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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结构

列王纪下-结构

王下1-8 以利沙的事迹

王下9-17 分裂王国历史直到北国灭国

王下18-25 南国历史直到被掳至巴比伦



列王纪结构

犹大王 以色列王

约兰 Jehoram 848-841 约兰Jehoram 852-841

亚哈谢 Ahziah 841 耶户Jehu 841-814

亚他利雅 Athaliah (女) 841-835

约阿施 Jehoash+
835-796 约哈斯 Jehozhaz 814-798

亚玛谢 Amaziah+
796-781 约阿施 Jehoash 798-783

乌西雅 Uzziah+

(亚撒利雅 Azariah)

781-740 耶罗波安二世

Jeroboam II
783-743

撒迦利雅 Zechariah 743

沙龙 Shallum 743

米拿现 Menahem 743-738

比加辖 Pekahiah 738-737

约坦 Jotham+
740-736 比加 Pekah 737-732

亚哈斯 Ahaz 736-716 何细亚 Hoshea 732-722



13:10-13,22-25 以色列王-约阿施
13:14-21 以利沙去世

14:1-14,17-22 犹大王-亚玛谢
14:15-16 以色列王-约阿施-结束公式
14:23-29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
15:1-7 犹大王-亚撒利雅
15:8-12 以色列王-撒迦利亚
15:13-16 以色列王-沙龙
15:17-22 以色列王-米拿现
15:23-26 以色列王-比加辖
15:27-31 以色列王-比加
15:32-38 犹大王-约坦
16:1-20 犹大王-亚哈斯





【犹大王亚玛谢】

14:1-4 王朝总述
14:5-18 政治事件

14:15-16 约阿施-结束公式
14:17-22 结束公式

王下 14:1-29



【犹大王亚玛谢】1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第二年，犹
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2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叫约耶但，是耶路撒冷人。
3 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
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4 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
里献祭烧香。

王下 14:1-29

王朝总述



5 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6 却没有治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
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各
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7 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一万，又攻取了西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

8 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
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9 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
亚玛谢，说，利巴嫩的蒺藜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
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蒺藜践踏了。10 你打败
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
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11 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
施上来，在犹大的伯示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12 犹大人败在以色
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13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示麦擒住亚哈谢的
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
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四百肘，14 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
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王下 14:1-29
政治事件



5 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6 却没有治死杀王之
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
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各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7 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一万，又攻取了西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

8 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你来，
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9 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利巴嫩
的蒺藜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
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蒺藜践踏了。10 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
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11 亚玛谢却
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犹大的伯示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
战场。12 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13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
示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
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四百肘，14 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
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王下 14:1-29
政治事件



5 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6 却没有治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
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各人要为本身的
罪而死。

7 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一万，又攻取了西拉，改名叫约帖，
直到今日。
8 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你来，
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9 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利巴嫩
的蒺藜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
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蒺藜践踏了。10 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
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11 亚玛谢却
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犹大的伯示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
战场。12 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13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
示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
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四百肘，14 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
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了香。

王下 14:1-29
政治事件



犹大
耶路撒冷

以色列

撒玛利亚

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一万，

又攻取了西拉，改名叫约帖，

直到今日。(王下14:7)

以东
盐谷

西拉



5 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6 却没有治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
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各人要为本身的
罪而死。

7 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一万，又攻取了西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

8 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
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9 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
亚玛谢，说，利巴嫩的蒺藜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
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蒺藜践踏了。10 你打败
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
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11 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
施上来，在犹大的伯示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12 犹大人败在以色
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13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示麦擒住亚哈谢的
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
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四百肘，14 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
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王下 14:1-29
政治事件



犹大
耶路撒冷

以色列

撒玛利亚

… 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

犹大的伯示麦与犹大王亚玛谢

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

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示麦擒住

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

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

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

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四百肘。

(王下14:11-13) 

以东

伯示麦



以法莲门？

(耶路撒冷北墙，通往以法莲支派)

角门？

(耶路撒冷西北角)

400肘(180m)

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

(亚玛谢时代亦同？)

北面坡缓，较易被攻破



以法莲门？

角门？

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

另一种版本：



17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
亚玛谢又活了十五年。18 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
上。19 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
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20 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21 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
撒利雅（又名乌西雅）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十六岁。
22 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亚撒利雅收回以拉他仍归犹大，
又重新修理。

王下 14:1-29

结束公式



犹大
耶路撒冷

以色列

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

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

拉吉将他杀了。(王下14:19)

拉吉



【以色列王约阿施-结束公式】15 约阿施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
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争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6 约阿施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
里。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作王。

王下 14:1-29

结束公式

12 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玛谢争战的勇
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13 约阿施与他列祖同睡，耶罗波
安坐了他的位。约阿施与以色列诸王一同葬在撒玛利亚。

王下 13:12-13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II】

23-24 王朝总述

25-27 政治事件

28-29 结束公式

王下 14:1-29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3 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
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四十一
年。24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
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

王下 14:1-29

王朝总述

当犹大王乌西雅，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
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司得默示论
以色列。 摩1:1



25 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
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迦特希弗人亚米太的儿子先知约拿
所说的。26 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27 耶和华并没有说
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
他们。

王下 14:1-29

政治事件



王下 14:1-29



28 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争战，
怎样收回大马色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
诸王记上。29 耶罗波安与他列祖以色列诸王同睡。他儿子撒
迦利雅接续他作王。

王下 14:1-29

结束公式





13:10-13,22-25 以色列王-约阿施
13:14-21 以利沙去世

14:1-14,17-22 犹大王-亚玛谢
14:15-16 以色列王-约阿施-结束公式
14:23-29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
15:1-7 犹大王-亚撒利雅
15:8-12 以色列王-撒迦利亚
15:13-16 以色列王-沙龙
15:17-22 以色列王-米拿现
15:23-26 以色列王-比加辖
15:27-31 以色列王-比加
15:32-38 犹大王-约坦
16:1-20 犹大王-亚哈斯



【犹大王亚撒利雅】1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七年，犹大王亚
玛谢的儿子亚撒利雅登基，2 他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
撒冷作王五十二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雅，是耶路撒冷人。
3 亚撒利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
所行的。4 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5 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疯，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
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6 亚撒利雅其余的
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7 亚撒利雅与他列祖同
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

王朝总述

王下 15:1-38

结束公式



列王纪结构王下 16:1-20

16他【亚撒利雅】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
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17

祭司亚撒利雅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
18他们就阻挡乌西雅王，对他说，乌西雅阿，给耶和华烧

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
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
耀。19乌西雅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

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
大麻疯。20大祭司亚撒利雅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

出大麻疯，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
降灾与他。21乌西雅王长大麻疯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

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
民。22乌西雅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
以赛亚所记的。 代下26:26-22



【以色列王撒迦利亚】8 犹大王亚撒利雅三十八年，耶罗波安
的儿子撒迦利雅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六个月。9 他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
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10 雅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
11 撒迦利雅其余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12 这是从前耶
和华应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坐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这话
果然应验了。

王朝总述

王下 15:1-38

结束公式



【以色列王沙龙】13 犹大王乌西雅（就是亚撒利雅）三十九
年，雅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作王一个月。

14 迦底的儿子米拿现从得撒上撒玛利亚，杀了雅比的儿子沙
龙，篡了他的位。15 沙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
色列诸王记上。16 那时米拿现从得撒起攻打提斐萨和其四境，
击杀城中一切的人，剖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
开城。

王朝总述

王下 15:1-38

结束公式



得 撒

提斐萨？
地点不详



【以色列王米拿现】17 犹大王亚撒利雅三十九年，迦底的儿
子米拿现登基，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十年。18 他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19 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现给他一千他连得银子，
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20 米拿现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
银子，使他们各出五十舍客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
去，不在国中停留。

21 米拿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22 米拿现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作王。

王朝总述

王下 15:1-38

政治事件

结束公式





【以色列王比加辖】23 犹大王亚撒利雅五十年，米拿现的儿
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二年。24 他行耶和华眼
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
里的那罪。

25 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
宫里的卫所杀了他。亚珥歌伯和亚利耶并基列的五十人帮助比
加。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26 比加辖其余的事，凡他所
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王朝总述

王下 15:1-38

结束公式



【以色列王比加】27 犹大王亚撒利雅五十二年，利玛利的儿
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二十年。28 他行耶和华眼
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
里的那罪。

29 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来夺了以云，亚
伯伯玛迦，亚挪，基低斯，夏琐，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
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

30 乌西雅的儿子约坦二十年，以拉的儿子何细亚背叛利玛利
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31 比加其余的事，凡他
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王朝总述

王下 15:1-38

政治事件

结束公式

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革拉毗尼色的心，他们就把
流便人，迦得人，玛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腊，哈博，哈拉与歌散河
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 代上5:26

20？



以云

亚伯伯玛迦

亚挪 基低斯

夏琐

北国比加末年(733-732BC)

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

掳走第一批北国居民

(史称：加利利被掳)

加利利

大马色

亚斯他录
29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

提革拉毗列色来夺了以云，亚
伯伯玛迦，亚挪，基低斯，夏
琐，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
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

掳到亚述去了。



【犹大王约坦】32 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
王乌西雅的儿子约坦登基。33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
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沙，是撒督的女儿。
34 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雅一切所
行的。35 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
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

36 约坦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37 在那

些日子，耶和华才使亚兰王利汛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
犹大。38 约坦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
里。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作王。

王朝总述

王下 15:1-38

结束公式





13:10-13,22-25 以色列王-约阿施
13:14-21 以利沙去世

14:1-14,17-22 犹大王-亚玛谢
14:15-16 以色列王-约阿施-结束公式
14:23-29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
15:1-7 犹大王-亚撒利雅
15:8-12 以色列王-撒迦利亚
15:13-16 以色列王-沙龙
15:17-22 以色列王-米拿现
15:23-26 以色列王-比加辖
15:27-31 以色列王-比加
15:32-38 犹大王-约坦
16:1-20 犹大王-亚哈斯



【犹大王亚哈斯】

16:1-4 王朝总述

16:5-9 政治事件

16:10-18 背道事件

16:19-20 结束公式

王下 16:1-20



【犹大王亚哈斯】1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
儿子亚哈斯登基。2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
十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3 却效
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
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经火，4 并在丘坛上，山冈上，
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

王下 16:1-20

王朝总述



5 亚兰王利汛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6 当时亚兰王利汛收回以拉他归与
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有作以东人的）就
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

政治事件

王下 16:1-20

叙利亚-以法莲战争
Syro-Ephraimite war



5 亚兰王利汛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6 当时亚兰王利汛收回以拉他归与
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有作以东人的）就
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

政治事件

王下 16:1-20

1乌西雅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汛
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2有

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
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 赛7:1



7 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说，我是你的仆
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
离他们的手。8 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
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9 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
将城攻取，杀了利汛，把居民掳到吉珥。

政治事件

王下 16:1-20



列王纪结构

16 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

。20亚述王提革拉毗尼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
凌他。21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所
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22这亚哈斯王在急
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23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

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与他，他好
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24亚哈斯将

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
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25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
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

代下
28:16-25

王下 16:1-20



10 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
就照坛的规模样式作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11 祭司乌利亚照
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先，建
筑一座坛。

12 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近前来，在坛上献祭。13 烧燔祭，素祭，浇
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14 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
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15 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
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
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
和华。16 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

17 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心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驮
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18 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
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

政治事件

王下 16:1-20



19 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20 亚哈斯与他
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希西家接续他
作王。

结束公式

王下 16:1-20



综合

1. 认识神在以色列和外邦历史中的作为

2. 国家的兴衰与存亡全在于君王对神的
态度（比如亚哈斯的一错再错）

3. 神赐人顺服或与背叛祂的自由，但
必须面对选择的结果

4. 危机察验信仰的真伪



应用

1. 相信我们的一切都在神在掌管当中，
学习更加信靠神。

2. 我们的生命是否丰盛和亨通，全
在于我们对神的态度

3. 基督徒难免会犯错，但必须即时悔改，
切勿一错再错，无法回头。

4. 学习在危机中信靠和仰望神



以色列王 政治立场

米拿现 归顺亚述

比加辖 归顺亚述

比加 联合亚兰王利汛，反亚述

何细亚 先归顺亚述，后投靠埃及

犹大王 政治立场

亚哈斯 归顺亚述

希西家 先背叛，后归顺亚述

玛拿西 归顺亚述

亚们 归顺亚述

埃及

亚述

…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

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

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箭快利，弓也上

了弦。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赛

5:2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