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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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3:30 犹大王约西亚

23:31-35 犹大王约哈斯

23:36-24:7 犹大王约雅敬

24:8-17 犹大王约雅斤

24:18-25:7 犹大王西底家

25:8-30 犹大灭国之后



约西亚
Josiah

- 主前640-609 31年

约哈斯
Jehoahaz

沙龙 Shallum 主前609BC 3个月

约雅敬
Jehoiakim

以利亚敬 Eliakim 主前609-598 11年

约雅斤
Jehoiachin

耶哥尼雅

Jeconiah或

哥尼雅 Coniah

主前598-597 3个月

西底家
Zedekiah

玛探雅

Mattaniah
主前597-586 11年



约西亚
(31年)

约哈斯
(3月)

约雅敬
(11年)

西底家
(11年)

约雅斤
(3月)

被掳到埃及

死于埃及

被掳到巴比伦

晚年获优待

众子被杀，双眼被剜

被掳到巴比伦

被铜链捆锁

如驴般埋葬

12 4

3

沙龙以利亚敬

哥尼雅/耶哥尼雅

玛探雅





【犹大王约哈斯】

23:31 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三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他母
亲名叫哈慕她，是立拿人耶利米的女儿。32 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33 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
王，又罚犹大国银子一百他连得，金子一他连得。34 法老尼哥立约
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
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35 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
着法老的命向国民征取金银，按着各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
给法老尼哥。

王下 23:31-35

王朝总述

政治事件

=75磅/34公斤



【犹大王约雅敬】

23:36 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玛人毗大雅的女儿。37 约雅敬行耶
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王下 23:31-35

王朝总述



【犹大王约雅敬】

1 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事他三年，
然后背叛他。2 耶和华使迦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扪人的
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
3 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
出，是因玛拿西所犯的一切罪。4 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
路撒冷。耶和华决不肯赦免。

王下 24:1-7

政治事件



主前 重大历史事件

609

巴比伦灭亚述

约西亚与米吉多被杀；

约哈斯作王三个月被埃及王废掉，立约雅敬为犹大王

605

巴比伦在迦基米施打败埃及，全面掌管巴勒斯坦地

第一次入侵耶路撒冷

第一次被掳（其中包括先知但以理）

601
攻打埃及失败，元气大伤；

约雅敬趁机背叛巴比伦，投靠埃及，激怒巴比伦王

597

巴比伦王攻打耶路撒冷；约雅斤作王三个月后

被掳至巴比伦；巴比伦王立西底家为犹大王

第二次被掳（其中包括先知以西结）

586

西底家背叛巴比伦，投靠埃及，再次激怒巴比伦王，

耶路撒冷和圣城被毁

第三次被掳



迦基米施

主前612年

巴比伦灭亚述

主前605年

巴比伦于迦基米
施打败埃及

你不加你撒登基
成为巴比伦王

耶 46:2

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
营在伯拉河边的迦基米施，是巴比伦王尼布
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
【主前605】所打败的。 耶46:2

巴比伦与埃及之迦基米施战役

第一次
被掳至
巴比伦

主前605



【犹大王约雅敬】

5 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6 约雅敬与他
列祖同睡。他儿子约雅斤接续他作王。7 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
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

王下 24:1-7

结束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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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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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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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被埃及打败





【犹大王约雅斤】

8 约雅斤登基的时候年十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他母
亲名叫尼护施她，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单的女儿。9 约雅斤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王下 24:8-17

王朝总述



【犹大王约雅斤】

10 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11 当
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12 犹大王
约雅斤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
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13 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
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
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14 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
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
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15 并将约雅斤和王母，后妃，
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16 又将一切
勇士七千人和木匠，铁匠一千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
伦去了。17 巴比伦王立约雅斤的叔叔玛探雅代替他作王，给玛探雅
改名叫西底家。

王下 24:8-17

政治事件
第二次被掳至巴比伦





【犹大王西底家】

18 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哈慕她，是立拿人耶利米的女儿。19 西底家行耶
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20 因此耶和
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

王下 24:18-25:7

王朝总述



【犹大王西底家】

25:1 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
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
2 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3 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
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4 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
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迦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
走。5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
离开他四散了。6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
审判他。7 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
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

王下 24:18-25:7

政治事件



约西亚
Josiah

- 主前640-609 31年

约哈斯
Jehoahaz

沙龙 Shallum 主前609BC 3个月

约雅敬
Jehoiakim

以利亚敬 Eliakim 主前609-598 11年

约雅斤
Jehoiachin

耶哥尼雅

Jeconiah或

哥尼雅 Coniah

主前598-597 3个月

西底家
Zedekiah

玛探雅

Mattaniah
主前597-586 11年



耶1:1-3
1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
面。2犹大王亚们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
利米。3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

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
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

番1:1

当犹大王亚们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希西家
的元孙，亚玛利雅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示的儿子西番雅。



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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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1:1

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
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结1:1-3
1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迦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
开了，得见神的异象。2正是约雅斤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
3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
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他身上。





【圣城及圣殿被毁】8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
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9 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
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10 跟从护卫长
迦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11 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
人，都掳去了。12 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
耕种田地。

13 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迦勒底人都打碎了，
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14 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
一切铜器，15 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16 所罗
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
多得无法可称。17 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柱上有铜顶，高三肘。铜顶
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
子。)

王下 25:7-30





【犹大人被掳】18 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副祭司西番亚，和三
个把门的，19 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或作太监），并在
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五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
的国民六十个人。20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
王那里。21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
人被掳去离开本地。

王下 25:7-30

第三次被掳至巴比伦



迦巴鲁河

巴比伦

犹大人被掳巴比伦结1:1-3
1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原文作我）在迦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
了，得见神的异象。2正是约雅斤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3在迦勒底人之

地，迦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
在他身上。



【基大利出任省长】22 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
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希甘的儿子基大利作
他们的省长。23 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作省
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尼陀
法人单户蔑的儿子西莱雅，玛迦人的儿子雅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
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24 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你们
不必惧怕迦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事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

25 七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
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迦勒底人。26 于是众
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迦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

王下 25:7-30



【约雅斤被释放】27 犹大王约雅斤被掳后三十七年，巴比伦王以未
米罗达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使犹大王约雅斤抬头，提他出监。
28 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29 给
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30 王赐他所需用的食
物，日日赐他一分，终身都是这样。

王下 25:7-30



约西亚
(31年)

约哈斯
(3月)

约雅敬
(11年)

西底家
(11年)

约雅斤
(3月)

被掳到埃及

死于埃及

被掳到巴比伦

晚年获优待

众子被杀，双眼被剜

被掳到巴比伦

被铜链捆锁

如驴般埋葬

12

3

4

以利亚敬 沙龙

哥尼雅/耶哥尼雅

玛探雅

撒拉铁
所罗巴伯

设巴萨
约瑟

领导首批

被掳归回者

设巴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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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

1. 敬虔的约西亚并没有养育出敬虔的下一代。

2. 尽管约雅敬和西底家不听，神依然差派耶
利米去传悔改的信息。

3. 西底家是与耶利米互动最多的君王，也多
次向耶利米询问神的话，但最后却失去神
的祝福和拯救。

4. 公义和慈爱的神宁可让圣殿被毁，犹大灭
国，也不愿意让祂的百姓在罪孽中败坏和
灭亡。



应用

1. 圣经无数次警醒我们，敬虔的上一代未必能养
育出敬虔的下一代。求神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
和能力去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得以一辈子
行的正道上，永不偏离。

2. 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
功课：回转和悔改。这是神对基督徒一个很基
本的要求。我们每天必须从罪恶和不好的行为
中回转和悔改。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活出新生
的样式，让人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见证神在
我们身上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