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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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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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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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下1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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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撒羅波安 約沙法 約阿施 烏西雅 希西家 瑪拿西 約西亞

南国 巴比伦

坏王 好王 亚他利雅

耶羅波安 巴沙 亞哈 耶戶 耶羅波安二世
北国

亚述

900 850 800 750 700 650 600BC

哈薛亚兰

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

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

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

蛾摩拉的样子了。(赛1:8-9)



拉吉城破，犹大居民被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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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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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珥 约拿

阿摩司

何西阿

以赛亚

弥迦

那鸿

西番雅

哈巴谷

耶利米

俄巴底亚

以西结

但以理

以利亚

以利沙



迦巴鲁河

巴比伦

犹大人被掳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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