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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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 以色列王何细亚
17:7-23 北国灭国之神学原因
17:24-41 亚述国之移民政策

18:1-16 犹大王希西家
1-4 王朝总述
5-6 信仰事件
7-16  政治事件

18:17-37 亚述恐吓耶路撒冷





【以色列王何细亚】

17:1-2 王朝总述

17:3-6 政治事件

(缺乏结束公式)

王下 17:1-6



【以色列王何细亚】1 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细
亚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九年。2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

3 亚述王撒缦以色上来攻击何细亚，何细亚就服事他，给他进
贡。4 何细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
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禁，囚在监里。5 亚述王
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6 何细亚第
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
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博河边，并玛代人的城邑。

王朝总述

政治事件

王下 17:1-6



尼尼微

撒玛利亚

歌散 哈腊

玛代人
的城邑

古他

巴比伦

哈马

西法瓦音

北国十支派被掳至亚述

哈博河

撒珥根二世(722-705BC)时的亚述帝国

亚述的迁徙政策，使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之间大部分国家所惯用

的亚兰语，成为西亚的通用语言，此情形维持了数世纪之久。



王下 17:1-6

亚述王 执政年份 经文

1
撒缦以色三世

Shalmaneser III
主前 858-824 与亚哈王同时期

2
提革拉毘列色三世

Tiglath Pileser III
主前744-727

参王下15:19, 29。叙利亚─以法莲战争

(Syro-Ephraimite War) 发生在这个时期，参

王下16:7-18.

3
撒缦以色五世

Shalmaneser V
主前726-722 参王下17:3

4
撒珥根二世

Sargon II
主前722-705

多数学者认为是这位亚述王把北国以色列

人掳到亚述。参王下17:6, 24-27; 18:11；赛

20:1。

5
西拿基立

Senancherib
主前705-681 参王下18:13-19:37 （希西家）

6
以撒哈顿

Esarhaddon
主前681-669 参王下19:37；赛37:38

7
亚述巴尼帕

Ashurbanipal
主前668-627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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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述废墟中发现的图画：一名被俘君王跪在亚述王

前，嘴唇被钩住，眼睛遭刺瞎；另两个被俘的君王则

被钩住鼻子，战兢等候相同的噩运。



因你(亚述王)向我(神)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

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

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王下19:28)



…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铙钩钩住玛

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代下33:11)



【以色列灭国】

17:7-23 北国灭国之神学原因

17:24-41 亚述国之移民政策

王下 17:7-23



7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
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8 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
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9 以色列人暗中
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了
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10 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
柱像和木偶。11 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
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12 且事奉偶
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

王下 17:7-23

7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
神 - 他们去敬畏别神，8 随从耶和华在。。。

7 This happened because the Israelites sinned against the Lord their God, who 
brought them up from the land of Egypt and freed them from the power of 
Pharaoh king of Egypt. They worshiped other gods; 8 they observed the practices 
of the nations …



7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
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8 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
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9 以色列人暗中
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了
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10 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
柱像和木偶。11 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
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12 且事奉偶
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

王下 17:7-23

耶和华=》他们的神
1）立约的神
2）救赎的神



7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
的耶和华他们的神，A去敬畏别神，8 B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
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C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9 D以色列
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E在他们所有的城
邑，从了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10 F在各高冈上，各青
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11 G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
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12 H

且事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

王下 17:7-23



1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

国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
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2耶

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
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3不可与他们结亲。

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
的女儿。4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事奉别神，
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5

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
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6因为你归

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
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申7:1-6

王下 17:7-23



13 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
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
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14 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颈项，
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15 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
约，并劝戒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
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16 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
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事奉巴力，17 又使他们的儿女经火，
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18 所以耶
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几件事？

王下 17:7-23

耶和华曾藉着他的众先知和先见警告以色列人和犹大
人说：「从你们的恶道上转回吧！谨守我的吩咐和我
的律例，就是【根据】我曾吩咐你们的祖先，和藉着
我的仆人众先知传递给你们的一切律法。」 新译本



13 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
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

14 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颈项，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
华他们的神，15 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戒他们的话，

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
法的。16 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
敬拜天上的万象，事奉巴力，17 又使他们的儿女经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18 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
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几件事？

王下 17:7-23

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颈项，像他们祖先一样，不信服耶
和华－他们的上帝。（和修）

But they did not listen and they stiffened their necks, like the necks of 
their ancestors who did not believe in Yahweh their God.



13 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
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

14 A 他们却不听从，B 竟硬着颈项，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
和华他们的神，15 C 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并劝戒他们的话，D 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E 效法周
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16 F 离弃耶和
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G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H 立了亚
舍拉，I 敬拜天上的万象，J 事奉巴力，17 K 又使他们的儿女
经火，L 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王下 17:7-41

他们又把儿女用火烧为祭，并且占卜，行法术，出卖自己
去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使他发怒。 (新译) 
… they sold themselves to do evil in the eyes of Yahweh to provoke him.



18 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19 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
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20 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
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
开自己面前，21 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八的
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
在大罪里。22 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
23 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
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

王下 17:7-23

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没有留下一个除了犹大支派以外
none remained except the tribe of Judah alone.



18 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19 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
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20 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
A 使他们受苦，B 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
们离开自己面前，21 C 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D 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
和华，陷在大罪里。22 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
总不离开，23 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

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
直到今日。

王下 17:7-23



【以色列灭国】

17:7-23 北国灭国之神学原因

17:24-41 亚述国之移民政策



24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音迁移人
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
利亚，住在其中。25 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

26 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
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
咬死他们。27 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
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28 于是有一
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
畏耶和华。

王下 17:24-41

=> 得了撒玛利亚作产业



尼尼微

撒玛利亚

歌散 哈腊

古他

巴比伦

哈马

西法瓦音

北国十支派被掳至亚述

哈博河

撒珥根二世(722-705BC)时的亚述帝国

亚述的迁徙政策，使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之间大部分国家所惯用

的亚兰语，成为西亚的通用语言，此情形维持了数世纪之久。



29 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
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30 巴比伦人造疏割比讷像。
古他人造匿甲像。哈马人造亚示玛像。31 亚瓦人造匿哈和他
珥他像。西法瓦音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音的神亚得米
勒和亚拿米勒。 32 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
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33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
又事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

王下 17:24-41



34 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
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
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35 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
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事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36 但那用大
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
他献祭。37 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
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38 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
也不可敬畏别神。39 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
仇敌的手。40 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

41 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事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
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

王下 17:24-41

敬畏（7,25,28,35,36,37,38,39）8x/14x（动词）
惧怕/敬畏（32,33,34,41）形容词
耶和华他们的神（7,9,14,16,19）
别神（7,25,37,38）





【犹大王希西家】

1-3 王朝总述

4-6 宗教事件

7-16 政治事件

17-37 亚述恐吓耶路撒冷

王下 19:1-37



【犹大王希西家】1 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细亚第三年，犹大
王亚哈斯的儿子希西家登基。2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
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迦利雅的女儿。
3 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王下 19:1-37

王朝总论



4 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
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或
作人称铜蛇为铜像）。 5 希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
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6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
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王下 19:1-37

宗教事件

倚靠=》trust

专靠=》cling to (结合；创2:24)



4 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
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或
作人称铜蛇为铜像）。 5 希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
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6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
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王下 19:1-37

代下29,30,31章用了84节来叙述：
29:3-19   - 重新修理和洁净圣殿
29:20-36 - 为犹太人献赎罪祭
30:1-27   - 带领以色列人和犹大众人重新守逾越节
31:1-21   - 重新执行十分之一奉献，使神的家和利未人

得着即时的供应

宗教事件



7 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
事奉亚述王。8 希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迦萨，并迦萨的四
境，从了望楼到坚固城。

王下 19:1-37

政治事件



9 希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细亚第七年，亚述
王撒缦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10 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

希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细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11 亚
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博河边，
并玛代人的城邑。12 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
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

13 希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
将城攻取。14 犹大王希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
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希西家
银子三百他连得，金子三十他连得。15 希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
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16 那时，犹大王希西家将耶和华殿
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

王下 19:1-37

政治事件



【亚述恐吓耶路撒冷】17 亚述王从拉吉差遣他珥探，拉伯撒
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里去。他
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18 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家宰以利亚敬，并
书记舍伯那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他们。

王下 19:1-37

17 亞述王從拉吉差遣元帥、太監長和將軍率領大軍前往耶路撒
冷，到希西家王那裏去。他們上來，到耶路撒冷。他們上來之
後，站在上池的水溝旁，在往漂布地的大路上。



19 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希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
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仗赖的呢？20 A 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
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21 B 看哪，你所
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苇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
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22 C 你们若对我说，我
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希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
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
23 D 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二千匹马，看你这一
面骑马的人够不够。24 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
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25 E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
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
击毁灭这地吧。

王下 19:1-37

第一次喊话



26 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舍伯那，并约亚，对拉伯沙基说，
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
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27 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
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
己尿的人说吗？

王下 19:1-37



28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
的话。29 王如此说，A 你们不要被希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
脱离我的手。30 B 也不要听希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
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31 C 不要听希西家的话。
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
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32 等我来领你们到
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
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D 希西
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33 列国的
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34 哈马，亚珥拔的神在哪
里呢？西法瓦音，希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
离我的手吗？35 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
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王下 19:1-37

第二次喊话



36 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
答他。37 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那，
并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到希西家那里，将拉
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

王下 19:1-37



综合

1. 认识以色列的灭国乃彰显神公义的
作为

2. 认识先知在国家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3. 认识希西家如何在北国灭国之际为
犹大国带来第一轮的复兴



应用

1. 求神赐我们力量和顺服的心，使我们
可以将祂一切的话语转化为生命的
行动

2. 求神兴起更多敬虔和敬畏神的属灵
领袖来复兴祂的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