亞哈平安回來，神就無藉他說話，故囑咐眾民要聽從他的話。18:28-34 亞哈與約沙法

同到基列的拉末作戰，亞哈喬裝上陣，亞蘭王吩咐軍兵只需與亞哈爭戰，軍兵看見身穿王服

上陣的約沙法便認定他是亞蘭王要攻擊的對象，準備與他爭戰，但他一呼喊，神就幫助他及

感動軍兵離開他。可是，亞哈被一人隨便開弓射入甲縫裡，傷重而死。19:1-3 約沙法平安

返回耶路撒冷的王宮裡，先知耶戶出來迎接他，責備他豈當幫助恨惡神的人（亞哈），故神

的忿怒臨到他，但也陳明他有從國中除掉木偶及立定心意尋求神的善行。 

反思：先知的責備足見約沙法與亞哈結親及同爭戰是錯的，但為何他會這樣做？背後有何動機？ 

日期：3 月 5 日 猶大諸王－約沙法王朝（神看為好的王）：約沙法的司法改革 歷代志下 19:4-11 

內文：約沙法出巡民間，走遍猶大各地去引導眾人歸向他們列祖的神，又四處設立審判官，吩咐他

們必須辦事謹慎，因他們的判斷不是為人，乃是為神；故判斷的時候，神必與他們同在。為

此，他們應當敬畏神，不偏待人及受收賄賂，而待設立完審判官後，他再囑咐他們要敬畏神，

忠心誠實辦事，然後才回到耶路撒冷。這樣，凡屬神的事便有大祭司亞瑪利雅管理；凡屬王

的事有猶大支派的族長以實瑪利的兒子西巴第雅管理；在他們面前有利未人作官長。結語時

勸勉他們應當壯膽辦事，願神與善人同在。 

反思：約沙法身體力行去教導人及一再囑咐審判官要為神有公義及謹慎行事。我們有這種見證嗎？ 

日期：3月 6日  猶大諸王－約沙法王朝（神看為好的王）：約沙法擊退外敵  歷代志下 20:1-30 

內文：vv.1-12 摩押、亞捫和米烏尼人一同來攻擊約沙法（三軍是在米烏尼人住的地方會合後，再

從以東出發），約沙法聽到就甚懼怕，但他定意尋求神，就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結果，他

們在聚會中尋求神幫助，而約沙法則站在聖殿的院前求告神，追述神過往對列祖的恩典和應

許。其後，他再陳明百姓的無辜與無助，並仰望神對他們施恩。vv.13-17 猶大眾人都站在



聖殿前，那時神的靈就在會中臨到雅哈悉，他代神說話去安慰百姓和約沙法不要懼怕來臨的

大軍，因勝敗的掌握是在乎神；故你們儘管去迎戰，因神與你們同在。vv.18-26 約沙法與

猶大眾人一同面伏於地，俯伏在神面前叩拜，哥轄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用極大的聲音讚美

神。第二日的清早，眾人出去之時，約沙法站著宣告，眾人信神就必立穩，信他的先知就必

亨通。其後，約沙法與民商議後，就設立歌唱的人走在軍隊之前頌讚神的慈愛永遠長存。結

果，神使敵軍彼此互相殘殺，約沙法便得勝，並用三日時間取走敵人甚多的財物。第四日，

眾人聚集在比拉迦谷（稱頌的意思）那裡稱頌神。vv.27-30 約沙法率領眾人一同歡歡喜喜

地彈琴，鼓瑟，吹號來到耶路撒冷，因神使他們戰勝仇敵。他們進了聖殿，列邦諸國聽見神

戰敗以色列的仇敵，就甚懼怕。這樣，神賜他四境平安，約沙法的國便得享太平。 

反思：約沙法面對敵人時有何反應？這給我們什麼提示？我們有否類同經歷到神的安慰與應許？ 

日期：3 月 6 日 猶大諸王－約沙法王朝（神看為好的王）：約沙法的結語 歷代志下 20:31-21:1 

內文：約沙法登基時 35歲，作王 25年，他母親名叫阿蘇巴。約沙法效法他父亞撒所行的，不偏左

右地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百姓也沒有立定心意歸向他們列祖的神。

往後，約沙法與北國的王亞哈謝交好，二王合作造船要往他施去，但如先知以利以謝所言，

此事被神干預，船被弄壞，他們就不能去他施了（神破壞這個計劃，是因亞哈謝行惡太甚）。

約沙法壽終後與他列祖同睡，葬在大衛城他列祖的墳地裡，他兒子約蘭接續作王。 

反思：我們對神破壞二王的計劃有何體會？ 

日期：3 月 7 日    猶大諸王－約蘭王朝    歷代志下 21:2-20 

內文：vv.1-4 約蘭是約沙法的長子，故取得王位繼承權，弟弟們則分得金錢和城邑，但他作王後

卻殺死弟弟們及猶大的幾個首領（以色列的幾個首領）。vv.5-11 約蘭登基時 32 歲，作王 8

年，他跟從以色列家（北國）及與亞哈家一樣離棄神，娶了亞哈的女為妻，行神眼中看為惡

的事，也在猶大諸山建築邱壇，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誘惑猶大人。然而神因他僕人大

衛的緣故無滅絕猶大（南國），仍給大衛家（猶大）不斷有後裔繼承（有燈光）。可是，約蘭

作王期間，因他離棄他列祖的神，以東人與立拿人（非利士境內）都背叛他，脫離了猶大的

權下。vv.12-15 先知以利亞致函約蘭，代神宣告因他不行父親和祖父的道，故神必降災難

給他的國民和親人，他則死於腸疾。vv.16-19 神激動非利士人和亞拉伯人攻打猶大，除小

兒子亞哈謝外，便擄掠了宮裡所有的財寶與約蘭的親人。其後神使約蘭的腸子患不治之症，

2年後死亡。v.20 結語記述約蘭去世時無人思慕，雖葬在大衛城，但無埋葬在列王的墳墓裡。 

反思：約蘭作王後為何仍殺弟弟們與首領？他死後無人思念及無葬在王的墳墓裡，背後有何意思？ 

日期：3月 7日    猶大諸王－亞哈謝王朝    歷代志下 22:1-9 

內文：上文戰事中（代下 21:16-19），亞拉伯人殺了亞哈謝的哥哥們，故耶路撒冷的居民立亞哈謝

作王，他登基時 42 歲，作王 1 年，母親名亞他利雅，是北國暗利王的孫女。他效法亞哈家

所行，又因受母親引導便去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此外，他又與行惡的北國王約蘭交好，一

同去基列的拉末與亞蘭王哈薛作戰，約蘭受傷到了耶斯列養傷，他到耶斯列探望約蘭，其後

又同約蘭去攻擊耶戶。結果，耶戶去殺亞哈家之時，路上殺了亞哈謝的親屬，而亞哈謝藏在

撒瑪利亞，但被眾人捉住帶去見耶戶，耶戶殺他的原因是他是那盡心尋求神之約沙法的兒子。 

反思：我們對亞哈謝被耶戶殺死的原因有何啟迪？對亞哈謝作王時的行為又有何提醒？ 

日期：3 月 8 日    猶大諸王－亞他利雅王朝    歷代志下 22:10-23:21 

內文：22:10-12 亞哈謝被耶戶所殺後，他的母親亞他利雅起來剿滅王室，篡了王位，當中惟有亞

哈謝的兒子約阿施被姑媽約示巴（祭司耶何耶大的妻子）救出後與他的乳母躲藏在聖殿裡六

年。23:1-15 第七年，耶何耶大召聚全國領袖與利未人，陳明約阿施應當作王，這正如神指

著大衛所應許的。他們聽後在聖殿中與約阿施立約，奉他為王，又使祭司和利未人緊密保護

他，並給他戴上冠冕及將律法書交給他，膏他作王。亞他利雅發覺這計謀後就悲慟地喊叫作

反了。其後，祭司刻意讓她逃到聖殿外的馬門就殺死她。23:16-21 耶何耶大領約阿施和百

姓與神立約作祂的民，又拆毀巴力廟及殺了巴力的祭司瑪坦，並按大衛分派及摩西律法來重

整聖殿的敬拜。最後，他率領領袖們及眾民請約阿施從聖殿出來正式登基作王，眾民都歡樂。 

反思：祭司耶何耶大為王所作的舖排，有什麼值得我們學習之處？為何他有能力但不篡位稱王？ 

日期：3 月 8 日    猶大諸王－約阿施王朝（神看為好的王）    歷代志下 24:1-27 

內文：vv.1-3 約阿施登基時 7歲，作王 40年，他的母親名西比亞。約阿施在祭司耶何耶大輔政下

成長，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也娶妻生兒育女。vv.4-14 約阿施決意重修聖殿，便召聚眾祭

司及利未人，吩咐他們往猶大各地，將捐助所得的錢用來修殿，但利未人將事情拖延。其後，



約阿施召了大祭司耶何耶大前來，他建議做一個奉獻箱放在聖殿祭壇旁來收集款項，約阿施

照造及吩咐要通告全國，眾人都要按摩西在曠野所吩咐的將捐項奉獻給神。結果，眾人都歡

喜地盡力捐錢，約阿施將銀子收下後便吩咐要僱用工匠動工重修聖殿，又將餘款製造聖殿供

奉所用的各樣器皿，而當耶何耶大在世之時，眾人都常在聖殿裡獻燔祭。vv.15-16 耶何耶

大活到 130 歲，因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及事奉神和修聖殿，故被葬在大衛城列王的墓裡。

vv.17-22 約阿施離棄神去事奉偶像，使神憤怒，但神仍遣先知去引導他們歸向祂；可是他

們不肯聽，神便再感動耶何耶大的兒子撒迦利亞去警戒他們，但他們竟同心謀害他，故他臨

死時願神鑒察伸冤。vv.23-27 神藉亞蘭王哈薛入侵耶路撒冷來懲罰約阿施，使眾首領被殺

及掠走很多財物。其後，約阿施患重病，又被他的臣僕所背叛（為撒迦利亞報仇），把他殺

了。雖然約阿施被葬在大衛城，但無埋葬在列王的墳墓裡，他兒子亞瑪謝接續作王。 

反思：約阿施在耶何耶大去世後判若兩人，反映出有虔誠夥伴的重要。我們有這種虔誠夥伴嗎？  

日期：3 月 9 日    猶大諸王－亞瑪謝王朝（神看為好的王）    歷代志下 25:1-28 

內文：vv.1-4 亞瑪謝登基時 25歲，作王 29年，他的母親名約耶但。亞瑪謝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

只是心不專誠，當國位穩定便殺了他的殺父仇人，但照律法書吩咐無殺害他的兒子（申

24:16）。vv.5-13 亞瑪謝召聚猶大和便雅憫人來設立領袖，又用錢僱用來自北國（以色列）

的雇傭兵，但經神人勸諫，陳明用雇傭兵是神不保守的，他聽後順服神人指示放棄雇傭兵，

雇傭兵就甚惱怒回家，而他率軍攻打以東得勝，並掠奪很多財物。vv.14-24 亞瑪謝所掠奪

的財物中，竟包括西珥的神像，而他還向神像叩拜燒香，當作自己的神。這事使神動怒，差

先知責備他，但他不聽從並責問先知。結果，神使他與北國約阿施王於猶大的伯示麥爭戰，

並敗於其手，耶路撒冷被攻下，城牆有部分被拆毀，聖殿器皿和財寶也被奪。vv.25-28 北國

約阿施死後，南國亞瑪謝又活了 15年，但自從他離棄神以後，他在耶路撒冷遭人背叛就逃到拉吉，

在那裡被叛黨所殺。他死後被人用馬將屍首馱到耶路撒冷，葬在大衛城他列祖的墳地裡。 

反思：亞瑪謝行神看為正的事，但卻因心懷二意終究無好結果。我們會否同他一樣作騎牆派基督徒？  

日期：3 月 9 日    猶大諸王－烏西亞王朝（神看為好的王）    歷代志下 26:1-23 

內文：vv.1-8 猶大眾民立亞瑪謝的兒子烏西雅（亞撒利雅）接續作王，他登基時 16 歲，作王 52

年，他的母親名耶可利雅。烏西雅收回南部的貿易海港以錄及重新修理，又行神眼中看為正

的事，效法父親一切所行的，並願意聽從撒迦利亞（先知）的話去尋求神，故神使他戰勝西、

南部一帶的民族（非利士人、阿拉伯人、米烏利人）及亞捫人也來進貢，他的聲威與國力強

盛遠播至埃及。vv.9-15 烏西亞在耶路撒冷建城樓作防禦，又在曠野與高原和平原建望樓及

挖井，並重編軍制，軍兵全是大能勇士及有完備的武裝。vv.16-21 他因強盛而心高氣傲，

不理會祭司亞撒利雅的勸阻，要取代祭司向神燒香。當他拿著香及正向祭司發怒之時，神降

災給他，使他長出大痲瘋及住在別處而與聖殿隔絕，直到死亡。那時，他兒子約坦攝政，治

理國民。烏西雅壽終後葬在王陵的田間他列祖的墳地裡，他兒子約坦接續作王。 

反思：烏西亞強盛便心高氣傲，因干犯神所定的職責而被神審判及與神隔絕。我們對此有何體會？  

日期：3 月 10 日    猶大諸王－約坦王朝（神看為好的王）    歷代志下 27:1-9 

內文：vv.1-5 約坦登基時 25 歲，作王 16 年（攝政 13 年），他的母親名耶路沙。約坦行神眼中看

為正的事，效法父親烏西雅一切所行的，但不入聖殿（避免犯父親的錯誤），而百姓仍在邱

壇獻祭燒香（行邪僻的事）。此外，約坦的功績包括：建立聖殿的上門（北門）、建造俄斐勒

城、在山地建城邑、在樹林中建營寨和高樓、亞捫人向猶大進貢三年。vv.6-9 約坦因在神

面前行正道，故日漸強盛。他壽終後葬在大衛城他列祖的墳地裡，他兒子亞哈施接續作王。 

反思：我們怎樣理解約坦為避免犯父親的錯誤而不入聖殿，但神對他的評價是行神看為正的事？ 

日期：3 月 10 日    猶大諸王－亞哈施王朝    歷代志下 28:1-27 

內文：vv.1-15 亞哈施登基時 20歲，作王 16 年，他不跟從先祖大衛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反之，

他跟從北國諸王所行神憎惡的去鑄造巴力的像、使兒女經火及在邱壇獻祭燒香。因亞哈施離

棄神，神便將他交給亞蘭王，亞蘭王便擄去猶大許多的民；神又將他交給北國比加王，比加

一日便殺死很多猶大的大能勇士，當中一位以法蓮名叫細基利的勇士殺死瑪西雅（因約哈施

年幼，或許不是他親生子）和管理王宮的押斯利甘及宰相以利加拿，並擄走很多猶大人及財

物到北國。可是，北國一位名叫俄德的先知，他警戒和勸告北國士兵，他們能戰勝猶大乃是

出於神的允准，非他們的本領；故他們不應濫殺同胞，又使猶大人作奴婢，因這種罪行使神

對他們發大怒，所以他們應立即釋放猶大俘虜。於是，以法蓮人的幾個族長便按俄德的勸告

照做，並從掠奪財物中給回衣服和鞋給他們穿，又給他們吃喝及用膏抹他們，而當中身體軟



弱的則可騎驢回去。vv.16-21 因亞哈施放肆地大大干犯神，神便使猶大卑微，故被以東人

和非利士人攻擊，擄掠了子民及奪取城邑。亞哈施求助於亞述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把聖殿

和王宮裡及首領們的財物用來收買他，但無濟於事，並反被他欺凌。vv.22-27 亞哈施急難時

越發得罪神，他心想亞蘭王是得大馬色的神幫助而強大，便去祭祀大馬色的神，期望得幫助，

但拜這些偶像反使他遭敗亡。此外，亞哈施又破壞聖殿裡的器皿、封鎖聖殿的門、在耶路撒

冷各處的拐角建祭壇、在猶大各城建邱壇及向別神燒香，惹動他列祖神的怒氣。亞哈施壽終

後雖被葬在耶路撒冷城裡，但沒有被葬在以色列諸王的墳墓中，他兒子希西家接續作王。 

反思：細想亞哈施所行的事對我們有何啟迪？我們會否照單全收所謂成功秘訣而忽視信仰的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