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国 
 

耶罗波安 
 

何细亚 
 

南国 

  
罗波安 

 
西底家 

 

西周 主前1066-771， 春秋 主前772-476 

向北国预
言的先知 

 
何西阿 

 
阿摩司 

    



 



犹大列王   
14:21-15:24 
  

》罗波安王  14:21-31 
  亚比央王  15:1-8 
  亚撒王    15:9-24 
   

以色列列王   
15:25-16:34 
   

》拿答王  15:25-32 

》巴沙王  15:33-16:7 
  以拉王  16:8-14 

》心利王  16:15-20 

  两位过渡期  16:21-22 
》暗利王  16:23-28 
 [暗利家（16:23-22:40）] 
  亚哈王  16:29-34 



南国1个朝代，北国4个朝代。 

 9/10王中，只有一位王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正的事。 

参考资料：犹大列王记、以色列列王记 

记述王的格式：1）王朝总述；2）政治
（其他）事件；3）王朝结束公式。 

  （王朝总述=》神学上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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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作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岁，在耶路撒
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十七年。罗
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扪人。 22 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 23 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
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 24 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
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  

25 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 26 夺了耶和华殿
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 27 罗波安
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 28 王每逢
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这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  

29 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30 罗波安与
耶罗波安时常争战。 31 罗波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
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扪人。他儿子亚比央（又名亚比雅）接续
他作王。 

 14:21-31  犹大王-罗波安 

王朝总述 

政治事件 

结束公式 



21 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作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岁，
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
作王十七年。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扪人。 22 犹大人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
甚。 23 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
偶。 24 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
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  
25 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 26 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
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 27 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
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 28 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这盾
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  

29 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30 罗波安与耶罗波安
时常争战。 31 罗波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
玛，是亚扪人。他儿子亚比央（又名亚比雅）接续他作王。 

 14:21-31  犹大王-罗波安 

王朝总述/神学上的判决 



21 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作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岁，在耶路撒冷，就是
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十七年。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
是亚扪人。 22 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
更甚。 23 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 24 国中也有

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  

25 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 26 夺
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
金盾牌。 27 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
门的护卫长看守。 28 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这盾
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  
29 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30 罗波安与耶罗波安
时常争战。 31 罗波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
玛，是亚扪人。他儿子亚比央（又名亚比雅）接续他作王。 

 14:21-31  犹大王-罗波安 

政治事件 



21 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作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岁，在耶路撒冷，就是
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十七年。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
是亚扪人。 22 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
更甚。 23 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 24 国中也有

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  
25 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 26 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
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 27 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
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 28 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这盾
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  

29 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30 
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争战。 31 罗波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
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扪人。他儿子
亚比央（又名亚比雅）接续他作王。 

 14:21-31  犹大王-罗波安 

结束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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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作犹大王， 2 在耶
路撒冷作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迦，是押沙龙的女儿。 3 亚比央
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
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4 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
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坚立耶路撒冷。 
5 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
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6 罗波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波安争战。7 亚比央其余的事，凡
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与耶罗波安争战。 8 
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 

 15:1-8  犹大王-亚比央 

王朝总述 

结束公式 



1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作犹大王， 2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迦，是押沙龙的女儿。 
3 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
大卫的心，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4 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
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坚立耶路撒冷。 5 因为大卫除了
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
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6 罗波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波安争战。  

7 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与耶
罗波安争战。 8 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
续他作王。 

 15:1-8  犹大王-亚比央 



1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作犹大王， 2 在耶路撒冷
作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迦，是押沙龙的女儿。 3 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
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
他的神。  

4 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
子接续他作王，坚立耶路撒冷。 5 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
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6 罗波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波安争战。7 亚比央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与耶罗波安争
战。 8 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
接续他作王。 

 15:1-8  犹大王-亚比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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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年，亚撒登基作犹大王， 10 在耶
路撒冷作王四十一年。他祖母名叫玛迦，是押沙龙的女儿。 
11 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12 从国
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13 并且贬了
他祖母玛迦太后的位，因她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亚撒砍
下她的偶像，烧在汲沦溪边， 14 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
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15 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
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  

 

 15:9-24  犹大王-亚撒 



 15:9-24  犹大王-亚撒 

亚舍拉 

巴力 



16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争战。 17 以色列王巴沙
上来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18 
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
中，打发他们往住大马色的亚兰王希旬的孙子，他伯利们的儿子
便哈达那里去， 19 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
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
使他离开我。 20 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
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伯玛迦，基尼烈全境，拿弗
他利全境。 21 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仍住在得撒。 
22 于是亚撒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
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迦巴和米斯
巴。 

 

 15:9-24  犹大王-亚撒 



 15:9-24  犹大王-亚撒 



23 亚撒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城
邑，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 24 
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
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 

 

 15:9-24  犹大王-亚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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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答登基作以色列王
共二年， 26 拿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
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27 以萨迦人亚希雅的儿子巴沙背叛拿答，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
时拿答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 28 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
他，篡了他的位。 29 巴沙一作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
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希雅所说的
话。 30 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怒气。  

31 拿答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32 亚撒和以
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争战。  

 15:25-32  以色列王-拿答 



25 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答登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26 拿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
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27 以萨迦人亚希雅的儿子巴沙背叛拿答，在非利士的基比顿
杀了他。那时拿答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 28 在犹大
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 29 巴沙一作王就
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
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希雅所说的话。 30 这是因
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
列神的怒气。  

31 拿答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32 亚撒和以
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争战。  

 15:25-32  以色列王-拿答 



25 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答登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26 拿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
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27 以萨迦人亚希雅的儿子巴沙背叛拿答，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
时拿答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 28 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
他，篡了他的位。 29 巴沙一作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
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希雅所说的
话。 30 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怒气。  

31 拿答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32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争战。  

 15:25-32  以色列王-拿答 



犹大列王   
14:21-15:24 
  

》罗波安王  14:21-31 
  亚比央王  15:1-8 
  亚撒王  15:9-24 
   

以色列列王   
15:25-16:34 
   

》拿答王  15:25-32 

》巴沙王  15:33-16:7 
  以拉王  16:8-14 

》心利王  16:15-20 

  两位过渡期  16:21-22 
》暗利王  16:23-28 
 [暗利家（16:23-22:40）] 
  亚哈王  16:29-34 



33 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希雅的儿子巴沙在得撒登基作以色
列众人的王共二十四年。 34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16:1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 2 我既从尘埃
中提拔你，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
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 3 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八
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 4 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
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5 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6 
巴沙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得撒。他儿子以拉接续他作王。  

7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作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
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  
 

 15:33-16:7  以色列王-巴沙 



33 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希雅的儿子巴沙在得撒登基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共二十
四年。 34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16:1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 2 
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
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 3 我必
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 
4 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
中的鸟吃。  
5 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6 巴沙与
他列祖同睡，葬在得撒。他儿子以拉接续他作王。  

7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
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作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又因他
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  

 

 15:33-16:7  以色列王-巴沙 



33 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希雅的儿子巴沙在得撒登基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共二十
四年。 34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16:1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 2 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
我发怒， 3 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 
4 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5 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
记上。 6 巴沙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得撒。他儿子以拉接续他作
王。  

7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
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作的惹耶和华发
怒，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  
 

 15:33-16:7  以色列王-巴沙 



犹大列王   
14:21-15:24 
  

》罗波安王  14:21-31 
  亚比央王  15:1-8 
  亚撒王  15:9-24 
   

以色列列王   
15:25-16:34 
   

》拿答王  15:25-32 

》巴沙王  15:33-16:7 
  以拉王  16:8-14 

》心利王  16:15-20 

  两位过渡期  16:21-22 
》暗利王  16:23-28 
 [暗利家（16:23-22:40）] 
  亚哈王  16:29-34 



8 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得撒登
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9 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利背叛他。当他在得撒家宰亚杂家里喝醉
的时候， 10 心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二十七
年的事。 11 心利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
有留下一个男丁。 12 心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
户责备巴沙的话。 13 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
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14 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6:8-14  以色列王-以拉 



8 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得撒登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9 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利背叛他。当他在得撒家宰亚
杂家里喝醉的时候， 10 心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
这是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的事。 11 心利一坐王位就杀了巴
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 12 心
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
话。 13 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以
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
气。  

14 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6:8-14  以色列王-以拉 



8 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得撒登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9 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利背叛他。当他在得撒家宰亚杂家里喝醉
的时候， 10 心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二十七
年的事。 11 心利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
有留下一个男丁。 12 心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
户责备巴沙的话。 13 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
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14 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
记上。  

 16:8-14  以色列王-以拉 



犹大列王   
14:21-15:24 
  

》罗波安王  14:21-31 
  亚比央王  15:1-8 
  亚撒王  15:9-24 
   

以色列列王   
15:25-16:34 
   

》拿答王  15:25-32 

》巴沙王  15:33-16:7 
  以拉王  16:8-14 

》心利王  16:15-20 

  两位过渡期  16:21-22 
》暗利王  16:23-28 
 [暗利家（16:23-22:40）] 
  亚哈王  16:29-34 



15 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心利在得撒作王七日。 

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 16 民在营中听说心利
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暗利作
以色列王。 17 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
得撒。 18 心利见城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
殿，自焚而死。 19 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20 心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6:15-20  以色列王-心利 



15 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心利在得撒作王七日。 

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 16 民在营中听说心利
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暗利作
以色列王。 17 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
得撒。 18 心利见城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
殿，自焚而死。 19 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20 心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6:15-20  以色列王-心利 



15 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心利在得撒作王七日。 

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 16 民在营中听说心利
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暗利作
以色列王。 17 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
得撒。 18 心利见城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
殿，自焚而死。 19 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20 心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6:15-20  以色列王-心利 



犹大列王   
14:21-15:24 
  

》罗波安王  14:21-31 
  亚比央王  15:1-8 
  亚撒王  15:9-24 
   

以色列列王   
15:25-16:34 
   

》拿答王  15:25-32 

》巴沙王  15:33-16:7 
  以拉王  16:8-14 

》心利王  16:15-20 

  两位过渡期  16:21-22 
》暗利王  16:23-28 
 [暗利家（16:23-22:40）] 
  亚哈王  16:29-34 



21 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
提比尼，要立他作王。一半随从暗利。  

22 但随从暗利的民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民。 

提比尼死了，暗利就作了王。  

 

 16:21-22  两王过渡期 



犹大列王   
14:21-15:24 
  

》罗波安王  14:21-31 
  亚比央王  15:1-8 
  亚撒王  15:9-24 
   

以色列列王   
15:25-16:34 
   

》拿答王  15:25-32 

》巴沙王  15:33-16:7 
  以拉王  16:8-14 

》心利王  16:15-20 

  两位过渡期  16:21-22 
》暗利王  16:23-28 
 [暗利家（16:23-22:40）] 
  亚哈王  16:29-34 



23 犹大王亚撒三十一年，暗利登基作以色列王共十二年。在
得撒作王六年。  

24 暗利用二他连得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
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  

25 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 
26 因他行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
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27 暗利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28 暗利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
王。 

 16:23-28  以色列王-暗利 



23 犹大王亚撒三十一年，暗利登基作以色列王共十二年。在
得撒作王六年。  

24 暗利用二他连得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
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  

25 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 
26 因他行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
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27 暗利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28 暗利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
王。 

 16:23-28  以色列王-暗利 



23 犹大王亚撒三十一年，暗利登基作以色列王共十二年。在
得撒作王六年。  

24 暗利用二他连得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
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  

25 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 
26 因他行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
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27 暗利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28 暗利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
王。 

 16:23-28  以色列王-暗利 



犹大列王   
14:21-15:24 
  

》罗波安王  14:21-31 
  亚比央王  15:1-8 
  亚撒王  15:9-24 
   

以色列列王   
15:25-16:34 
   

》拿答王  15:25-32 

》巴沙王  15:33-16:7 
  以拉王  16:8-14 

》心利王  16:15-20 

  两位过渡期  16:21-22 
》暗利王  16:23-28 
 [暗利家（16:23-22:40）] 
  亚哈王  16:29-34 



29 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作了以色列王。
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二十二年。 30 暗利
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31 犯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
西顿王谒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事奉敬拜巴力， 32 在
撒玛利亚建造巴力的庙，在庙里为巴力筑坛。 33 亚哈又作
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
色列诸王更甚。  

34 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
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割，
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16:29-34  以色列王-亚哈 



29 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作了以色列王。
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二十二年。 30 暗利
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31 犯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
西顿王谒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事奉敬拜巴力， 32 在
撒玛利亚建造巴力的庙，在庙里为巴力筑坛。 33 亚哈又作
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
色列诸王更甚。  

34 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
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割，
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16:29-34  以色列王-亚哈 



29 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作了以色列王。
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二十二年。 30 暗利
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31 犯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
西顿王谒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事奉敬拜巴力， 32 在
撒玛利亚建造巴力的庙，在庙里为巴力筑坛。 33 亚哈又作
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
色列诸王更甚。  

34 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
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割，
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16:29-34  以色列王-亚哈 



29 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作了以色列王。
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二十二年。 30 暗利
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31 犯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
西顿王谒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事奉敬拜巴力， 32 在
撒玛利亚建造巴力的庙，在庙里为巴力筑坛。 33 亚哈又作
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
色列诸王更甚。  

34 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
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割，
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16:29-34  以色列王-亚哈 

“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

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
的时候，必丧幼子。”    书6:26 



综合 

1.神继续在南北国的朝代中掌权柄 

2.南北国君王与神的关系直接影响 

  南北国的属灵状况 

3.南国与北国之间的纷争和冲突 

4.神的预言、应验，与审判 



应用 

1.既然神仍掌权，我们必须全然信服 
  神的带领 
2.从神的预言与应验中，坚固我们 
  对神（应许）的信心和信靠 
3.我们必须小心处理与其他信徒 
  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