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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南北分裂及亡國的背景

以色列國的分裂 (931 BC)
1 Kings 11:6   所羅門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效法他父親大衛專心順從耶和華。

1 Kings 11:10-13   耶和華曾吩咐他不可隨從別神，他卻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的。所以耶和華對他說：「你既行了這事，

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約和律例，我必將你的國奪回，賜給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親大衛的緣故，我不在你活著的日

子行這事，必從你兒子的手中將國奪回。只是我不將全國奪回，要因我僕人大衛和我所選擇的耶路撒冷，還留一支派給

你的兒子。」  

1Ki 11:35-39 我必從他(所羅門)兒子的手裡將國奪回，以十個支派賜給你，還留一個支派給他的兒子，使我僕人大衛在我

所選擇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裡，在我面前長有燈光。   我必揀選你，使你照心裡一切所願的，作王治理以色列。你若聽

從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謹守我的律例誡命，像我僕人大衛所行的，我就與你同在，

為你立堅固的家，像我為大衛所立的一樣，將以色列人賜給你。我必因所羅門所行的使大衛後裔受患難，但不至於永

遠。』」(參看Eze 37:15-25)

耶羅波安: 

1 Kings 11:26-28   所羅門的臣僕、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也舉手攻擊王。他是以法蓮支派的洗利達人，他母親是寡婦，名叫

洗魯阿。27   他舉手攻擊王的緣故，乃由先前所羅門建造米羅，修補他父親大衛城的破口。28   耶羅波安是大有才能的

人。所羅門見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監管約瑟家的一切工程。

1 Kings 11:31-32   對耶羅波安說：「你可以拿十片。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必將國從所羅門手裡奪回，將十個支

派賜給你。32   （我因僕人大衛和我在以色列眾支派中所選擇的耶路撒冷城的緣故，仍給所羅門留一個支派。 (1 Kings 

12:21   羅波安來到耶路撒冷，招聚猶大全家和便雅憫支派的人共十八萬，都是挑選的戰士，要與以色列家爭戰，好將國

奪回，再歸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

2 Chronicles 11:14-16   利未人撇下他們的郊野和產業，來到猶大與耶路撒冷，是因耶羅波安和他的兒子拒絕他們，不許他

們供祭司職分事奉耶和華。15   耶羅波安為邱壇、為鬼魔（原文作公山羊）、為自己所鑄造的牛犢設立祭司。16   以色列

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的，都隨從利未人，來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

羅波安:

1 Kings 12:1-19  羅波安往示劍去；因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劍要立他作王。2   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先前躲避所羅門王，逃

往埃及，住在那裡（他聽見這事。）3   以色列人打發人去請他來，他就和以色列會眾都來見羅波安，對他說：4   「你父

親使我們負重軛，做苦工，現在求你使我們做的苦工、負的重軛輕鬆些，我們就事奉你。」5   羅波安對他們說：「你們

暫且去，第三日再來見我。」民就去了。 …… 13   王用嚴厲的話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給他所出的主意，14   照著少年

人所出的主意對民說：「我父親使你們負重軛，我必使你們負更重的軛！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們，我要用蠍子鞭責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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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15   王不肯依從百姓，這事乃出於耶和華1，為要應驗他藉示羅人亞希雅對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所說的話。16   以色

列眾民見王不依從他們，就對王說：我們與大衛有什麼分兒呢？與耶西的兒子並沒有關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

吧！大衛家啊，自己顧自己吧！於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裡去了，17   惟獨住猶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羅波安仍作他們的

王。18   羅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亞多蘭往以色列人那裡去，以色列人就用石頭打死他。羅波安王急忙上車，逃回耶

路撒冷去了。19   這樣，以色列人背叛大衛家，直到今日。

問題:

1. 以色列國分裂為南北兩國的主要原因是甚麼？

北國滅亡 (722 BC)
2Ki 17:1-23   猶大王亞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兒子何細亞在撒瑪利亞登基作以色列王九年。  2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諸王。  3   亞述王撒縵以色上來攻擊何細亞，何細亞就服事他，給他進貢。  4   何細亞背叛，

差人去見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與亞述王進貢。亞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鎖禁，囚在監裡。  5   亞述王上來攻擊以色

列遍地，上到撒瑪利亞，圍困三年。  6   何細亞第九年亞述王攻取了撒瑪利亞，將以色列人擄到亞述，把他們安置在哈

臘與歌散的哈博河邊，並瑪代人的城邑。  7   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領他們出埃及地、脫離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華他們

的神，去敬畏別神，  8   隨從耶和華在他們面前所趕出外邦人的風俗和以色列諸王所立的條規。  9   以色列人暗中行不

正的事，違背耶和華他們的神，在他們所有的城邑，從瞭望樓直到堅固城，建築邱壇；  10   在各高岡上、各青翠樹下立

柱像和木偶；  11   在邱壇上燒香，效法耶和華在他們面前趕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惡事惹動耶和華的怒氣；  12   且

事奉偶像，就是耶和華警戒他們不可行的。  13   但耶和華藉眾先知、先見勸戒以色列人和猶大人說：「當離開你們的惡

行，謹守我的誡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們列祖，並藉我僕人眾先知所傳給你們的律法。」  14   他們卻不聽從，竟硬著頸

項，效法他們列祖，不信服耶和華他們的神，  15   厭棄他的律例和他與他們列祖所立的約，並勸戒他們的話，隨從虛無

的神，自己成為虛妄，效法周圍的外邦人，就是耶和華囑咐他們不可效法的；  16   離棄耶和華他們神的一切誡命，為自

己鑄了兩個牛犢的像，立了亞舍拉，敬拜天上的萬象，事奉巴力，  17   又使他們的兒女經火，用占卜，行法術賣了自己，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惹動他的怒氣。  18   所以耶和華向以色列人大大發怒，從自己面前趕出他們，只剩下猶大一

個支派。  19   猶大人也不遵守耶和華他們神的誡命，隨從以色列人所立的條規。  20   耶和華就厭棄以色列全族，使他

們受苦，把他們交在搶奪他們的人手中，以致趕出他們離開自己面前，  21   將以色列國從大衛家奪回；他們就立尼八的

兒子耶羅波安作王。耶羅波安引誘以色列人不隨從耶和華，陷在大罪裡。  22   以色列人犯耶羅波安所犯的一切罪，總不

離開，  23   以致耶和華從自己面前趕出他們，正如藉他僕人眾先知所說的。這樣，以色列人從本地被擄到亞述，直到今

日。

問題:

1. 北國滅亡的主要原因是甚麼？

1 He left Rehoboam to his own folly, and hid from his eyes the things which belonged to his peace, that the kingdom might 
be rent from him. Note, God serves his own wise and righteous purposes by the imprudences and iniquities of men, and 
snares sinners in the work of their own hands. Those that lo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row it away, as Rehoboam did his, 
by their own wilfulness and folly. [Matthew H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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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滅亡 (586 BC)
耶和華藉耶利米所說的預言

Jer 46:13  耶和華對先知耶利米所說的話，論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要來攻擊埃及地：

Jer 46:25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我必刑罰挪的亞捫（埃及尊大之神）和法老，並埃及與埃及的神，以及君王，

也必刑罰法老和倚靠他的人。

Jer 46:26  我要將他們交付尋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與他臣僕的手；以後埃及必再有人居住，與從前一

樣。這是耶和華說的。」

Jer 25:1-12   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華論猶大眾民的話臨到耶利米。 

2   先知耶利米就將這話對猶大眾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說：  3   「從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約西亞十三年直到今日，這二

十三年之內，常有耶和華的話臨到我；我也對你們傳說，就是從早起來傳說，只是你們沒有聽從。  4   耶和華也從早起

來，差遣他的僕人眾先知到你們這裡來（只是你們沒有聽從，也沒有側耳而聽），  5   說：『你們各人當回頭，離開惡

道和所作的惡，便可居住耶和華古時所賜給你們和你們列祖之地，直到永遠。  6   不可隨從別神事奉敬拜，以你們手所

做的惹我發怒；這樣，我就不加害與你們。  7   然而你們沒有聽從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發怒，陷害自己。這是耶和華

說的。』」  8   所以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因為你們沒有聽從我的話，  9   我必召北方的眾族和我僕人巴比倫王尼布

甲尼撒來攻擊這地和這地的居民，並四圍一切的國民。我要將他們盡行滅絕，以致他們令人驚駭、嗤笑，並且永久荒

涼。這是耶和華說的。  10   我又要使歡喜和快樂的聲音，新郎和新婦的聲音，推磨的聲音和燈的亮光，從他們中間止

息。  11   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駭。這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  12   七十年滿了以後，我必刑罰巴比倫王和

那國民，並迦勒底人之地，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

 2Ch 36:21   這就應驗耶和華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地享受安息；因為地土荒涼便守安息，直滿了七十年。  22   波斯王

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詔通告全國，說：  23   「波斯王古列

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

以上去，願耶和華他的神與他同在。」

巴比倫   第一次侵犯    (606 - 605 BC)  

Dan 1:1-6   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到耶路撒冷，將城圍困。  2   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神殿

中器皿的幾分交付他手。他就把這器皿帶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廟裡，放在他神的庫中。  3   王吩咐太監長亞施毗拿，

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冑中帶進幾個人來，  4   就是年少沒有殘疾、相貌俊美、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俱備、足能侍

立在王宮裡的，要教他們迦勒底的文字言語。  5   王派定將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飲的酒，每日賜他們一分，養他們三

年。滿了三年，好叫他們在王面前侍立。  6   他們中間有猶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

2Ki 24:1-7   約雅敬年間，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猶大；約雅敬服事他三年，然後背叛他。  2   耶和華使迦勒底軍、亞

蘭軍、摩押軍，和亞捫人的軍來攻擊約雅敬，毀滅猶大，正如耶和華藉他僕人眾先知所說的。  3   這禍臨到猶大人，誠

然是耶和華所命的，要將他們從自己面前趕出，是因瑪拿西所犯的一切罪；   4   又因他流無辜人的血，充滿了耶路撒

冷；耶和華決不肯赦免。  5   約雅敬其餘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  6   約雅敬與他列祖同睡。他兒子約

雅斤接續他作王。 7   埃及王不再從他國中出來；因為巴比倫王將埃及王所管之地，從埃及小河直到伯拉大河都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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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   第二次侵犯     (597 BC)  

2Ki 24:8-20   約雅斤登基的時候年十八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個月。他母親名叫尼護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單的女

兒。  9   約雅斤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父親一切所行的。  10   那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軍兵上到耶路

撒冷，圍困城。  11   當他軍兵圍困城的時候，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就親自來了。  12   猶大王約雅斤和他母親、臣僕、

首領、太監一同出城，投降巴比倫王；巴比倫王便拿住他。那時是巴比倫王第八年。  13   巴比倫王將耶和華殿和王宮裡

的寶物都拿去了，將以色列王所羅門所造耶和華殿裡的金器都毀壞了，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14   又將耶路撒冷的眾民和

眾首領，並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萬人，連一切木匠、鐵匠都擄了去；除了國中極貧窮的人以外，沒有剩下的；  15   並

將約雅斤和王母、后妃、太監，與國中的大官，都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去了；  16   又將一切勇士七千人和木匠、鐵匠

一千人，都是能上陣的勇士，全擄到巴比倫去了。17巴比倫王立約雅斤的叔叔瑪探雅代替他作王，給瑪探雅改名叫西底

家。  18   西底家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一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他母親名叫哈慕他，是立拿人耶利米的女兒。  19 

西底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是照約雅敬一切所行的。  20   因此耶和華的怒氣在耶路撒冷和猶大發作，以致將人民

從自己面前趕出。

(被擄的人包括以西結 – 見Eze 1:1-3)

巴比倫   第三次侵犯     (597 BC)  

2Ki 25:1-2   西底家背叛巴比倫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領全軍來攻擊耶路撒冷，對城安營，

四圍築壘攻城。  2   於是城被圍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

2Ki 25:8-10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巴比倫王的臣僕、護衛長尼布撒拉旦來到耶路撒冷，  9   用火焚燒

耶和華的殿和王宮，又焚燒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戶家的房屋。  10   跟從護衛長迦勒底的全軍就拆毀耶路撒冷四圍

的城牆。

2Ch 36:11-23   西底家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一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  12   行耶和華他神眼中看為惡的事。先知耶利

米以耶和華的話勸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  13   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著神起誓，他卻背叛，強項硬心，不歸服耶

和華以色列的神。  14   眾祭司長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穢耶和華在耶路撒冷分別為聖的殿。 

15   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因為愛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從早起來差遣使者去警戒他們。  16   他們卻嘻笑神的使者，藐

視他的言語，譏誚他的先知，以致耶和華的忿怒向他的百姓發作，無法可救。  17   所以，耶和華使迦勒底人的王來攻擊

他們，在他們聖殿裡用刀殺了他們的壯丁，不憐恤他們的少男處女、老人白叟。耶和華將他們都交在迦勒底王手裡。 

18   迦勒底王將神殿裡的大小器皿與耶和華殿裡的財寶，並王和眾首領的財寶，都帶到巴比倫去了。  19   迦勒底人焚燒

神的殿，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用火燒了城裡的宮殿，毀壞了城裡寶貴的器皿。  20   凡脫離刀劍的，迦勒底王都擄到巴

比倫去，作他和他子孫的僕婢，直到波斯國興起來。 

問題:

1. 請列出耶和華藉耶利米所說的預言。

2. 南國滅亡的主要原因是甚麼？

3. 南國的祚運比北國長(136 年)，原因是甚麼？

4. 南北兩國的滅絕對你在屬靈上有甚麼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