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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查经聚会之十八 
      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祷告: 为小组聚会 
 
背景(主题綱领)簡介: (组长分享): 15-20 min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王下 23:31-25:30   
 

分组时间: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别討論 1, 2或 3, 4, 5, 6, 7, 8，etc大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

參考, *自由犮揮)？ 
 
经文讨论: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王下 23:31-37 (代下 36:2-8) 犹大国运急轉直下 

 

约西亚死后子约哈斯继任犹大王三个月，行耶和华以为恶的事, 成为埃及王尼哥階下囚，尼

哥另立约西亚另一个儿子以利亚撒(约雅敬) 任犹大王, 约哈斯被掳到埃及死在那里. 约雅敬

行耶和华以为恶的事, 臣服进贡尼哥, 犹大至此成为埃及的附庸国. 

 

 

王下 24:1-20 (代下 36:9-10) 

 

约雅敬随后臣服巴比仑三年, 神又使巴比侖亚兰及列邦联軍攻打犹大. 约雅敬统治 11年后

死, 子约雅斤继位. 

 

约雅斤任犹大王三个月, 巴比仑兴起夺埃及地, 攻打犹大陷耶京, 约雅斤被掳, 圣殿被劫一

空. 

 

巴比仑王立约西亚另一个儿子玛探雅上任, 即末代犹大王西底家, 行耶和华以为恶的事. 统

治 11 年后犹大亡于巴比仑. 

 

 

Q1. O.I. 简述犹大亡国前的几个末代王的事绩? 列王记如何评论犹大亡国的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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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亚死后子约哈斯继任犹大王三个月，行耶和华以为恶的事, 成为埃及王尼哥階下囚，尼

哥另立约西亚另一个儿子以利亚撒(约雅敬)任犹大王, 约哈斯被掳到埃及死在那里. 约雅敬

行耶和华以为恶的事, 臣服进贡尼哥, 犹大至此成为埃及的附庸国. 

 

约雅敬随后臣服巴比仑三年, 神又使巴比侖亚兰及列邦联軍攻打犹大. 约雅敬统治 11年后

死, 子约雅斤继位. 

 

约雅斤任犹大王三个月, 巴比仑兴起夺埃及地, 攻打犹大陷耶京, 约雅斤被掳, 圣殿被劫一

空. 

 

巴比仑王立约西亚另一个儿子玛探雅上任即末代犹大王西底家, 行耶和华以为恶的事. 统治

11年后犹大亡于巴比仑. 

 

犹大亡国的因由是瑪拿西所犯的一切罪 (参代下 33:1-25）. 

 

瑪拿西作王五十五年.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敬拜偶像. 重建邱壇，效法外邦人(申

18:9-12)和以色列王亞哈為巴力築壇，在圣殿中做亞舍拉像，使他的兒子經火，交鬼並敬拜

星象等等，而且滥杀无辜人，惹神憤怒.  

 

神审判瑪拿西王的背叛行徑，虽在晚年被亚述王俘虏后曾经悔改被释放(代下 33:10-17) 在急

難中在神面前極其自卑，懇切地求耶和華，在大衛城外，從谷內基訓西邊直到魚門口，建築

甚高城牆，環繞俄斐勒，又在猶大各堅固城內設立勇敢的軍長. 並除掉外邦人的神像與耶和

華殿中的偶像，又將他在耶和華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築的各壇都拆毀, 拋在城外；重修耶

和華的祭壇，在壇上獻平安祭, 感謝祭，吩咐猶大人事奉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但还是太遲

了，神定意要將猶大交給仇敵擄掠. (21:10-16) 

 

 

Q2. A.从整个旧约历史的總结来看犹大亡国被掳分散列国有什么后果? 对新约有什么影响? 

 

犹大亡国被掳到新约之间的 400多年, 使流亡中的犹大民族对真神專一敬拜的宗教复兴, 为

新约耶稣基督建立永恒的大卫国度即天国铺路(太 1-25章) ,分散在列国的犹大餘民也为新约

崇拜中心的转移铺路(心灵与诚实敬拜神, 神与人同在,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被建造成为圣殿, 

太 1:23, 约 4:24, 林前 6:19; 12, 弗 2:19-22; 彼前 2:4-5). 

 

 

王下 25 (代下 36:11-21, 耶 40:7-9,41; 52:1-33)  

 

西底家背叛巴比仑, 巴比仑王攻陷耶京, 大飢荒, 圣殿被毁, 犹大民被掳, 犹大亡国. 

 

 

王下 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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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底家逃亡, 被追到耶利哥平原, 跟随他的軍隊四散, 西底家被掳. 巴比仑王在他面前杀其

众子, 剜去他两眼, 鎖他将带他到巴比仑. 

 

 

王下 25:8-12  

 

其后巴比仑王 19 年再攻耶京烧城, 掳走精英百姓, 击杀官员, 只剩下最穹的人留守修理耕种

犹大地. 

 

 

王下 25:13-17 

 

圣殿被毁, 拆去一切金艮铜全部搬到巴比仑. 

 

 

王下 25:18-21 

 

祭司及官员被掳或被杀. 

 

 

王下 25:22-26 

 

巴比仑王立基大利作省长管理剩下犹大民. 王室后裔以实玛利杀基大利, 民众(包括耶利米)

逃往埃及.  

 

 

王下 25:27-30 

 

巴比仑王厚待前任犹大王约雅斤, 提他出獄, 终身在巴比仑王面前吃饭. 

 

 

Q3. O.I. 简述巴比仑征服犹大国的经过：（a）有几次攻击犹大? (b)如何攻陷耶京? (c)巴

比仑在约雅斤，西底家和基大利时期对犹大亡国前採用什么政策？  

 

(a)巴比倫人三次入侵犹大（24:1；24:10；25:1）. 

  

(b)约雅敬从臣服埃及轉为臣服巴比仑, 三年后神又使巴比侖亚兰及列邦联軍攻打犹大. 约雅

敬统治 11年后死, 子约雅斤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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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雅斤任犹大王三个月, 巴比仑兴起夺埃及地, 攻打犹大陷耶京, 约雅斤被掳, 圣殿被劫一

空. 

 

巴比仑王立约西亚另一个儿子玛探雅上任即末代犹大王西底家, 行耶和华以为恶的事. 统治

11年后犹大亡于巴比仑. 

 

西底家背叛巴比仑, 巴比仑王攻陷耶京, 大飢荒, 圣殿被毁, 犹大民被掳, 犹大亡国. 

 

西底家逃亡, 被追到耶利哥平原, 跟随他的軍隊四散, 西底家被掳. 巴比仑王在他面前杀其

众子, 剜去他两眼, 鎖他将带他到巴比仑. 

 

其后巴比仑王 19年再攻耶京烧城, 掳走精英百姓, 只剩下最穹的人留守修理耕种犹大地. 

 

圣殿被毁, 拆去一切金艮铜全部搬到巴比仑. 

 

祭司及官员被掳或被杀. 

 

巴比仑王立基大利作省长管理剩下犹大民. 王室后裔以实玛利杀基大利, 民众(包括耶利米:

耶 42:7-43:7)逃往埃及.  

 

巴比仑王厚待前任犹大王约雅斤, 提他出獄, 终身在巴比仑王面前吃饭.( 巴比倫古绩找到的

食物配給名單上有約雅斤的名字，顯出他確實是與巴比倫王同席吃飯). 

 

(c)巴比仑在约雅斤，西底家和基大利时期对犹大亡国前採用的政策: 

 

1. 掳其领袖精英(25:26)使他们臣服, 卻不杀他们, 还厚待约雅斤. 

 

2. 杀与軍兵和檢点国民有关的犹大官员, 

 

3.  剩下最穹的人留守修理耕种犹大地. 其中有先知耶利米, 他留下了唯一的被巴比倫擄掠後

耶路撒冷境況的記錄(耶 40-45章).  

 

4. 立基大利傀儡政权代管犹大地. 

 

 

Q4. O.I.A.简述巴比仑征服犹大国后犹大人的去向? (24:15-16; 25:11-12,21,26).分享若你

是处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情景之下会有什么感受* 

 

巴比仑征服犹大国后犹大人四散各地: 领袖精英被掳到巴比仑, 包括但以理和所罗巴伯尼希

米以斯拉,哈该,撒迦利亚,以西结,和以斯帖的祖先(参考这些圣经书卷). 剩下最穹的人留守

修理耕种犹大地((24:15-16; 25:11-1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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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处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情景之下会有的感受* (日治时期的中国?) 

 

 

Q4. A.为什么神容许大卫的家族: 祂的选民(撒下 7:12-17)被外邦人摧残? 讨论犹大亡国的教

训和今天国家与教会前途的展望* 

 

神与大卫立的约:祂的选民(撒下 7:12-17)应泛指天国向子民. 

 

神没有撇棄大卫的子孙, 祂派先知警告瑪拿西耶和華曾對他祖先大衛和他兒子所羅門应许，

以色列人若謹守遵行祂僕人摩西所吩咐他們的一切律法，祂就不再使他們离开犹大地，但瑪

拿西卻不聽從, 引誘以色列人行惡，比耶和華在他們面前所滅的列國更甚. 公义的神必审判

背逆祂的罪. 但神仍要在犹大餘民里实行祂的应许. (19:30) 神必坚立大卫的家和国: 即天

国: 耶稣的基督的国度(赛 11:10-12；太 1至 25章). 

 

犹大余民和现代的以色国和教会的关係复杂.福音派神学上还未有定论.主要学说是圣约论和

时代论 covenant-theology:dispensationalism 可参考其中一些讨论:  

https://www.biblicaltraining.org/library/covenant-theology-

dispensationalism/systematic-theology-i/bruce-ware) 

 

 

合組總結: 15 min(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 作整体性總

結.) 
 
分组祷告: 15 min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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