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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王（南国） 

930-586 BC 

事迹(好王， 缺点， 總结) 以色列王（北国）

930-722 BC 

(颜色变更代表家

族朝代更换，全以

被篡位结束) 

事迹(總结) 

1.罗波安 Rehoboam 

931-913 

在位 17年.  

父親是所羅門, 母親是亞捫人拿瑪 . 

不立定心意尋求耶和華.  

採納少年人的的計謀, 加重人民的負擔, 

引起王國的分裂.  

分裂之初, 意欲攻打北國, 神人示瑪雅傳

遞神的話語, 阻止他攻打以色列國. 

北國的耶羅波安拜金牛犢, 不許利未人供

祭司的職分, 以色列全地的利未人撇棄產

業來到耶路撒冷. 

羅波安國位堅立之後, 就離棄耶和華的律

法. 埃及王示撒攻取耶路撒冷, 奪取殿中

的寶物和所羅門所造的金盾牌, 羅波安造

銅盾牌代替. 

先知士瑪雅傳遞神的話說：“好叫他們知

道事奉我與事奉外邦人有何分別.” 

1.耶罗波安

Jeroboam I 

930-910 

在位 22年. 

原本是所羅門的臣子. 

造假神：鑄造兩個金牛犢，一個在但，一個

在伯特利立假祭司：將不屬利未人的凡民立

為祭司. 

定假節：私定節期，每逢八月十五在伯特利

燒香獻祭.   

常與南國爭戰. 

神人預言伯特利的壇必破裂. 先知亞希雅預

言耶羅波安全家必被剪除. 

2.亚比央

(雅)Abijam（h）

913-911 

在位 3年. 

父親是羅波安, 母親是押沙龍的女兒瑪迦. 

亞比央行他父親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惡，

他的心不像他祖大衛的心，誠誠實實的順

服耶和華他的神.  

與北國耶羅波安交戰, 以少勝多, 他在世

的時候, 耶羅波安不再強盛 . 

“耶和華攻擊他，他就死了”. 

  

3.亚撒 Asa 911-870 

共同輔政(co-

regency) 

在位 41年. 

亞撒效法他祖大衛，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

的事. 

2. 拿答 Nadab 

910-909 

在位 2年. 

耶羅波安的兒子. 

繼續拜金牛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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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國中的孌童和一切偶像，並貶了祖母

瑪迦太后之位，因為她拜偶像亞舍拉. 古

實王謝拉率兵一百萬來攻，亞撒向神禱

告，勝過古實軍隊. 

亞撒十五年在耶路撒冷全民獻祭，盡心盡

意尋求耶和華. 

和以色列王巴沙爭戰，向亞蘭王便哈達求

援. 

先見哈拿尼責備亞撒，因為他仰賴亞蘭王

而不仰賴耶和華，亞撒因此而囚禁哈拿尼. 

亞撒晚年腳上有病，只求醫生不求耶和華. 

為臣子巴沙所弒. 

  3.巴沙 Baasha 

909-884 

在位 24年. 

殺耶羅波安全家, 應了先知亞希雅的預言. 

常與南國亞撒王爭戰. 亞撒以金錢收買亞蘭

王便哈達, 侵略以色列北境. 

繼續拜金牛犢. 

先知耶戶預言巴沙全家必被殺. 

  4. 以拉 Elah 

886-885 

在位 2年. 

巴沙的兒子. 

喝醉的時候, 為臣子心利所弒. 

  5. 心利 Zimri 

885 

作王七日. 

殺巴沙全家, 應了先知耶戶的預言. 

以色列人擁立元帥暗利, 暗利率兵圍攻心

利, 心利自焚而死. 

  6. 暗利 Omri 

885-874 

在位 18年. 

前六年在得撒作王, 與提比尼爭奪國位. 

遷都於撒瑪利亞.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比從前諸王更

甚. 

連他在內, 共有四代作以色列王. 

4.約沙法

Jehoshphat  

在位 25年. 7. 亚哈 Ahab 

874-853 

在位 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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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848共同輔政 約沙法行他父親亞撒所行的道，不偏離左

右，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差遣臣子到猶大各城去教訓百姓神的律法. 

與亞哈結親，兒子約蘭娶了亞哈的女兒亞

他利雅. 

與亞哈聯軍攻打亞蘭，受到先知耶戶的責

備 . 

以祈禱讚美，勝過摩押，亞捫，以東三國

聯軍. 

與亞哈之子亞哈謝交好，受到先知的責備. 

娶西頓王的女兒耶洗別為妻, 在撒瑪利亞建

造巴力的廟, 全國陷入拜巴力的熱潮, 

與妻子耶洗別一同迫害先知以利亞. 

奪取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園. 

先知以利亞預言亞哈全家被殺. 

將女兒亞他利雅嫁給猶大王約沙法的兒子約

蘭為妻, 開始了一段南北合好時期. 

與約沙法聯軍攻打亞蘭王, 先知米該雅預言

其敗. 

在戰場上被流矢所傷, 不治而死. 

  8.亚哈谢 Ahaziah 

853-852 

在位 2年. 

亞哈的兒子. 

摩押原先臣服於以色列, 年年進貢, 亞哈死

後背叛.   

從樓上的欄杆掉下來, 差人求問以革倫的神

巴力西卜, 先知以利亞預言他必死在床上. 

亞哈謝死後無子, 將王位傳給弟弟約蘭. 

5.約蘭 Jehoram 

853-841共同輔政 

在位 8年. 

妻子是亞哈和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  

因他娶了亞哈的女兒為妻，行耶和華眼中

看為惡的事. 

登基之後就殺了他的眾兄弟. 受到亞哈的

影響，行耶和華看為惡的事，誘惑猶大人

拜偶像. 

約蘭在位時，以東人叛變，從此脫離猶大

的權下. 

非利士人和亞拉伯人擄掠王宮的財寶和約

蘭的妻子兒女. 腸子墜落，病重而死. 

他去世無人思慕，不葬在列王的墳墓中. 

9. 约蘭 Jehoram 

862-841 

在位 12年. 

暗利的孫子, 亞哈的兒子, 亞哈謝的弟弟. 

摩押背叛, 與猶大王約沙法, 以東王聯軍攻

打摩押. 

亞蘭王便哈達圍攻撒瑪利亞, 先知以利沙預

言解圍. 

在位期間, 南國猶大也有一位同名的約蘭

王. 

以色列的軍長耶戶造反, 射殺了約蘭, 擊殺

猶大王亞哈謝, 擲殺約蘭的母親耶洗別. 

暗利王朝的最後一個王. 

6.亚哈谢 Ahaziah 

841 

在位 1年. 

母親是亞他利雅. 

10. 耶户 Jehu 

841-814 

在位 28年，開始耶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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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哈謝效法亞哈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

事，與亞哈家一樣，因他父是亞哈家的女

婿. 

受他母親的影響，以至於行惡敗壞. 

以色列王約蘭受傷，亞哈謝去探望，被耶

戶所殺. 

殺了亞哈的眾子, 應驗先知以利亞的預言. 

設計殺了拜巴力的人, 在以色列境中除滅巴

力. 

神應許耶戶的子孫作以色列王四代. 

仍然拜金牛犢. 

在位時亞蘭王哈薛攻擊以色列的北境. 

*.亞他利雅（篡位

的女王 Athaliah）

841-835 

在位 7 年  

耶洗別的女兒，約蘭的妻子，亞哈謝的母

親.  

她的兒子亞哈謝死後，亞他利雅就起來剿

滅猶大的王室，篡位自立. 

亞哈謝的妹子約示巴，是祭司耶何耶大的

妻子， 將亞哈謝的小兒子約阿施藏在聖殿

中. 

七年後耶何耶大發動政變，擁立約阿施為

王， 殺死了亞他利雅. 

  

7.約阿施 Joash 

835-796 

在位 40年. 

小時候被姑母約示巴所救，藏在聖殿中，

被姑父大祭司耶何耶大養大. 約阿施在祭

司耶何耶大教訓他的日子，就行耶和華看

為正的事. 

重修聖殿. 

耶何耶大死後，受到他人的影響，離棄真

神，事奉偶像, 在聖殿的院內殺死耶何耶

大的兒子祭司撒迦利亞， 臨死之前說: 

“願耶和華伸冤!”. 

臣僕背叛他，為耶何耶大的兒子報仇，將

他殺死在床上. 

11. 约哈斯 

Jehoahaz 814-798 

在位 17年. 

耶戶的兒子. 

仍然拜金牛犢. 

亞蘭王滅絕約哈斯的民, 只留下 50馬兵, 

10輛戰車, 一萬步兵. 國力大為減弱. 

8.亚玛撒 Amaziah 

796-767 

共同輔政 

在位 29年. 

亞瑪謝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但不如

他祖大衛，乃效法他父約阿施一切所行的.  

國位一堅定，就將殺他父王的臣僕殺了. 

12. 约阿施 

Jehoash 798-783 

在位 16年. 

耶戶的孫子, 約哈斯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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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敗了以東人，卻將以東人的神像帶回

來，立為自己的神，向偶像叩拜燒香. 

得勝之餘，就向北國的約阿施王挑戰，結

果戰敗被擄，耶路撒冷失陷. 被叛黨所殺. 

先知以利沙死前叫約阿施以箭擊地, 約阿施

擊打了三次, 先知向他發怒, 應當擊打五, 

六次才對, 因為這代表勝過亞蘭人的次數. 

收復了一些他的父親喪失給亞蘭人的城市. 

猶大王亞瑪謝挑戰, 約阿施將他擒住, 帶回

耶路撒冷, 拆毀城牆, 擄掠聖殿和王宮. 

9.烏西雅(亞撒利雅

Uzziah/Azariah) 

790-740 共同輔政 

在位 52年. 

烏西雅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

父親亞瑪謝一切所行的. 

耶和華使他亨通，極其強盛, 他既強盛，

就心高氣傲，行事邪僻. 

因為強行在聖殿燒香，神使他長大痲瘋，

直到死的日子. 

13. 耶罗波安二

Jeroboam II 

793-753 

在位 41年, 是北朝在位最久的王，也是武

力最強盛的.  

耶戶的曾孫, 約阿施的兒子. 

收復以色列所有的失地, 締造北朝的全盛時

期. 

先知約拿曾經預言耶羅波安二世的成功. 

  14. 撒迦利雅 

Zechariah 743 

在位六個月. 

耶羅波安二世的兒子, 耶戶的四世孫. 

繼續拜金牛犢. 

臣子沙龍弒主篡位, 應驗了神的話, 耶戶的

子孫國位直到四代. 

  15. 沙龙 Shallum 

743 

在位一個月. 

篡了撒迦利雅的位, 結束耶戶王朝的統治. 

  16. 米拿现 

Menahem 743-738 

在位 10年. 

殺了篡位的沙龍, 自立為王.  

為人殘忍, 屠殺城中的人, 剖開孕婦.  

臣服於亞述, 向國中的富戶索取銀子, 進貢

給亞述王. 

  17. 比加辖 

Pekahiah 738-737 

在位 2年. 

米拿現的兒子. 

繼續拜金牛犢. 

他的將軍比加在王宮的衛所殺了他, 篡位自

立. 

10.約坦 Jotham 

750-731共同輔政 

在位 16年. 18. 比加 Pekah 

737-732 

在位 20年. 

殺了比加轄, 篡位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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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坦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父

親烏西雅 一切所行的. 

只是不入耶和華的殿. 

在耶和華面前行正道，以致日見強盛. 

繼續拜金牛犢. 

和亞蘭王聯軍, 攻打南國亞哈斯王, 圍困耶

路撒冷. 

亞哈斯王求救於亞述, 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

攻佔大馬色, 滅了亞蘭, 並侵略以色列, 奪

取其北部的領土, 將居民擄去. 

11.亞哈斯 Ahaz 

736-716共同輔政 

在位 16年. 

造巴力像，並用火焚燒自己的兒女. 

被亞蘭王打敗，人民被擄到大馬色. 

被以色列王打敗，人民被擄到撒瑪利亞.  

被以東人攻擊，人民被擄掠. 

被非利士人侵略，喪失領土. 被亞述王欺

凌，損失宮中的財寶. 

因他干犯耶和華，神就使他卑微. 

亞哈斯在急難的時候，越發得罪耶和華. 

他毀壞聖殿的器皿，封鎖聖殿的門，向別

神燒香. 

19. 何细亚 

Hoshea 732-722 

在位 9年. 

殺了比加, 篡位為王. 

臣服於亞述, 後來叛變, 改為投靠埃及. 

亞述王圍困撒瑪利亞三年, 將城攻下, 於主

前 722年滅亡以色列國. 

北國自耶羅波安建國, 共九次更換朝代, 經

208年而亡. 

12.希西家 Hezekiah 

715-686共同輔政 

在位 29年. 

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

祖大衛一切所行的. 

打碎摩西所造的銅蛇. 

希西家六年，北國以色列亡於亞述. 

亞述王西拿基立攻打猶大. 

希西家祈禱，先知以賽亞預言耶和華拯救. 

向神求痊癒，神增加他十五年壽命. 

病癒後將國中寶物給巴比倫的使者看, 先

知以賽亞預言他的後代將被擄至巴比倫. 

  

13.瑪拿西 

Manasseh 696-642

共同輔政 

在位 55年.  

為巴力築壇，拜各種偶像. 

在耶和華的殿中為偶像建立祭壇, 使兒子

經火, 又 觀兆, 用法術, 交鬼. 

是猶大最惡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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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亞們 Amon 

642-640 

在位 2年. 

行他父親所行的, 敬奉各種偶像. 

臣僕背叛, 殺了他. 

國民殺了背叛的臣僕, 立他的兒子約西亞

為王. 

  

15.約西亞 Josiah 

640-609 

在位 31年. 

約西亞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行他祖

大衛一 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修理聖殿. 

發現律法書與民立約，敬拜真神. 

除去國中的偶像. 

拆毀伯特利的祭壇, 應驗神人對耶羅波安

的預言. 

率兵抵擋埃及王被法老尼哥, 被尼哥所殺. 

  

16.約哈斯 

Jehoahaz 609 

在位三個月.  

約哈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

列祖一切所行的. 

被法老尼哥擄到埃及，死在那裡. 

  

17.約雅敬 

Jehoakim 609-598 

在位 11年.  

約哈斯的哥哥. 約雅敬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惡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因背叛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耶路撒冷被

攻破, 約雅敬被銅練鎖著帶到巴比倫. 

  

18.約雅斤 

Jehoachin 597 

在位三個月. 

約雅斤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

父親一切所行的. 

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派人帶到巴比倫.  

被擄之後 37年, 巴比倫王以未米羅達使約

雅斤抬頭, 使他的地位高過一同在巴比倫

的諸王. 

  

19.西底家 

Zedekiah 597-586 

在位 11年  

約雅斤的叔叔.  西底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惡的事，是照約雅敬一切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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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巴比倫王, 作王第九年十月十日巴比

倫王尼布甲尼撒圍攻耶路撒冷. 十一年四

月九日城破(主前 586 年), 巴比倫王殺了

西底家的眾子, 將他鎖拿在巴比倫. 

南朝猶大至此亡國,  共 344年, 19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