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與先知導讀 

 

(一) 本導讀是供弟兄姐妹讀「列王與先知」的輔輯。分兩個部份：(A) 「列王與先知經節」：

是由李玉惠姐妹所設計。(B) 第二部份的「列王與先知讀法」， 則是根據 (A) 的大綱，由李

玉惠姐妹及中心同工所設計，盼望對弟兄姐妹讀經有所助益。 

 

 

（Ａ）列 王 與 先 知 經 節 

 

(壹) 

互 

相 

敵 

對 

期 

南王：羅波安，亞比央(王上十二 1〜十五 8；代下十 1〜十三 22) 

先知：示瑪雅(王上十二 22-24) 

北王：耶羅波安(王上十一 26〜十四 20；代下十 12〜十一 1) 

先知：亞希雅(王上十一 29-40,十四 1-18)；神人(王上十三 1-32) 

南王：亞撒(王上十五 9-24；代下十四 1〜十六 14) 

先知：亞撒利雅(代下十五 1-9)；哈拿尼(代下十六 1-10) 

北王：拿答，巴沙，以拉，心利，暗利(王上十五 25〜十六 28) 

先知：耶戶(王上十六 1-7) 

 

(貳) 

兩 

國 

聯 

盟 

期 

南王：約沙法，約蘭(王上十五 24，二十二 1-53，王下八 16-24；代下十七 1〜二十一 20) 

先知：雅哈悉(代下二十 14-30)；以利以謝(代下二十 35-37)；俄巴底亞(俄巴底亞書) 

北王：亞哈，亞哈謝，約蘭(王上十六 29〜王下三 27) 

先知：以利亞(王上十七 1〜十九 21,二十一 1-29；王下一 1〜二 12；代下二十二 12-15) 

   米該雅(王上二十二 5-40；代下十八 1-27) 

南王：亞哈謝，亞他利雅，約阿施(王下八 25-29,十一 1〜十二 21；代下二十二 1〜二十四 27) 

先知：約珥(約珥書)；撒迦利亞(代下二十四 20-22) 

北王：耶戶，約哈斯(王上十九 16-17；王下九 1〜十 36，十三 1-9) 

先知：以利沙(王上十九 15-21；王下二 1〜九 10，十三 14-21) 

 

(參) 

南王：亞瑪謝，烏西雅(王下十四 1﹞Q五 7；代下二十五 1〜二十六 23) 

北王：約阿施，耶羅波安 II，撒迦利亞(王下十三 10〜十五 12) 

先知：約拿(約拿書)；阿摩司(阿摩司書) 



重 

新 

敵 

對 

期 

南王：約坦,亞哈斯,希西家(王下十五 32〜十六 20，十八 1〜二十 21；代下二十七 1〜三十二 33) 

先知：彌迦(彌迦書)；那鴻(那鴻書) 

北王：沙龍，米拿現，比加轄，比加，何細亞(王下十五 13-31，十七 1-41)  

北國先知：何西阿(何西阿書) 

南國先知：以賽亞(以賽亞書) 

(肆) 

獨 

存 

王 

國 

南王：瑪拿西，亞們，約西亞(王下二十一 1〜二十三 30；代下三十三 1〜三十五 27) 

先知：西番雅(西番雅書)，戶勒大(代下三十四 8〜三十五 19) 

南國先知：耶利米(耶利米書) 

南王：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西底家(王下二十三 30〜二十五 30；代下三十六 1-23) 

先知：烏利亞(耶二十六 20-21)；哈巴谷(哈巴谷書) 

(伍) 

被 

擄  

先知：但以理(但以理書) 

   以西結(以西結書) 

(陸) 

歸 

回 

先知：哈該(哈該書) 

   撒迦利亞(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瑪拉基書) 

 

  

 

 

 

 

 

 

 

 

 

 

 

 

 

 

 



(B)列王與先知讀法 

壹. 互相敵對期 

1. 按 “如何讀聖經中的人物” 細讀條列北國王 a) 耶羅波安; b) 拿達; c) 巴沙; d) 以拉;  

    e) 心利; f) 暗利  

 

2. 按 “如何讀聖經中的人物” 細讀條列南國王 a) 羅波安; b) 亞比央; c) 亞撒 

 

3. 按下列要點, 觀察, 條列, 默想北國王朝: a) 耶羅波安王朝; b) 巴沙王朝; c) 心利與暗利 

    1) 王朝的開始; 2) 王朝的變革; 3) 王朝對神律法的遵從; 4) 王朝對以色列民的影響; 

    5) 王朝對北國國祚的影響; 6) 王朝對南國的影響  

 

4. 條列思想北國由耶羅波安至暗利王 62 年中每下愈況所積蓄的惡. 這些政治上的 

     政策與措施對以色列民的影響, 直到暗利王, 以色列百姓在何種屬靈情形的當中? 

 

5. 條列思想羅波安, 亞比央, 亞撒在位時與北國的互動, 這些互動如何影響南國的國祚?  

 

6. 條列思想羅波安, 亞比央, 亞撒在位時與鄰國的互動, 這些互動如何影響南國的國祚? 

 

7. 條列思想亞撒王登基時與前二王不同的作為, 此番轉變有何重要性?   

 

8. 條列思想亞撒王屬靈上重要的轉折點. 這些轉折對亞撒王本身的影響; 對他子孫的 

    影響; 對以色列民的影響 

 

9. 條列思想耶羅波安的罪. 思想為何罪大惡極? 觀察思想為何耶羅波安要擅改耶和 

    華所有的律法? 觀察思想耶羅波安的罪對北國與南國所造成當時與永久的影響 

 

10. 條列思想這段時期先知的工作. 他們如何幫助君王? 他們的信息有何種共通性? 

      觀察他們的服事, 神如何使用他們? 先知對君王與百姓的影響又是如何? 

 

 

  

 

 



貳. 兩國聯盟期 

1. 亞哈在位的時候的主要的事蹟有哪些？耶洗別在這時期當中的影響為何？聖經對他的評價如

何(王上 16:28-34; 20:1-22:40)？以利亞先知如何聽命於神並傳神的命令？與亞哈王及耶洗別

的關係為何？他對當時的影響為何(王上 17-19; 21; 王下 1:1-2:11)？ 

 

2. 亞哈謝主要的事蹟並聖經對他的評價(王下 1:2-18)？與猶大國約沙法王主要合作的事蹟並成

效如何？與先知以利以謝的預言的關係(代下 20:35-37)？ 

 

3. 約蘭作以色列王時的宗教上作為及聖經上對他的評價(王下 3:1-3)？與猶大國主要的合作事項

有哪些(王下 3:4-27; 8:25-29)?約蘭的結局為何(王下 9:1-26)？他的死乃是誰對誰的預言的應驗

(王下 9:25-26; 王上 21：17-19)?耶洗別的下場又如何(王下 9:30-37)? 先知以利沙在這時期當

中主要的事蹟與影響為何(王下 2-9:3)? 

 

4. 耶戶的興起與他如何作王?先知以利沙在這事上的影響(王下 9:1-13)?耶戶主要的事蹟並聖經

對他的評價(王下 9:14-10:36)? 

 

5. 約哈斯的主要事蹟並他與神的關係為何? 聖經對他的評價又如何(王下 13:1-9)? 

 

6. 猶大國約沙法作王其間與神的關係如何，有哪些具體的作法並成效如何(王上 22:41-46; 代下

17:1-9; 20:1-33)?約沙法在位期間的施政建設為何(代下 17:10-19; 19:4-11)?與以色列的聯盟有

哪些具體作法(王上 22:44, 48-49; 王下 3:4-27; 代下 18:1-19:3; 20:35-37)?對猶大國有哪些影響

(王下 8:16-27; 代下 21:6; 22:2)?先知米該雅、耶戶、雅哈悉、及以利以謝對約沙法的影響為

何(代下 18:1-34; 19:1-3; 20:14-30; 20:35-37)?聖經對約沙法的評價為何? 

 

7. 約蘭作猶大王一個影響他的重大因素為何(王下 8:18; 代下 21:6)?約蘭作王其間主要的事蹟並

與鄰國的關係為何(王下 8:16-24; 代下 21)?約蘭的死與以利亞的預言並神的作為的關係(代下

21:12-15, 18-20)?聖經對他的評價為何 ? 

 

8. 亞哈謝作猶大王行惡的主因為何(代下 22:3)?亞哈謝主要的事蹟並結局為何，聖經對他的評價

又如何(王下 8:25-28; 9:27-29; 代下 22:1-9)? 

 

9. 亞他利雅對猶大王國的破壞與影響，她的下場如何(王下 11:1-21; 代下 22:10-23:21)? 

 

10. 在亞他利雅當道時，神對約阿施奇妙的帶領為何(王下 11:1-21; 代下 22:10-23:21)?約阿施在耶

何耶大在世時與神的關係並具體的作為(王下 12:2-16; 代下 23:16-24:14)?耶何耶大之後的約

阿施所做哪些是不討神喜悅的，神對他的管教與他的下場為何(王下 12:17-21; 代下 24:15-27)?



先知約珥作先知的時間約當是約阿施作王的時間，從先知約珥的信息是否可以看見神對約阿

施的心意(代下 24:19-20)? 

參. 重新敵對期 (北國) 

1. 列王紀下十三章 10 節至十七章 41 節 

北國共有十九位君王，更換了九個王朝。(1)耶羅波安、拿答。(2)巴沙、以拉。(3)心利。(4)

暗利、亞哈、亞哈謝、約蘭。(5)耶戶、約哈斯、約阿施、耶羅波安、撒迦利亞。(6)沙龍。

(7)米拿現、比加轄。(8)比加。(9)何細亞。本段的記載包括了最後的五個王朝。 

本段記載北國以色列最後的八位君王：約阿施、耶羅波安、撒迦利亞、沙龍、米拿現、比

加轄、比加、何細亞。 

當時在政治方面，亞蘭和亞述是北國的外患強敵。 

從阿摩司書和何西阿書中可看出： 

宗教方面，君王和百姓都遠離耶和華神，敬拜金牛犢，及列國所敬拜的神，如同淫婦一般。 

社會方面，因王朝更換頻繁，社會不安，道德敗落，欺壓窮人，內有賊人入室偷竊，外有

強盜成群騷擾。 

 

2. 先知以利沙對北國的影響 

以利沙是北國的先知，此時以利沙已得了必死的重病，以利沙還幫助北王約阿施，盼能打

敗亞蘭人(王下十三 14-19)。 

 

3. 先知約拿對北國的影響 

神呼召約拿去向北國的強敵亞述傳審判必臨，速速悔改的信息，約拿是個愛國的先知，寧

願悖逆耶和華，也不願亞述人悔改蒙拯救。至終被神的愛折服，而去亞述傳悔改的信息。 

約拿在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作以色列王時，曾預言北國要收回邊界之地，從亞哈馬口直

到亞拉巴海(王下十四 25)，並且應驗(王下十四 28)。這是因為耶和華看見以色列人甚是艱

苦，無論困住的，自由的，都沒有了，也無人幫助以色列人，耶和華並沒有說，要將祂的

名從天下塗抹，乃藉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拯救他們(王下十四 26-27)。 

 

4. 先知阿摩司對北國的影響 

阿摩司是南國修理桑樹的農夫，耶和華差遣他去北國傳審判的信息(摩七 12-15)。 

阿摩司大約在北國亡國前四十至八十年間，就已經指明北國以色列和列國所犯的罪，以及

將受的審判。他預言北王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必被刀殺，以色列人定被擄去離開本地(摩

七 10-11)。聖經中沒有記載耶羅波安被殺之事，而以色列人因沒有悔改歸向神，至終被擄

到亞述(王下十七 5-6)。 

 

5. 先知何西阿對北國的影響 

大約在北國亡國前四十多年間，耶和華藉先知何西阿發出最後一次慈愛的呼召，雖然以色

列全地都如同妻子行淫，耶和華給他們回轉歸向祂的機會，再一次以仁義、公平、慈愛、



憐憫、聘他們為妻。然而以色列人仍不肯回轉，至終被擄亡國。 

 

肆. 重新敵對期 (南國) 

1. 通读经文（王下 14-20 章; 代下 25-32 章; 赛 7、36-39 章），按人物与事件顺序写出本 

  段详细大纲。 

 

2. 结合上下文及其背景，本段历史有何特点？请对比说明。 

 

3. 请根据李姐在读经营教导之读人物的方法，按时间、地点、事件、后果列出乌西雅生 

   平。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哪些功课？（可参考经文汇编） 

 

    4. 約坦事迹在本段历史中有何特点（特别参考代下 27 章）？ 

 

5. 亚哈斯在面对北国以色列及邻国的攻击时采取了什么措施？失败在什么地方？对我 

  们今天有哪些提醒？（特别参考赛 7 章） 

 

        6. 请根据李姐在读经营教导之读人物的方法，按时间、地点、事件、后果列出希西家生   

           平。他的事迹在王下、代下和以赛亚书中都有详细记载，请比较其异同，并反省及应 

           用。（可参考经文汇编和圣经字典） 

 

        7. 先知以赛亚在此期间的事奉有何特点？请分析以赛亚的蒙召经历和属灵影响。（可参    

           考经文汇编和圣经字典） 

 

        8. 请根据李姐在读经营教导之读人物的方法，按时间、地点、事件、后果列出玛拿西生 

           平。希西家、玛拿西父子两代巨大属灵差异原因何在？神在他们身上有哪些工作（特 

           别是晚年）？ 

 

        9. 在此期间北国以色列最后亡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南国有哪些影响（特别是信仰 

          上）？ 

 

        10. 亚述王灭北国以色列和对南国犹大的威胁如何体现神在其子民和世界历史中之作 

            为？神对亚述王又有哪些管教？对世人有何重要提醒？ 

 

 

 

 



伍. 獨存王國期 

此段時期的南國君王計有: 瑪拿西、亞們、約西亞、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西底家七王。

此時北國以色列已亡, 獨存的南國, 剛開始飽受亞述與巴比倫之欺凌, 後來亞述漸衰, 巴比倫

崛起, 終於將南國滅亡, 聖殿被毀, 人民被擄至外邦。.  

 

1. 瑪拿西 (王下 20:21-21:18, 代下 32:33-33:20)--注意: 

   (a) 其人: 其身世(姓名、年代、地點、家境、背景、關係人物等)、生平事蹟、 屬靈情形、 

      作王的年日、神對他的評價等。 

   (b) 他所作的為何被稱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因他所作的, 神宣稱將對猶大的 

      審判為何? 

   (c ) 神如何藉巴比倫刑罰他? 

   (d) 他如何悔改? 除掉偶像?  

 

2. 亞們 (王下 21:18-26,  代下 33:20-25)--注意: 

   (a) 其人: 其身世(姓名、年代、地點、家境、背景、關係人物等)、生平事蹟、 屬靈 

         情形、作王的年日、神對他的評價等。 

   (b) 他所作的為何被稱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c ) 與其父的比較? 及其結局? 

 

3. 約西亞 (王下 21:24-23:34, 代下 33:25-35:27)--注意:  

   (a) 其人: 其身世(姓名、年代、地點、家境、背景、關係人物等)、生平事蹟、 屬靈 

         情形、作王的年日、神對他的評價等。 

   (b) 他所作的為何被稱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c ) 約西亞如何將猶大國帶入第五次的復興? 

   (d) 與亞述與埃及的關係? 及其結局? 

   (e) 注意先知西番雅及耶利米(耶 1-6 章等) 對此時代的提醒?  

   (f) 思想女先知戶勒大的預言?  

 

4. 約哈斯 (王下 23:32-34, 代下 36:1-4)--注意: 

   (a) 其人: 其身世(姓名、年代、地點、家境、背景、關係人物等)、生平事蹟、 屬靈 

         情形、作王的年日、神對他的評價等。 

   (b) 他所作的為何被稱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c ) 與埃及及亞述的關係? 及其結局? 

   (e) 注意先知耶利米(耶 22:10-12 等) 對約哈斯的預言?  

 

5. 約雅敬 (王下 23:36-24:6, 代下 36:4-8) --注意:  

   (a) 其人: 其身世(姓名、年代、地點、家境、背景、關係人物等)、生平事蹟、 屬靈 



         情形、作王的年日、神對他的評價等。 

   (b) 他所作的為何被稱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c ) 巴比倫與列國如何攻擊猶大? 及其結局? 

   (d) 注意此時的先知烏利亞 (耶 26:20-21) 及耶利米(耶 7-13，14-20，25-26，35-36，45-46  

      等)對此時代及王的提醒?  

 

6. 約雅斤 (王下 24:6-17,  25:27-30, 代下 36:8-10) --注意: 

    (a) 其人: 其身世(姓名、年代、地點、家境、背景、關係人物等)、生平事蹟、 屬靈 

         情形、作王的年日、神對他的評價等。 

   (b) 他所作的為何被稱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c ) 巴比倫如何圍攻猶大? 及其結局? 

   (d) 注意此時的先知耶利米(耶 22-23 等)對王及此時代的提醒?  

   (f) 王下 25:27-30 又記載了約雅斤的事, 有何意義 (耶 52:31:34)? 

 

7. 西底家 (王下 24:17-25:21, 代下 36:10-21)--注意: 

    (a) 其人: 其身世(姓名、年代、地點、家境、背景、關係人物等)、生平事蹟、 屬靈 

         情形、作王的年日、神對他的評價等。 

   (b) 他所作的為何被稱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c ) 巴比倫如何圍攻猶大? 及其結局? 

   (d) 注意此時的先知耶利米(代下 36:12, 耶 21，24， 27-29， 34，37-40  等) 對王及此 

       時代的提醒? 

   (e) 聖殿如何被毀? 及人民如何被擄至外邦?  

 

8. 國亡之後的情形如何 (王下 25:22-26, 參耶 40-43 )？記載此段歷史有何意義? 

 

9. 比較與思想列王記下與歷代志下記載獨存王國諸王的異同?  思想此段時間的聖殿、 及祭 

 司國度的興起或失敗? 這些與神的同在和祝福有何關係?  

 

10. 總結這七個王在神面前的失敗或悔改? 或心向著神? 這些如何終使他們把國家帶入神的 

  審判之中 (國亡及被擄)?  

 

11. 代下 36:22-23 (與拉 1:1-11) , 作者為何要記載此段?  為何要特別提到「建造殿孙, …願耶

和華他的神與他同在」? 與此段獨存王國歷史的關係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