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課 - 分裂王國 

南北國之比較: 

 南國 北國 

支派 兩支派組成(猶大，便雅憫） 十支派組成 

首都 耶路撒冷 撒瑪利亞 

地土 較瘠(1/5) 地大 

人數 稀少(1/3) 人多 

敬拜 聖殿 金牛 

王朝 大衛王朝(一朝) 八次散位(九朝) 

歷時 445年(931-586 BC) 209年(931-722 BC) 

多少個王 20王 20王 

王的好壞 8善, 12惡 全部是惡的 

先知輔助 比較多 比較少 

與神立約 有 無 

亡於誰手 巴比倫 亞述國 

滅後回歸 有 無 

 

 

 

 

 

 

 

 

 

 



南北國王之比較: 

主前 南國(猶大)  北國(以色列)  

931 BC-872 BC 

羅波安 惡 

敵

對 

耶羅波安 惡  

亞比央 惡 拿答 惡  

亞撒 善 巴沙 惡 X 
  以拉 惡  

  心利 惡 X 
  暗利 惡 X 
  提比尼 惡  

873 BC-799 BC 約沙法 善 

和

好 

亞哈 惡  

 約蘭(Jehoram) 惡 亞哈謝(Ahaziah) 惡  

 亞哈謝(Ahaziah) 惡 約蘭(Joram) 惡  

 亞他利雅 惡 耶戶 惡 X 

 約阿施 善 約哈斯 惡  

798 BC- 794 BC 
亞瑪謝 善 

敵

對 
約阿施 惡  

793 BC- 752 BC 

烏西雅 善 

和

好 

耶羅波安二世 惡  

  撒迦利雅 惡  

  沙龍 惡 X 
  米拿現 惡 X 

751 BC- 722 BC 

約坦 善 
敵

對 

比加轄 惡  

亞哈斯 惡 比加 惡 X 

希西家 善 何細亞 惡 X 

X 散位 
  

 

   

 

 

 

 

 

 



北國有十個支派。南國兩個支派。北國叫自己做以色列。但南國才是大衛的

王朝。應該南國叫以色列。結果南國用了猶大支派的名字。 

耶羅波安, 在但(北)和百特利(南)建立敬拜金牛的地方。古時閃俗人以拜金

牛為神, 亞倫有做金牛。被譽為雷和蔬菜的神。耶羅波安, 立非利未人的祭

司。有反對的人搬遷回到南國。北國的敬拜是世俗化，和充滿偶像的。耶羅

波安是一國之君, 但只是一個戰士或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屬靈的領袖。 

羅波安是個軟弱的君王。他的愚蠢，使他失去大部分他父親和祖父的國。他

擁有聖殿和利未祭司。他在位 17年，與北國苦戰。北國聯合埃及大敗南國

。羅波安被逼從聖殿中拿財富來獻給埃及。此後羅波安不敢再興兵北伐。 

 

猶大王亞撒 

雖然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壞榜樣，年青的亞撒, 除去幽壇和偶像。他起城牆

，城門， 城市，瞭望塔，軍隊，和王國,未雨酬謀。911-870 BC, 有古實王

謝拉率領軍兵一百萬、戰車三百輛、出來攻擊猶大人(代下 14:9)。神幫助

他們戰勝敵人。在回家的路上，一個先知，向他們保證如果他們繼續依靠神

，除去偶像，神會繼續與他們同在。他清除偶像後，開嚴肅會， 人民與神

立約大聲向神起誓信靠耶和華。這是一日神的名被高舉，被榮耀和讚頌的一

天。 

亞撒登基後 36年，北國王巴沙南侵猶大(代下 16)。亞撒沒有表現出抵擋古

實大軍時的信心，他投靠亞述國，為神所不悅。神派先知哈拿尼去責備亞撒

。亞撒的晚年患痛風症。與其依賴神，他信咒語，巫術。亞撒是個好君王，

可惜他晚年未能信靠神。 

 

猶大王約沙法 

約沙法凡事希望都求問神，得神的帶領。舉行全國聖潔的敬拜。他得到神大

大的祝福和保守。在位後的年間，人民生活富庶安定。他採取公眾的教學，

用律法書為教材，祭司和利未人作老師，遍遊全國，教導人民。他建堡壘，

城牆，城市，並將軍隊訓練得整整有條。他委任士師來為人民解決難題，主

持公義。 



約沙法有能力臣服鄰邦，叫他們每年進貢。在所羅門王死後，南北國首次能

和睦相處。約沙法與北國通婚，將亞哈和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許配給自己

的兒子約蘭。表面看來，這婚姻給南北國帶來和解。但日後卻給南國帶來極

大的麻煩。因為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將拜偶像巴力的罪帶到南國。很多

時表面的粉飾太平，會帶來日後嚴重的後果。約沙法 60 歲死去，傳位給約

蘭。 

 

以色列國的混亂 

北國是軍人掌權的國家。 耶羅波安死後拿答繼位, 拿答在位兩年，被將軍

巴沙奪位。將耶羅波安的後人殺盡。巴沙當權後，很快就與亞撒開戰。展開

了多年南北國之戰。巴沙在位 24年去世，由他嗜酒的兒子以拉繼位(王上 

16)。 

心利是管理戰車的臣子, 他殺了以拉(在位二年)和所有以拉的親友。 

元帥暗利又背叛心利。心利見城破失、火燒宮殿、自焚而死(在位七日)。 

暗利在位 12年，建立首都在撒瑪利亞。這堅固的城池，使亞述國用了兩年

的時間才能攻下撒瑪利亞(722BC)。 

暗利又與腓尼基聯婚，將西頓公主，耶洗別許配給自己的兒子亞哈, 將耶洗

別的偶像帶到以色列。一時間，以色列人拜偶像巴力。外幫人的先知亦遍佈

全國。在暗利年間，敘利亞變得日益強盛。此後 50年北國不斷受到敘利亞

的侵襲和壓迫。 

亞哈王其實是一為頗有才幹的王。他是一個出色的將軍，和管理者。但由於

耶洗別的邪惡，遮蓋了亞哈的功德。他鞏固自己的城池，建造美麗的宮庭和

聖殿。他的象牙宮殿是當時有名的。 

在南北國的通婚下，太平盛世。在亞哈的統治下，北國變得非常富有。但靈

命卻倒退，拜金牛。 

耶洗別命人民離棄神，接納巴力。耶洗別的陰險性在拿伯葡萄園事件中，表

露無遺 (王上 16)。耶洗別的問題源於所羅門王，他敬拜妻子的偶像。最後

神要派以利亞去剷除巴力。 

 



以利亞，以利沙 

由於耶洗別的原固，以色列人漸漸遠離神。他們以為他們的豐收，財富，是

巴力所賜。神差派以利亞先知去向人民宣講祂的話語。以利亞的意思是行神

蹟者 

以利亞、對亞哈說、我指著所事奉永生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起誓、這幾年我

若不禱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王上 17:1)。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

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 (雅 5:17-18)。 

第七次僕人說、我看見有一小片雲從海裏上來、不過如人手那樣大(王上 

18:44)。 

神鍛鍊以利亞的信心, 你離開這裏、往東去、藏在約但河東邊的基立溪旁。 

你要喝那溪裏的水． 烏鴉早晚給他叼餅、和肉來．他也喝那溪裏的水。 過

了些日子、溪水就乾了、因為雨沒有下在地上(王上 17:5)。 

你起身往西頓的撒勒法去, 我已吩咐那裏的一個寡婦供養你。寡婦說我沒有

餅、罈內只有一把麵、瓶裏只有一點油。神如此說、罈內的麵必不減少、瓶

裏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以利亞使寡婦的兒子復

活。 

他又在迦密山頂與巴力的先知比試。與亞撒會面是對以利亞一個很大的信心

考驗。因為以利亞求天不下雨，為以色列帶來旱災，亞撒正想殺他。 

到了正午、以利亞嬉笑他們、說、大聲求告吧．因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

走到一邊、或行路、或睡覺、你們當叫醒他(王上 18:27)。 

耶和華阿、求你應允我、應允我、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 神、又知道是你

叫這民的心回轉(王上 18:37)。 

眾民看見了、就俯伏在地、說、耶和華是 神、耶和華是神(王上 18:37)。 

以利亞逃離耶洗別的追殺。他一口氣跑了 100里, 別是巴，在羅騰樹下求死 

問題: 以利亞逃跑是自己的旨意，還是神的旨意? 



王上 19:7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他、說、起來吃吧、因為你當走的路甚

遠． 

他再跑 200里到何烈山, 躲藏在洞中。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

前。那時耶和華從那裏經過、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

在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中． 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

火後有微小的聲音．給他看見神的大能 

耶和華對他說、你回去、從曠野往大馬色去(敘利亞)．膏哈薛作亞蘭王． 又

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並膏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你。 

因為拿伯的事，神差派以利亞去數算和定亞哈的罪，耶和華說、我必使災禍

臨到你、將你除盡、凡屬你的男丁、無論困住的、自由的、都從以色列中剪

除王上 21:21． 

論到耶洗別、耶和華也說、狗必吃耶洗別的肉。 凡屬亞哈的人、死在城中的

、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鳥吃。亞哈聽了悔改。 

以利沙是一個溫文的先知。他盡心向以利亞學習。他們探訪了百特利和耶利

歌的先知，就過約旦河，在摩押的山中，與摩西死去很相近的地方。忽有火

車火馬、將二人隔開、以利亞就乘旋風升天去了。(王下 2:11) 

像以利亞，以利沙有施行神蹟的能力。最顯注的是醫好亞蘭王的元帥乃縵的

大痲瘋。 

他協助以色列除去偶像巴力。他派人膏立耶戶,執行對亞哈和耶洗別的審判

。 

 

近百年的混亂 

亞哈謝(2 years)和約蘭(12 years) 後耶戶散位。他殺死猶大王亞哈謝，和

以色列王約蘭(王下 9)。他將亞哈和耶洗別處死，應驗了以利亞先知的預言

。剷除巴力的工作由以利亞和以利沙開始，由耶戶完成。他請所有拜巴力的

人來聖殿集合，然後將他們一網打盡。 

耶戶對國中年青領袖的猜疑，而將他們殺死。所以當亞述國攻打敘利亞的時

候。以色列未能出手相助。為了自保，不惜用財富來收買亞述國。這招來亞



蘭王哈薛對以色列的不滿。亞蘭攻打以色列，火燒全城, 大肆屠殺，將嬰兒

在父母面前壓碎。以色列盡失在約旦河東岸的地土。這禍患延續至耶戶死後

30年。 

耶戶是個剛強的領袖。他為神所用來除去偶像巴力。他的王朝是充滿血腥的

。耶戶的晚年因亞述和亞蘭國的侵襲而充滿痛苦。 

亞他利雅是耶洗別的女兒, 是猶大國亞蘭的妻子。她享受了亞撒和約沙法所

帶來的太平盛世。像她母親，亞他利雅是個巴力的敬拜者。當她丈夫約蘭死

去，兒子亞哈謝登基。但在一年間，被耶戶所殺。亞他利雅殺盡王室的人，

自己來掌權。巴力的敬拜在以色列被清除，反在猶大國盛行。 

約蘭王的女兒、亞哈謝的妹子約示巴把約阿施和乳母他藏在耶和華的殿裏六

年(王下 11)。祭司耶何耶大得護衛兵的支持擁立約阿施為王。亞他利雅被

殺。 

約阿施當政後依賴祭司耶何耶大，行改革，清理朝中的腐敗。著重敬拜。設

立奉獻箱籌款修理聖殿。 

但當祭司耶何耶大死後, 約阿施誤聽奸言，容許敬拜偶像。耶何耶大的兒子

撒迦利亞勸諫，被處決(代下 24:22)。 

約阿施晚年淒涼，被亞蘭國攻擊，以至要獻財寶求和。他被人民所憎惡，最

後被行刺而死。 

 

約珥先知 

相信是在約阿施當政的早年出現在耶路撒冷。當時有嚴重的旱災，與有史以

來最厲害的蝗蟲災害。約珥先知叫人民悔改，尋求神。 

約珥書 2:12-13 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一心

歸向我。 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 神．因為他

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 

約珥的話被接納，神說他們必得飽足、必永遠不至羞愧。在那些日子、我要

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神解除他們當時的困境，蝗蟲，旱災。但這亦是五旬節，教會誕生的預言，

更含有基督再來的預言。 

代下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

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猶大王亞瑪謝 

亞瑪謝是個愚蠢的人。他戰勝以東人，但將他們的偶像帶回耶路撒冷。他乘

勝挑戰北國。結果遭受慘敗，最後被人民所殺。 

 

猶大王烏西雅 

猶大王烏西雅和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二世共享近 50年的太平盛世。  他們把

領土擴張到接近大衛時所有的領域。 

烏西雅在位 40年。他戰勝敵人，收服失地／海港。建築城市，城牆，葡萄

園，水道，使人民的生活改進。貴族開始得勢。人民亦因富足而離棄神。 

(烏西雅死後，約坦繼位。承受了太平盛世。亞哈斯跟著繼位，在位 16年。

以賽亞向亞哈斯傳講神的話，但沒有用。當以色列和亞蘭國攻打猶大。亞哈

斯投靠亞述國而，不依靠神) 

 

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二世 

耶羅波安二世在 40位年。他的貢獻與烏西雅相似。他阻止亞蘭國的攻擊。

一時間以東，摩押，亞門都被以色列控制。有宏偉的宮殿和公眾場所。人民

富裕，靈命卻倒退。 

 

約拿先知 

約拿先知的事工是在耶羅波安二世的年間。他曾預言耶羅波安二世將收回以

色列邊界之地(王下 14:25)。神叫約拿去傳福音給尼尼微亞述的首都。因為

以色列和亞述的世仇，約拿拒絕這份差事。最後去了，全城悔改。 



神叫亞摩司和何西阿去喚醒那些又富足又屬世的人民。 

 

亞摩司先知 

亞摩司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樹的(摩 7:14)．神差遣他去向以色列傳話。當

富裕的以色列民正預備在百特利，獻上最好的祭物給神（金牛),亞摩司出現

了。他首先咒罵亞蘭國，然後非利時，亞門，摩押，以東(摩 1)。相信他的

信息帶來以色列人的贊同。因他們憎恨他們的鄰居。他開始咒罵猶大。然後

他數算以色列的罪, 不公正，貪婪，淫蕩，褻瀆，高利貸，不道德，販賣奴

僕。他們的律法系統是充滿罪惡的，有錢人是貪婪的，婦女是無情的，自私

的，不敬虔。亞摩司叫這些女人做巴山的母牛。 

亞摩司預言撒瑪利亞將被毀，人民被擄。他不忍心看見這收場而勸以色列悔

改。(摩 5:16,24)要惡惡好善、在城門口秉公行義．或者耶和華萬軍之 神

向約瑟的餘民施恩。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亞摩司說 以撒的丘壇必然淒涼、以色列的聖所必然荒廢．我必興起、用刀

攻擊耶羅波安的家。 

祭司亞瑪謝打發人到以色列王耶羅波安 II那裏、說、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

、圖謀背叛你。於是耶羅波安命阿摩司離開以色列。阿摩司就回去南國猶大

。 

 

阿摩司的教導: 

1) 神的主權- 神是各國(亞蘭,,非利時,亞門,摩押,以東, 猶大和以色列), 

全世界，全宇宙的神。 

2)神的祈望- 神對他的子民，有特別的祈望,(摩 3:2 在地上萬族中、我只

認識你們．因此、我必追討你們的一切罪孽)。 

3)社會的公義- 神要求我們彼此以誠實，公義對待。 

4)真正的敬拜- 神要求我們要用誠實來敬拜祂，而不是空有外表和物質的敬

拜。 

 



何西阿先知 

正當亞述國正準備揮軍南下滅掉以色列的時候，神差派何西阿去勸以色列。

何西亞比亞摩司遲了幾年出道。他數算以色列人的罪.  

何 4:1-2 以色列人哪、你們當聽耶和華的話．耶和華與這地的居民爭辯、

因這地上無誠實、無良善、無人認識 神。 但起假誓、不踐前言、殺害、

偷盜、姦淫、行強暴、殺人流血接連不斷。 

神要何西阿娶歌篾為妻。但歌篾是一個不貞的妻子。何西阿與歌篾的關係，

正如神與以色列的關係。 

何西阿愛歌篾, 但歌篾有很多情人對何西阿不忠。同樣神愛以色列，但以色

列有很多偶像對神不忠。 

以色列人知道神是大能的神。但透過何西阿對歌篾的愛，以色列人體會到神

的愛。 

何 14:4 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因為我的怒氣向他們轉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