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利哥：棕树城

(从旧城废墟向东眺望约但河)



耶利哥的以利沙之泉

地下水从此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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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

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

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

来，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王下2:23-24)

少年人

拜金牛

的中心

嘲笑耶和

华的先知

讽刺秃头

的以利沙

何不学以

利亚升天

抓伤



犹大

耶路撒冷

以色列
撒玛利亚

摩押

亚哈死后，

摩押背叛以

色列。

吉珥哈列设

以东

三王征讨摩押

以东旷野的路

以色列王(约兰)

犹大王(约沙法)

以东王



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

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事以

利亚的（原文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王下3:10-11) 



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事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

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

个弹琴的来。」

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王下3:14-15)



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

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

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

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佳树，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踏一切美田。」

(王下3:16-19)

沟挖得越深，能

盛装的水越多。

十字架在我们身

上工作得越深，

我们领受圣灵的

度量也越大。

预表圣灵



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

(王下3:20)

献祭预表十字架

的经历。

十字架的经历，

使我们更多得着

圣灵。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取我两个儿

子作奴仆。」

以利沙问她说：「我可以为你做甚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

有甚么？」她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甚么。」

(王下4:1-2)



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

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

倒满了的放在一边。」(王下4:3-4)



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

去了，关上门，自己和

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

皿拿来，她就倒油。

器皿都满了，她对儿子

说：「再给我拿器皿

来。」

儿子说：「再没有器皿

了。」油就止住了。

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

说：「你去卖油还债，

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

靠着度日。」(王下4:5-

7) 



犹大

书念

以色列

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

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

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

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

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

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

的神人。

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

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

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

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王下4:8-10)







犹大

迦密山

书念

以色列



由她吧！因为她

心里愁苦，耶和

华向我隐瞒，没

有指示我。

妇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

脚。基哈西前

来要推开她。

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

子呢？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哄我吗？



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

前去；若遇见人，不要

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

安，也不要回答；要把

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



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

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

也没有动静。(王下

4:31)



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

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

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

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王下4:32-35)



死人复活的神迹

旧约：

以利亚(撒勒法寡妇之子)

以利沙(书念妇人之子)

以利沙的骸骨(王下13:21)

新约：

主耶稣(拿因寡妇之子，

睚鲁之女，拉撒路)

主耶稣自己(唯一不再死)

主在十架断气时，多人

复活

彼得(约帕女徒多加)

保罗(特罗亚少年犹推古)



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

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

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

人说：「你将大锅放在

火上，给先知门徒熬

汤。」(王下4:38)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

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

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

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

他们不知道是甚么东西。

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

时候，都喊叫说：「神

人哪，锅中有致死的毒

物！」所以众人不能吃

了。(王下4:39-40)



以利沙说：「拿点面

来」，就把面撒在锅中，

说：「倒出来，给众人

吃吧！」锅中就没有毒

了。(王下4:41)



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

因无饼，乾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摩8:11)

"The days are coming," declares the Sovereign LORD, 

"when I will send a famine through the land-- not a famine 

of food or a thirst for water, but a famine of hear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

有毒的野瓜 错误的教训

面 纯净的道

尝出食物有毒 有属灵的分辨力

饥荒 听不到神的话



有一个人从巴力沙利沙来，带着

初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并新穗

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

说：「把这些给众人吃。」

仆人说：「这一点岂可摆给一百

人吃呢？」

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

还剩下。」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

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王下4:42-44)



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

玛利亚的先知，必能

治好他的大麻疯。

亚兰王的元帅乃缦

在他主人面前为尊

为大，因耶和华曾

藉他使亚兰人得胜；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

只是长了大麻疯。

先前亚兰人成群地

出去，从以色列国

掳了一个小女子，

这女子就服事乃缦

的妻。(王下5:1-2)



犹大

以色列

亚兰

撒玛利亚

大马色

乃缦进去，告诉他主人说，

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

说。

亚兰王说：「你可以去，

我也达信于以色列王。」

于是乃缦带银子十他连得，

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

套，就去了；

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

说：「我打发臣仆乃缦去

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

治好他的大麻疯。」(王下

5:4-6)



犹大

以色列

亚兰

撒玛利亚

大马色

银子：十他连得 (340kg)

金子：六千舍客勒 (70kg)

暗利用二他连得银子向撒

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

上造城，...给所造的城

起名叫撒玛利亚。(王上

16:24)

乃缦的礼物：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

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疯。

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

说：「你为甚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

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王下5:7-8)



于是，乃缦带着车马到了以利

沙的家，站在门前。

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缦

说：「你去在约但河中沐浴七

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

净。」

乃缦却发怒走了，说：「我想

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

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

手，治好这大麻疯。

大马色的河亚罢拿和法珥法岂

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

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

于是气忿忿地转身去了。(王

下5:9-12) 



约但河

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

「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

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

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

呢？」(王下5:13)



于是乃缦下去，照着神人

的话，在约但河里沐浴七

回。(王下5:14)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

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

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

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

慧了。(林前1:21)

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

的肉，他就洁净了。(王下

5:14)



人事物 预 表

大麻疯 罪

乃缦 外邦罪人

到约但河沐浴七回 愚拙的道理

亚罢拿河、法珥法河 世界的智慧

乃缦大麻疯得愈 外邦人信主得救

约但河 十字架的死

以色列小女子 生命幼小的基督徒



乃缦带着一切跟随他的

人，回到神人那里，站

在他面前，说：「如今

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

外，普天下没有神。现

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

物。」

以利沙说：「我指着所

事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我必不受。」

乃缦再三地求他，他却

不受。(王下5:15-16)



乃缦说：「你若不肯受，

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

仆人。从今以后，仆人

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

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

华。

惟有一件事，愿耶和华

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

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

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

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

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

恕我。」(王下5:17-18)



以利沙对他说：「你可

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乃缦就离开他去了。

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

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

「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

人乃缦手里受他带来的

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

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

上他，向他要些。」

(王下5:19-20)

$$$



于是基哈西追赶乃缦。乃缦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

迎着他，说：



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

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

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

银子，两套衣裳。』

都平安吗？



乃缦说：「请受二他连得」；再三地请受，便将二他连

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

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王下5:23)



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

他们回去。(王下5:24)



基哈西你从那

里来？

仆人没有往那

里去。

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

人面前。



以利沙 基哈西

以利亚的仆人 以利沙的仆人

得以利亚的外袍 得乃幔的两套衣裳

成为以色列的

战车马兵

成为大麻疯

祸延子孙

得双倍圣灵 得两他连得银子

经
历

服
事
的
收
获

结

局



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

求你容我们往约但河去，各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

住。」他说：「你们去吧！」

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

(王下6:1-3)



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

主啊，这斧子是借的。」

神人问说：「掉在那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

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漂上来了。

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王下6:5-7)



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箴27:3)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

罪和死的律了。(罗8:2)

人的罪性比石头、沙土还更沉重，只会向下堕落。

但我们接受十字架后，

(就是放下自己的主权，让圣灵在生命中掌权，)

我们就脱离罪和死的定律，

不再向下堕落，反而向上提升。



？

？

？

摩西在

玛拉

苦水 苦涩的生命

树 十字架

甜水 丰盛的生命

以利沙在

约但河

斧头往下沉 罪和死的律

木头 十字架

斧头浮上来 生命圣灵的律

事物 预表



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

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

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

指给我吗？」

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

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

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

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

王说：「你们去探他在那里，

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

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坍。」

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

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王下

6:11-14)

犹大

以色列

亚兰

撒玛利亚

大马色

多坍



多坍



耶和华啊，求你开这

少年人的眼目，使他

能看见。

哀哉！我主啊，我们

怎样行才好呢？

不要惧怕！与我们

同在的比与他们同

在的更多。

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

出去，看见车马军兵

围困了城。



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王下6:17)



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

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

「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

昏迷。」

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

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王下6:18)

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

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

到所寻找的人那里。



犹大

以色列

亚兰

撒玛利亚

大马色

多坍

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

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

沙祷告说：「耶和华啊，

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

他们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

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

撒玛利亚的城中。(王下

6:19-20)



犹大

以色列

亚兰

撒玛利亚

大马色

多坍

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

以利沙说：「我父啊，我

可以击杀他们吗？」

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

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

岂可击杀他们吗？当在他

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

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

里。」

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

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

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

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

列境了。(王下6:21-23)



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

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

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八十

舍客勒，二升鸽子粪值银五

舍客勒。(王下6:24-25) 

犹大

以色列

亚兰

撒玛利亚

大马色



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

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

「我主，我王啊！求你帮

助。」

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

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禾场，

是从酒醡呢？」

王问妇人说：「你有甚么苦

处？」(王下6:26-28) 



她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

『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

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

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

子吃了。

次日我对她说：『要将你的

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

她却将她的儿子藏起来了。」

(王下6:28-29) 



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

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

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

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

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

愿神重重地降罚与我！」

(王下6:30-31) 



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

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

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

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

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

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

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

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

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王下6:32-7:2) 



1个 80舍客勒 (1kg) 1个 1000g

2升 (0.3L) 5舍客勒 (55g) 1L 180g

1细亚 (7.3L) 1舍客勒 (11g) 1L 1.5g

2细亚 (15L) 1舍客勒 (11g) 1L 0.7g

驴头

鸽子粪

细面

大麦

数量 价值 (银) 数量 价值 (银)食物

饥
荒
时

饥
荒
后

一个奴隶的价值为银30舍客勒 (出21:32) 

5舍客勒相当一个多月的工资



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疯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

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

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

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王下7:3-4)



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

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贿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

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棚、

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王下7:5-7)



那些长大麻疯的到了营

边，进了帐棚，吃了喝

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

和衣服来，去收藏了；

回来又进了一座帐棚，

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

藏了。

那时，他们彼此说：

「我们所做的不好！今

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

天亮，罪必临到我们。

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

去！」(王下7:8-9) 



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

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

的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

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

要灭绝），打发人去窥

探。」

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

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

「你们去窥探窥探。」

他们就追寻到约但河，看

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急跑

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

就回来报告王。(王下

7:13-15)



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

的营盘。于是一细亚细面

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

麦也卖银一舍客勒，正如

耶和华所说的。

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

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

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

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

所说的。(王下7:16-17)



犹大

以色列

亚兰

撒玛利亚

大马色

基列拉末

耶路撒冷

膏耶户作

以色列王

预言哈薛

作亚兰王



先知门徒

耶户

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作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你要

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

一切仆人流血的冤。(王下9:6-7) 



先知门徒

耶户

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

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的家像尼八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希雅

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葬埋。』」

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王下9:8-10) 



犹大

以色列

亚兰

撒玛利亚

大马色

基列拉末

耶斯列

耶路撒冷



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

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

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仆倒

在车上。(王下9:22-24) 



把她扔下来！

他们就把她扔下来。她的血溅

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她践踏

了。(王下9:33) 



耶户进去，吃了喝了，

吩咐说：「你们把这被

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

为她是王的女儿。」

他们就去葬埋她，只寻

得她的头骨和脚，并手

掌。(王下9:34-35)



耶户杀了：

以色列王约兰

犹大王亚哈谢

太后耶洗别

亚哈的70个儿子

亚哈家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

犹大王亚哈谢的亲戚42人

一切拜巴力的人



耶户招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事奉巴力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

现在我要给巴力献大祭。应当叫巴力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力的人，并巴

力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

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力的人。(王下10:18-19)



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

不容一人出来！」

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力庙的城去了，

(王下10:25) 



将巴力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力柱像，拆毁了巴力庙

作为厕所，直到今日。

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力。(王下10:26-28) 



罗波安

亚比央

亚撒

约沙法

约兰

亚哈谢

耶罗波安

拿答 巴沙

以拉心利暗利

亚哈

亚哈谢 约兰亚他利雅

约示巴

约阿施

耶户

亚他利雅
(起来剿灭

犹大王室)

耶洗别

耶何耶大

犹大 以色列

祭司



第七年，耶何耶大打发人叫

迦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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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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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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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1-12) 

耶何耶大

约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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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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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下

11:13-14)

亚他利雅

反了！反了！



尼尼微

撒玛利亚

歌散 哈腊

玛代人
的城邑

古他

巴比伦

哈马

西法瓦音

北国十支派被掳至亚述

哈博河

撒珥根二世(722-705BC)时的亚述帝国

亚述的迁徙政策，使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之间大部分国家所惯用

的亚兰语，成为西亚的通用语言，此情形维持了数世纪之久。





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了望楼直到坚
固城，建筑丘坛。

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

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
气。

且事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

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
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

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颈项，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

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戒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
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

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
象，事奉巴力，

又使他们的儿女经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
怒气。
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以色列人被擄
第一次於主前734年被擄﹝列王紀下15：29，16：9﹞
第二次於主前722年被擄﹝列王紀下17：1-23﹞

何细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
散的哈博河边，并玛代人的城邑。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
畏别神，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
拜天上的万象，事奉巴力，

又使他们的儿女经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
的怒气。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音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
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

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

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
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

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
那些民。

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



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

巴比伦人造疏割比讷像。古他人造匿甲像。哈马人造亚示玛像。

亚瓦人造匿哈和他珥他像。西法瓦音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音的神亚得米勒和亚
拿米勒。

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 他们又
惧怕耶和华，又事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

新約時代的撒瑪利亞人﹝路加福音10：33﹞
後來，移入的異族與剩下的以色列人通婚，生下混血兒。所以他們一向受猶太人藐視
﹝約翰福音4：9﹞，因為他們是 “半外邦” 人﹝使徒行傳1：8，8：14-17﹞。



• 希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
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

•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
吩咐摩西的诫命。

• 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
他背叛，不肯事奉亚述王。



• 希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
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

• 犹大王希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
，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
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希西家银
子三百他连得，金子三十他连得。

• 希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
的银子都给了他。

• 那时，犹大王希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
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
，给了亚述王。



希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

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

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

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王下19:5-7)

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

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得米勒和沙利色用

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

(王下19:35-37)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阿，求你记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作你眼中所看为善
的。希西家就痛哭了。

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院或作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

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
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
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疮上，
王便痊愈了。 希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
有什么兆头呢？

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
要往后退十度呢？
希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
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但的儿子比罗达巴拉但听见希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
他。

希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
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希西家没有一样不给
他们看的。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希西家
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

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希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亚对希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
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希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美国马利兰州巴尔铁摩市，卡帝斯引擎公司的太空科学家们正在继续计算着，
核对从现在起一百年和一千年后太阳、月亮和外层空间许多行星的位置应该
会在哪里，以免所发射的人造卫星和这些行星在轨道上发生冲突。
他们以计算机计算，现在前后数世纪太阳系和行星的位置，忽然间计算机停
顿，亮出红灯，表示输入数据错误，或是计算出来结果与标准不符。他们请
保养部的工程师来检查机器，结果正常，计算机部负责人就问他们是发生了
什么事，他们回答说：「我们发现已往的这段时间，在太空中遗失了一天的
时间。」他们搔搔头，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找不出答案来。
后来在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基督徒说：「我记得当我以前参加主日学的时候，
老师告诉**头停住的事。」其它的人都不相信他的话，可是他们也想不出什么
答案来，所以就告诉他：「指给我们看吧！」他就拿出圣经来，翻到约书亚
第十章，当时约书亚因敌人围攻以色列人，若是黑夜来临，必有利于敌人的
攻击，因此约书亚祈求耶和华使日头停，结果『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
下落，约有一日之久』科学家们就是以计算机核对这事，倒算到约书亚发生
这事的时代，结果接近答案，但不够正确，因为约书亚记中所失落的的时间
乃是二十三小时又二十分，还少四十分。这个基督徒又想起在圣经中也提日
影后退的事，科学家们怀疑他有神经病，但是他们还是查阅圣经，在列王记
下二十章8-10节，叙述到希西家病得快要死了，先知以赛亚去见他说不会死，
并给他一个日影后退十度的兆头。十度就是正好为四十分钟，和前者合计刚
好是遗失的二十四小时。



玛拿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五年。他母亲名叫协西巴。

2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
的事。

3重新建筑他父希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力筑坛，作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
所行的，且敬拜事奉天上的万象。

4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

5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

6并使他的儿子经火，又观兆，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的事，惹动他的怒气。

7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舍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
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8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
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9他们却不听从。玛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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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亚王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加
人亚大雅的女儿。 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
右。修理圣殿，尊行侓法书，读约书立约顺从神，破除所有偶像。。。。

22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
的逾越节。

23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

24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
物，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

25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
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

26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玛拿西诸事惹动他。

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
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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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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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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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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从护卫长迦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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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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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

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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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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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所
圣所 廊子

雅斤

波阿斯

铜祭坛

铜海

盆和盆座



猶大三次被擄

猶大王有傀儡式的君王，同時埃及與巴比倫在旁窺伺。
第一次被擄 (主前606年)：
是在約雅敬第3年﹝列王記下24：1-2﹞，猶大背叛。主前604年，巴比倫戰勝埃及後，圍攻
猶大﹝列王記下24：7﹞。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擄了一大群，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個
朋友﹝列王記下24：1-7，耶利米書52：1-11，但以理書1：1-2﹞。
約雅敬雖然繼續作猶大王，但名存實亡。到主前598年巴比倫廢了約雅敬，主前597年
立約雅斤作猶大王。
第二次被擄 (主前597年3月16日再度攻陷耶路撒冷)：
是在約雅斤作王的第1年﹝列王記下24：8-16﹞。巴比倫人把其中較大的金器打碎，以
便攜帶﹝列王記下24：13，25：13，耶利米書27：19-20﹞。尼布甲尼撒王第8年，他
擄了約雅斤及貴族3023男丁﹝列王記下24：8-17，耶利米書52：28﹞，實數為萬多人，
另有其他勇士﹝列王記下24：14，16﹞。以西結﹝以西結書1：2﹞也在內 (他是個祭司
的先知，在迦巴魯河邊有聲望，富有威力，能堅固百姓的心志)，還有末底改﹝以斯帖
記2：6﹞。尼布甲尼撒立西底家代替約雅斤作猶大王。
從大巴比倫城一座建築物掘出的石版上，記有史稱為猶大國 “第二次被擄” 的事，並載
有約雅斤和他一同被擄的5個兒子的名字。



第三次被擄 (主前586年8月14日)：
在西底家第9年﹝列王記下25：1-12﹞。
原來耶利米早就勸西底家速速投降巴比倫﹝耶利米書38：17-23﹞，但他不聽從耶利米，
他死守耶路撒冷兩年。最後，尼布甲尼撒於主前586年8月14日攻陷耶路撒冷﹝耶利米書
52：12﹞。巴比倫將耶路撒冷和聖殿焚毀﹝列王記下25：9-10﹞，把聖殿所蓋所包的金
子都刮去，把金銀銅等器皿帶到巴比倫放在王庫裡，藏在他們的神廟中。西底家王在危
急時要逃跑，但被擒獲，被帶到利比拉尼布甲尼撒王那裡，王下令將他眾子殺在他面前，
把猶大王的雙眼剜掉，手腳都上了鎖，將他和一切精壯猶大人帶到巴比倫去﹝耶利米書
39：1-7﹞。最後他死在巴比倫﹝以西結書12：13﹞。
後來尼布甲尼撒的兒子以未米羅達釋放約雅斤出監﹝列王記下25：27-30﹞。這時，他已
60歲了，他是大衛王的一脈。神曾與大衛立約﹝撒母耳記下7：14-16﹞，神為了大衛，
使約雅斤得到抬頭。
尼布甲尼撒擄了832人﹝耶利米書52：29﹞，大概是指男丁數字。他把貧困的留在故土 (

耶利米是其中的一個，他要求留在猶大，住在米斯巴博助基大利，耶利米書40：1-6，42 

– 43：3)，尼布甲尼撒王命基大利 (耶利米的朋友) 管理遺民﹝列王記下25：12，22-24﹞。
另外，由護衛長尼布撒拉旦擄去猶大人745名﹝耶利米書52：30﹞。
其他的人被擄到巴比倫兩河之間﹝列王記下25：11﹞。



被擄的情況
1.自由：他們在巴比倫做奴隸只有幾年，後來他們就像 “移民”，在社交、宗教、商業
等都有自由。有的致富了，有的做了大官，如但以理、末底改、尼希米等。
2.偶像絕跡：
巴比倫是偶像的發源地，所以稱為 “偶像之家”。猶大人因拜偶像而被擄，神讓他們被
擄到巴比倫，使他們看見滿街都是偶像，知道偶像的虛假。
當他們被釋放回本國之後，他們就不再拜偶像了。
3. 心情不好，懷念錫安：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詩篇137：1，詳見全篇﹞
4. 不與外邦人通婚 (在巴比倫)：

北國被擄到亞述，亞述移民入撒瑪利亞。他們多有通婚。但南國猶大被擄到巴比倫，
能保存種族。
5. 事業轉變：
他們在巴比倫，受到巴比倫的學術文化的影響。
6. 創建會堂：
他們被擄，在巴比倫沒有聖殿，由以斯拉創建會堂。他們在安息日會聚會，許多人在
那裡讀經祈禱﹝但以理書6：10，9：2 ﹞。他們更重視摩西的律法



被擄、歸回及兩約之間的時代（主前586-63）
亡國之後的猶太人被遷移到亞述、巴比倫境內，從此過著流亡的生活，這是「猶太人大
離散」(Jewish Diaspora)的開始。儘管如此，他們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在一
些祭司和利未人的後裔帶領之下，舉行各種宗教活動，並開始建立猶太會堂。後來在波斯
立國之後，於主前538年，古列王曾允許猶太人回歸祖地。那時約有五萬名被擄到巴比倫
的猶太人，分別由所羅巴伯(主前538年)、以斯拉(主前458年)及尼希米(主前445年)帶領回
歸耶路撒冷，並重建聖殿及聖城、復興聖民。文士以斯拉時代，他曾帶領猶太人宣讀律法，
重新確立了猶太人的信仰；猶太人的《聖經》經卷彙集，也在這時期完成。此外，也設立
公會(Great Assembly) 作為猶太人最高的宗教和司法機構。在波斯帝國期間，猶大是由耶
路撒冷的大祭司和長老治理，不過，他們依然不能復國。在這四、五百年期間，這近東
地區經歷數個王朝的統治。波斯帝國後，有希臘帝國興起(主前332年)，把希臘文化推廣
至全國各地。其後有埃及的多利買(Ptolemy)王朝、敘利亞的西流古(Seleucid)王朝，及至
後來在耶穌降生前不久，更易手成為羅馬帝國的地方省份。在這期間，猶太人有很多次的
反抗、獨立運動，卻都功敗垂成，其中最有名的是由馬喀比家族(Maccabees)所領導的自
治獨立運動。當時因西流古王朝後期的安提阿古四世(Antiochus IV)，嚴禁猶太人的宗教
禮儀，甚至在聖殿中擺放丟斯(Zeus)的神像，更以豬在聖殿獻祭。最後，這些行為激起了
猶太人的起義反抗，並獲勝建立了哈斯摩尼王朝 (The Hasmonean Period，主前166-63

年)，史稱馬喀比時代。馬喀比佔領耶路撒冷後，於是年冬天潔淨聖殿，並重新獻殿，恢
復獻祭儀式，為猶太人修殿節(Hanukkah，又稱光明節)的開始



代上九3】「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玛拿西人。」

百姓刚回归的时候，耶路撒冷非常荒凉，还没有城墙保护，需要抽签入住。「百姓的首
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掣签，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尼十一
1）。而「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尼十一2）
住在耶路撒冷的，不但有南国的「犹大人、便雅悯人」（3节），也有北国的「以法莲
人、玛拿西人」（3节），他们代表了十二支派整体的见证，显明了神恢复全以色列的
心意。



羅馬帝國時代 (主前63-主曆638)

及至主曆313年，羅馬王康士坦丁(Constantine)把首都從羅馬遷到小亞細亞的拜占庭，
易名為君士坦丁堡，後又把基督教定為國教，史稱拜占庭(Byzantine)時期。此後，猶太
地區的基督教又活躍起來。直到在伊斯蘭帝國佔領了耶路撒冷以前，羅馬帝國的基督徒
都可以自由地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在這期間，許多著名的聖地遺蹟，都在這時期被建造
起來，例如伯利恆的主誕堂，耶路撒冷的聖墓堂等均為康士坦丁的母親海倫娜(Helena) 

在326年訪視聖地後建成。其後不少移居聖地的信仰虔誠者和宗教群體，開始不斷地建
築教堂和修院。
伊斯蘭時代(主曆638-1099) 

穆罕默德(570-632年)在第七世紀創立伊斯蘭教(Islam)以後，便以驚人的速度擴張。伊斯
蘭信徒(即穆斯林 Muslim) 在632年，控制了整個阿拉伯半島，建立阿拉伯帝國。其後，
穆斯林組軍入侵巴勒斯坦，在636年征服這地區，最後在638年佔領耶路撒冷，並視耶路
撒冷為伊斯蘭教神聖的地方，吸引不少朝聖者。又因阿拉伯移居聖地的人日益增多，猶
太人就相對地日益減少。現今在聖殿山的圓頂盤石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及亞克薩
寺(Al-Aqsa)也是在這時期建造的。
十字軍時代(主曆1099-1260)

十字軍在1099年7月攻下耶路撒冷，進城後，他們屠殺城內大多數伊斯蘭教徒及猶太人，
這屠城事件在日後歷史中造成深遠的影響。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後，宣告這城為耶路撒
冷王國的首都。在十字軍統治下，聖地管理得井然有序，他們復興基督教傳統，在聖地
建立或修建了很多城堡〈如：該撒利亞〉、教堂〈如：聖墓堂、升天堂、聖安妮教堂〉
等。此外，來聖地朝聖的人增加，也有不少猶太人回到亞柯及耶路撒冷定居。



滿美露時代(Mameluke，又譯馬木魯克) (主曆1260-1516)

在1250年，埃及的撒拉丁王朝被滿美露人(Mameluke，意思是奴隸，一群來自高加索、
中亞地區的突厥族的奴隸兵)推翻，並在1260年征服了巴勒斯坦，成為耶路撒冷的統
治者
奧圖曼時代(主曆1516-1917)

早在十四世紀初，奧圖曼突厥人(Ottoman Turks)已開始不斷擴張，他們於1453年攻陷
君士坦丁堡，結束了拜占庭王朝，並以君士坦丁堡為奧圖曼帝國的首都，易名伊斯坦
堡(Istanbul)。在1516年後，更將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歸入奧圖曼帝國的版圖。及
後奧圖曼蘇萊曼 (Suleiman, 1520-1566) 大帝更東征西討，使奧圖曼成為橫跨歐、亞、
非三洲的帝國。蘇萊曼又為耶路撒冷修建城牆，保存至今；他重修並改善耶路撒冷的
供水系統，設立公用水泉，被人稱道。
英國託管時代及猶太復國運動 (主曆1917-19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