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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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1 犹大王亚他利雅
12:1-21 犹大王约阿施

13:1-9 以色列王约哈斯
13:10-13 以色列王约阿施
13:14-21 以利沙去世
13:22-25 约阿施打败便哈达





观察
何人: 亚哈谢、亚他利雅、约兰王的女儿约示巴、约

阿施、乳母、耶何耶大、迦利人、护卫兵、耶
和华、百夫长、大卫、巴力祭司马坦、众民。

何地: 耶路撒冷王宫及圣殿

何时: 犹大王亚哈谢死的那年，及死后第七年

王下 11:1-21

何事: 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雅篡位成为犹大唯一一
位女君王；七年后被亲大卫家族的祭司耶何
耶大设计推翻



观察
重复: 关键词：“杀” (2[2x],15[2x],16,20)

“立约”（4,17[2x]）

王下 11:1-21

-亚他利雅的记述没有王朝总论及结束公式

-认识耶何耶大 - 忠于神及大卫王朝；

持心公正、处事正直、行事谨慎、计划周详。

其他:



地
理
位
置

王下 11:1-21



分段

A 1-3 亚他利雅篡位-七年前

B 4-21 亚他利雅被推翻-七年后
2 段
内容

A 1-3 亚他利雅篡位

B 4-8 耶何耶大精心布局
C 9-12 耶何耶大使约阿施被立为王
D 13-16 耶何耶大使亚他利雅被杀
E 17-21 耶何耶大使王与耶和华和民立约



1 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雅见她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
2 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
子约阿施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
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雅，免得被杀。3 约阿施和他的
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他利雅篡了国位。

王下 11:1-21



亚哈谢

暗利

亚哈

亚哈谢 约兰亚他利雅

约示巴

约阿施

耶户

约哈斯

约阿施

耶罗波安二世

撒迦利雅

亚玛谢

乌西亚

其他众子

亚他利雅
(起来剿灭

犹大王室)

耶洗别

89
年



列王纪结构

所有出现在列王记里的犹大君王，

都能在历代志里找到平行的记载。

（王下11-12 = 代下22:10-24:27）

王下 11:1-21



列王纪结构

10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雅见她儿子死了，就起来
剿灭犹大王室。11但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哈谢的

儿子约阿施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
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约示巴是约兰王的女儿，
亚哈谢的妹子，祭司耶何耶大的妻。她收藏约阿
施，躲避亚他利雅，免得被杀。22:10-11

王下 11:1-21



4 第七年，耶何耶大打发人叫迦利人（或作亲兵）和护卫兵的
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
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5 吩咐他们说，
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6 三分
之一要在苏珥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
宫，拦阻闲人。7 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
的殿里护卫王。8 各人手拿兵器，四围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
次的必当治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

王下 11:1-21

神总在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兴起他所要使用的人
来成就他的旨意。

耶何耶大为南国犹大带来政治和宗教上的改革。



4 第七年，耶何耶大打发人叫迦利人（或作亲兵）和护卫兵的
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
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5 吩咐他们说，
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6 三分
之一要在苏珥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
宫，拦阻闲人。7 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
的殿里护卫王。8 各人手拿兵器，四围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
次的必当治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

王下 11:1-21

5 吩咐他們說：「你們要這樣做：你們當中在安息日值班的，三
分之一要把守王宮， 6 三分之一要在蘇珥門，三分之一要在護衛
兵院的後門；你們要這樣輪流把守王宮。 7 你們安息日所有不值
班的兩隊人員要在耶和華的殿裏護衛王； 8 各人手拿兵器，四圍

保護王。凡擅自闖入你們行列的，要被處死。王出入的時候，你
們當跟隨他。」 和修



把守王宫

把守苏珥门

把守护卫兵院后门

1/3

安息日

值班

轮流

把守

圣殿

…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

三分之一要在苏珥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

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王

下11:5-6)

另译：你们当中在安息日值班的（三分之一

看守王宫，三分之一在苏珥门，三分之一在

护卫兵院后面的门），要轮流把守圣殿。

苏珥门：圣殿的一门(传统认为是东门)

护卫兵院后门：位置不详，可能位于圣殿

与王宫之间



苏珥门：圣殿的一门(传统认为是东门)

马门：耶路撒冷城门之一，邻近王宫

护卫兵院后门：位置不详，可能位于圣殿

与王宫之间

把守王宫

把守苏珥门

把守护卫兵院后门

在圣殿护卫王

在圣殿护卫王

1/3

安息日

值班

2/3

安息日

休班

轮流

把守

圣殿



9 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何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
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何耶大。10 祭司便
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11 护
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
站在王子的四围。12 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
将律法书交给他，膏他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

王下 11:1-21

先膏立约阿施为王，后除灭亚他利雅的行动表示耶何耶大
的目的并非想篡位，而是恢复大卫后裔为犹大君王。



13 亚他利雅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
和华的殿，14 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
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他利雅就撕裂
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15 祭司耶何耶大吩咐管辖
军兵的百夫长说，将她赶出班外，凡跟随她的必用刀杀
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她，16 众兵就闪开
让她去。她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

王下 11:1-21



王照例站在柱旁

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

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

雅斤

波阿斯

祭坛

犹大王约阿施被立

北



17 耶何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作耶和华的民。又
使王与民立约。18 于是国民都到巴力庙，拆毁了庙，打
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力的祭司玛坦杀了。祭司耶何
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19 又率领百夫长和迦利人
（或作亲兵）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
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坐了王位。
20 国民都欢乐，合城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雅在王宫
那里用刀杀了。

21 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希伯来文圣经 12:1]

王下 11:1-21





观察
何人: 耶户、约阿施、西比亚、耶何耶大、耶和华、

百姓、众祭司、书记、督工、木匠、工人、瓦
匠、石匠、哈薛、约沙法、约兰、亚哈谢、约
撒甲、约萨拔、亚玛谢。

何地: 耶路撒冷王圣殿

何时: 约阿施统治年间

王下 12:1-21

何事: 祭司忽略修理圣殿



观察
重复: 关键词：

殿（4[2x],5,6,7[2x],8,9[2x],10,11[2x],12[2x],13[2x],14,16,18）
银子（4[2x],7,8,9,10[2x],11[2x],13,14,15,16）
修理（5,6,7[2x],8,11,12[2x],）

王下 12:1-21



摩押

犹大
耶路撒冷

以色列

撒玛利亚

亚兰

大马色

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迦

特，攻取了，就定意上来攻打

耶路撒冷。

犹大王约阿施将他列祖犹大王

约沙法、约兰、亚哈谢所分别

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

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

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

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王下12:17-18)

以东

亚扪

迦特



分段

1-3 王朝总述
4-16 约阿施修理圣殿

17-18 政治事件
19-21 结束公式

王下 12:1-21



1 耶户第七年，约阿施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
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是巴人。2 约阿施在祭司耶何耶大
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3 只是丘坛
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王下 12:1-21

王朝总述



17 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迦特，攻取了，就定意上
来攻打耶路撒冷。18 犹大王约阿施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
法，约兰，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
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
哈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王下 12:1-21

政治事件



19 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20 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在下悉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
杀了。21 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米押的儿子约撒甲和朔默
的儿子约萨拔。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作王。

王下 12:1-21

结束公式



列王纪结构

17耶何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18他们

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事奉亚舍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
就有忿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20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何

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
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
他也离弃你们。21众民同心谋害撒迦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
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22这样，约阿施王不想念撒迦利亚的父

亲耶何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
说，愿耶和华鉴察伸冤。

25亚兰人离开约阿施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

何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
王的坟墓里。26背叛他的是亚扪妇人示米押的儿子撒拔和摩押妇人
示米利的儿子约萨拔。 24:17-26

王下 12:1-21



4 约阿施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
的银子，或各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5 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6 无
奈到了约阿施王二十三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7 所
以约阿施王召了大祭司耶何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
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
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8 众祭
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王下 12:1-21

“7约阿施便召大祭司耶何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为甚

麽还不修理圣殿呢？好了，不要再向认识的人收银子了，就把以
往所收的用来修理圣殿吧！”8祭司们答应不再向人民收钱了，但
是却也不动工修理圣殿破烂的地方。” 当代圣经



9 祭司耶何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于坛
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
子投在柜里。10 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
上来，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11 把所平的银子交给督
工的，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
的木匠和工人，12 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
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13 但那奉到耶和
华殿的银子，没有用以作耶和华殿里的银杯，蜡剪，碗，号，和
别样的金银器皿，14 乃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
15 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作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
们办事诚实。16 惟有赎愆祭，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
都归祭司。

王下 12:1-21





分段

13:1-9 以色列王约哈
13:10-13 以色列王约阿施
13:14-21 以利沙去世
13:22-25 约阿施打败便哈达

王下 13:1-25



1 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二十三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
基作以色列王十七年。2 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八的儿
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3 于是，耶和华的怒
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

4 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
压。5 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
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6 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
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舍拉。

7 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五
十马兵，十辆战车，一万步兵。8 约哈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
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9 约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
子约阿施接续他作王。

王下 13:1-25

王朝总述

政治事件

结束公式



10 犹大王约阿施三十七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
王十六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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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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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23 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怜恤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
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24 亚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便哈达
接续他作王。25 从前哈薛和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争战，攻取了些城邑，现
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
邑。

王下 13:1-25

王朝总述

结束公式

政治事件



14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
泣，说，我父阿。我父阿。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阿。

15 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16 又对以色列王
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17 说，
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
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
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18 以利沙又说，取几枝箭来。他就
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19 神人向他
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
打败亚兰人三次。

20 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21 有
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
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

王下 13:1-25



综合

1. 认识耶何耶大的忠心和能力

2. 认识耶何耶大的政治和宗教改革

3. 认识耶何耶大如何有效管理钱财来
完成圣殿的修理工作

4. 祭司只顾及自己的需要，导致圣殿
的修理拖迟了23年



应用

1. 学习如何在为主大发热心的同时，
对主忠心至死

2. 学习有效的管理和善用教会的钱财

3. 对神的服事必须持有正确的优先
态度

4. 需要常更新我们与神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