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方法
01.南國猶大王羅波安與亞比 一. 詳讀王上 12: 1-15: 8; 代下 10: 1-13: 22
央
二.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羅波安與
亞比央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三. 影響—對當時的以色列人或外邦人
四. 我的默想, 學習與應用
02.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與其 一. 詳讀王上 11: 26-14: 20; 代下 10: 12-11: 1
罪
二. 先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耶羅波
安此人(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三. 再詳讀王上 12: 26-33
A. 條列王上, 王下記載所有有關 “耶羅波安的罪” 的經節
B. 條列 “耶羅波安的罪”
C. 思想總結為何 “耶羅波安的罪” 罪大惡極?
四. 影響—對當時與後代的以色列人
五.我的默想, 學習與應用
03.南王亞比央與北王耶羅波 一. 詳讀代下 13 章
安之戰
二. 比較二方作戰的實力
三. 觀察, 思想, 詳列二方作戰的方式
1) 亞比央的叫陣
a. 內容
b. 目的
c. 影響
四. 詳列戰情
1) 神如何幫助亞比央
2) 亞比央如何作戰
五. 詳列戰果
1) 對南國的影響
2) 對百姓的影響
3) 對列國的影響
4) 對亞撒的影響
六. 我的學習
04.先知亞希雅、耶戶的事奉 將聖經中所有和先知亞希雅(示羅人)，先知耶戶(哈拿尼的兒子)
與警戒
有關的經節找出，分析歸納。
(1)先知亞希雅對北王耶羅波安的預言、勸勉、警戒和應驗。
(2)先知耶戶對北王巴沙的預言、警戒和應驗。
(3)先知耶戶對南王約沙法的警戒和影響

05.亞蘭與南北國的關係

(1)從參考書中詳讀亞蘭的起源，地理位置。
(2)從聖經詳讀亞蘭與北國的關係
(3)從聖經詳讀亞蘭與南國的關係
06.猶大神人與老先知對耶羅 一. 詳讀王上 13 章
波安的警戒(王上 13 章)
二. 詳列神人與老先知預言事件發生的經過

題目

07.北國以色列第一個王朝
(耶羅波安、拿答)

方法
三. 詳列神人與老先知對耶羅波安的預言
1) 是否應驗? 如何應驗?
2) 神如何藉假 (老) 先知預言?
3) 神如何藉神人預言?
4) 神如何藉獅子與驢預言?
5) 預言對北國的影響
6) 預言對百姓的影響
四. 先知盡職分
1) 態度
2) 對神話語的忠實
3) 神如何使祂的話語應驗
五. 我的學習
一. 詳讀耶羅波安, 拿答
二. 詳列耶羅波安, 拿答二王發生諸事件
三. 觀察默想這些事件前因後果
1) 彼此間的影響
2) 所帶出長遠的影響
四. 總結耶羅波安, 拿答王朝
1) 王朝的開始
2) 王朝的變革
3) 王朝對神律法的遵從
4) 王朝對以色列民的影響
5) 王朝對北國國祚的影響
6) 王朝對南國的影響
7) 為何王朝結束?
8) 致命的問題與罪過
9) 先知對王朝的評論
五. 我的學習

08.分裂王國時代的列國－非 (1)從參考書中詳讀非利士和以東的起源，地理位置，
利士、以東與南北國的關
(2)從聖經詳讀非利士與南國和北國的關係
係。
(3)從聖經詳讀以東與南國和北國的關係
09.南國猶大王亞撒與其復興 一. 詳讀王上 15: 9-24; 代下 14: 1-16: 14
一. 詳讀王上 12: 1-15: 8; 代下 10: 1-13: 22
二.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亞撒 (可
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三. 影響—對當時的以色列人或外邦人
四. 觀察思想條列亞撒王的事績
A. 登基初期的建樹
1) 與父親先祖極不同的作為
2) 神如何幫助鼓勵恩待他?
B. 甚麼事件使得他改革更有勇氣?
C. 復興的高峰

題目

方法
D. 復興帶出的影響
1) 對當時的南國
2) 對當時的北國
3) 長遠對南國的影響
五. 我的默想, 學習與應用

10. 亞撒與古實之戰

(1)從參考書中詳讀古實的起源和地理位置
(2)比較南國猶大和古實兩方的軍力
(3)回述所羅門王獻殿時的禱告(王上八;代下六)
(4)南國亞撒王如何在爭戰中依靠耶和華，結果如何？

11.先知示瑪雅、亞撒利雅、 一. 詳讀王上 12: 22-24, 代下 15: 1-9, 16: 1-10, 20: 14-30
哈拿尼、雅哈悉的事奉與警 二. 詳列各先知如何幫助君王? 詳列幫助的過程
戒。
三. 詳列先知的預言
1) 是否應驗? 如何應驗?
2) 君王的反應
3) 對君王的影響
4) 對南國的影響
5) 對百姓的影響
四. 先知盡職分的
1) 態度
2) 對神話語的忠實
3) 神如何使祂的話語應驗
五. 我的學習與應用
12. 亞哈王和耶洗別及他們 (1)北國亞哈王的家庭及個性
的罪
(2)王后耶洗別的背景、宗教、個性及對以色列國的影響。
(3)亞哈王對神律法的態度(饑荒，拿伯事件)
(4)亞哈王對先知以利亞的警戒和勸勉的回應及結局
(5)亞哈王對先知米該雅預言的回應及結局
(6)亞哈和耶洗別的結局
1.

13. 先知以利亞生平

一. 一.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以利
亞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二. 我的默想, 學習與應用

題目

方法

14.先知米該雅的事奉與警戒 一. 從相關的經文找出米該雅的事奉發生在哪一個王的時期？這時
期的屬靈環境如何？
二. 以色列王對米該雅的評價如何？從這裡可以看出米該雅與當
代先知的差別在哪裡？
三. 米該雅對王出征的預言或警戒為何？米該雅如何向王提出他
的警戒？王聽後的反應如何？這警戒的結果如何？
四. 我的學習與應用。
15.巴力與北國以色列的宗教 (1)從參考書中詳讀「巴力」的意義，敬拜巴力的宗教活動，耶和
華神為何憎惡巴力？
(2)巴力如何成為北國的宗教
(3)巴力如何影響北國以色列人的信仰及其結局
16.北國以色列第二和第三個 一. 詳讀巴沙, 以拉王朝, 心利王朝
王朝(巴沙、以拉／心利)
二. 詳列第二與第三個王朝發生諸事件
三. 觀察默想這些事件的前因後果
1) 彼此間的影響
2) 所帶出長遠的影響
四. 總結巴沙, 以拉王朝, 心利王朝
1) 王朝的開始
2) 王朝的變革
3) 王朝對神律法的遵從
4) 王朝對以色列民的影響
5) 王朝對北國王朝的影響
6) 王朝對南國的影響
7) 為何王朝結束?
8) 致命的問題與罪過
9) 先知對王朝的評論
五. 我的學習
17.北國以色列第四個王朝， 一. 暗利如何取得王位建立王朝？暗利的功過各有哪些？聖經對他
並與南國猶大的關係。(暗 的評價為何(王上 16:21-28)？
利、亞哈)
三. 亞哈在位時的功過？與南國猶大的關係？並聖經對他的評價
(王上 16:28-34; 20:1-22:40)？
三. 我們的學習與應用。
18.北國以色列第四個王朝， 一. 找出北國亞哈謝與約蘭作王時期的相關經文
並與南國猶大的關係。 (亞 二. 亞哈謝主要的事蹟並聖經對他的評價(王下 1:2-18)？與猶大國
哈謝、約蘭)
約沙法王主要合作的事蹟並成效如何？與先知以利以謝預言的關
係(代下 20:35-37)？
三. 約蘭作以色列王時的宗教上作為及聖經上對他的評價(王下
3:1-3)？與猶大國主要的合作事項有哪些(王下 3:4-27; 8:25-29; 代下
22:4-5)?約蘭的結局為何(王下 9:1-26)？他的死乃是誰對誰的預
言的應驗(王下 9:25-26; 王上 21:17-19)? 先知以利沙在這時期當中主

題目

19.亞蘭國元帥乃縵

方法
要的事蹟與影響為何(王下 2:1-9:3)?
四. 我們的學習與應用。
一. 從相關經文當中找出乃縵的背景資料(他是哪裡的人？他有哪
些功績？他與神的關係？在當時的地位與評價等)並他的問題(王下
5:1)。
二. 乃縵的疾病得著醫治的關鍵
三. 乃縵得醫治後對他自己帶來的改變
四. 乃縵得醫治改變後對身旁人的影響
五. 主耶穌對乃縵的評價為何(路 4:27)？
六. 對我的學習與應用。

20.北國以色列第五個王朝中 一. 約哈斯的主要事蹟並他與神的關係為何(王下 13:1-9)
的三位君王，並與南國猶大 二. 約阿斯的主要事蹟並他與神的關係為何(王下 13:10-25, 14:15的關係。(約哈斯、約阿施、 16)
撒迦利亞)
三.約阿施與猶大王亞瑪謝的爭戰並結果(王下 14:8-14)
四. 撒迦利亞的主要事蹟並他與神的關係為何(王下 15:8-12)
五. 我的學習與應用。
21.北王耶戶如何除滅亞哈家 一. 耶戶如何作王並如何殺了約蘭(王下 9:11-26)
二. 耶戶如何殺了耶洗別(王下 9:30-37)
三. 耶戶如何殺了亞哈全家(王下 10:1-28)
四. 耶戶除滅了亞哈家後與神的關係(王下 10:29-31)為何?
五. 我的學習與應用。
22.北王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 (1)他在位年數及政治方面的功績
安的政績
(2)宗教和社會方面的光景(參考阿摩司書和何西阿書)
23.北國以色列第六至第九個 分別細讀以下四個王朝君王的事蹟、與鄰國的關係、與先知的關
王朝 (沙龍／米拿現、比加 係、與神和律法的關係。
轄／比加／何細亞)
(1)第六王朝─沙龍
(2)第七王朝─米拿現、比加轄
(3)第八王朝─比加
(4)第九王朝─何細亞
24.南國猶大王約沙法與其復 一. 約沙法與神的關係(代下 17:1-5;19:1-3)
興
二. 約沙法遵行神的道的具體作為有哪些(代下 17:6-9; 19:4-11)
三. 約沙法的復興的結果(代下 17:5, 10-12)
四. 我的學習與應用。

25. 約沙法王的戰爭

一. 戰爭發生的緣起(王下 20:1-2)
二. 約沙法如何面對大軍犯境(王下 20:3-4)
三. 約沙法面對大軍來犯時的禱告(王下 20:5-13)
四. 神在這場戰役當中對約沙法的指示與約沙法的回應(王下 20:14-

題目

方法
19)
五. 約沙法如何率領百姓迎戰並結果(王下 20:20-30)
六. 我的學習與應用。

26.分裂王國時代的列國－摩 (1)從參考書中詳讀摩押、亞捫的起源，地理位置。
押、亞捫與南北國的關係。 (2)從聖經詳讀摩押與南國和北國的關係
(3)從聖經詳讀亞捫與南國和北國的關係
27.先知以利沙生平
(1)細讀先知以利沙的時代背景
(2)參照講義“如何讀聖經人物”細讀各項(可至中心網站下載
方法)
28.書念婦人

一. 書念婦人與神人以利沙如何彼此對待(王下 4:8-17)
二. 書念婦人對神人的信心(王下 4:18-30)
三. 以利沙如何醫治書念婦人的兒子(王下 31-37)
四. 我的學習與應用。

29.南國猶大王亞捫

一. 詳讀有關亞捫的經文 (王下、代下) 。
二. 特別留意其上下文。
三.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南國猶大王
亞捫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四. 對我的提醒及應用。

30.基哈西與先知的門徒

(1)先知以利沙的門徒基哈西的罪及其結局
(2)先知以利沙眾門徒的學習

31.南國猶大王約蘭、亞哈
謝、亞他利雅。

一. 約蘭作猶大王一個影響他的重大因素為何(王下 8:18; 代下
21:6)?約蘭作王其間主要的事蹟並與鄰國的關係為何(王下 8:16-24;
代下 21)?約蘭的死與以利亞的預言並神的作為的關係(代下 21:1220)?聖經 對他的評價為何 ?
二. 亞哈謝作猶大王行惡的主因為何(代下 22:3)?亞哈謝主要的事蹟
並結局為何，聖經對他的評價又如何(王下 8:25-28; 9:27-29; 代下
22:1-9)?
三. 亞他利雅對猶大王國的破壞與影響，她的下場如何(王下 11:121; 代下 22:10-23:21)?
四. 從猶大國的這一段歷史當中，我們的學習是什麼？

32.南國猶大王約阿施與其復 一. 約阿施的受封為王(王下 11:4-16; 代下 23:1-15)
興
二. 約阿施具體的復興的措施(王下 11:17-12:16; 代下 23:16-24:14)
四. 約阿施的復興在耶和耶大過世後的光景(代下 24:17-25)
五. 我的學習與應用。
33. 祭司耶何耶大

一. 耶何耶大的保護並立少主約阿施為王(王下 11:4-16; 代下 23:115)
二. 耶何耶大輔佐約阿施推行復興的各項措施(王下 11:17-12:16; 代

題目

方法
下 23:16-24:14)
三. 聖經當中對耶何耶大的評價(代下 24:15-16)
四. 我的學習與應用。

34.先知以利以謝、撒迦利亞 將聖經中所有和先知以利以謝(多大瓦的兒子)，先知撒迦利亞(祭
(代下二十四 20-22)、
司耶何耶大的兒子) ，先知俄德
俄德的事奉與警戒。
有關的經節找出，分析歸納。
(1)先知以利以謝對南王約沙法的警戒(代下二十 37)
(2)先知撒迦利亞對南王約阿施的警戒(代下二十四 20-22)
(3)先知俄德的預言對北王比加和南王亞哈斯的影響(代下二十
八 9-15)
35.亞述與南北國的關係

(1)簡述亞述國的歷史
(2)亞述對北國以色列的影響
(3)亞述對南國猶大的影響
36. 南國猶大王亞瑪謝、約 一. 细读王下十四—十六章、代下二十五—二十八章；按人物与事
坦、亞哈斯。
件顺序写出本段详细大纲。
二.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南國猶大
王亞瑪謝、約坦、亞哈斯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三. 約坦在本段历史中有何特点（特别参考代下 27 章）？从中我
们可以学习哪些功课？
四. 亚哈斯在面对北国以色列及邻国的攻击时采取了什么措施？失
败在什么地方？对我们今天有哪些提醒？（特别参考赛 7 章）
37. 南國猶大王烏西雅

一.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南國猶大王
烏西雅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二. 比较王下十五章和代下二十六章对烏西雅的记载，有哪些异同
处？反映了烏西雅的哪些特点？（可列表比较）
三. 神在烏西雅身上有哪些工作？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哪些功课？

38.北國亡國的原因及其影響 (1)亡國的原因─詳讀：隨從外邦宗教、離棄耶和華的律法、不聽
先知的警戒、王朝更換。
(2)影響及結局─詳讀：北國亡於亞述，如何成為撒瑪利亞
人。南國獨存
39.南國猶大王希西家與其復 一.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猶大王希
興
西家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二.希西家的事迹在王下 18-20 章、代下 29-32 章和以赛亚书 36-39
章中都有详细记载，请比较其异同；从中反映了希西家的哪些品
格？（可列表比较）
三. 希西家带来的此次復興有何特点？对我们今天有哪些提醒？
40. 希西家王的爭戰

一. 分析希西家王年间所经历的争战。（可列表比较）
二. 神在希西家身上有哪些工作？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哪些功课？

題目
方法
41.南國猶大王瑪拿西王與其 一. 詳讀有關瑪拿西的經文 (王下、代下) 。
罪
二. 請特別留意其上下文。
三.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瑪拿西王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四. 請特別臚列出瑪拿西的罪
A. 對他本人、
B. 對國家的影響
C. 神的評價
D. 對我的警惕?
42.南國猶大王約西亞與其復 1. 詳讀有關約西亞的經文 (王下、代下) 。
興
2. 特別留意其上下文。
一.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約希亞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4. 請特別臚列出約西亞復興的事蹟
A. 對他本人、
B. 對國家的影響
C. 復興與聖殿的關係? 與神的律法的關係?
D. 對我的提醒?
43.南國猶大王約哈斯、約雅 一. 猶大王約哈斯
敬。
1. 詳讀有關約哈斯的經文 (王下、代下) 。
2. 特別留意其上下文。
3.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約哈斯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4. 對我的提醒及應用。
二. 猶大王約雅敬
1. 詳讀有關約雅敬的經文 (王下、代下) 。
2. 特別留意其上下文。
3.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約雅敬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
4. 對我的提醒及應用。
44.南國猶大王約雅斤、西底 一. 猶大王約雅斤
家。
1. 詳讀有關約雅斤的經文 (王下、代下) 。
2. 特別留意其上下文。
3.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約雅斤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4. 對我的提醒及應用。
二. 猶大王西底家
1. 詳讀有關西底家的經文 (王下、代下) 。
2. 特別留意其上下文。
3. 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西底家

題目

方法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4. 對我的提醒及應用。

45. 南國猶大的戰爭史與申 一. 速读王上 12-王下 25 章、代下 10-36 章；
命記 20、28 章的關係
二. 按南國猶大与北国以色列和其他邻国的争战过程，列表比较；
三. 结合摩西在申命記 20、28 章对以色列人的教训，分析其胜负
原因（特别是属灵层面），对我们今天有哪些提醒？
46.聖殿與南國猶大興衰的關 一. 詳讀南國猶大的歷史， 其中特別注意有關聖殿的記載。
係
二. 請列出為何君王重視聖殿國家就興盛， 反之則衰弱的原因?
請用表格列出。
三. 對我的提醒及應用。
47.巴比倫與南國的關係

一. 詳讀南國的歷史， 其中特別注意有關巴比倫的記載。
二. 請列出巴比倫與南國各君王的關係? 及最終如何滅亡南國?
三. 神對猶大被擄歸回的應許如何?
四. 這些事件對我的提醒及應用為何?

48.南國猶大諸王的母親(從 一. 詳列南國猶大二十個王的母親
羅波安王至西底家王)
1) 列出她們的出身
a. 何方人氏
二. 列出她們的子嗣
1) 在神眼中的評價
a. 其父親的屬靈情形
b. 其母親特殊的影響
2) 王一生中特殊的遭遇
三. 總結這些母親帶出的孩子的優劣
四. 歸納母后對皇子的影響
五. 我的學習及應用
49.埃及與南北國的關係

一. 速读王上 12-王下 25 章、代下 10-36 章；
二. 埃及在此段历史中与南北国的关系如何？对南北国的历史进程
有哪些影响？（可列表比较）
三. 在此段历史中，神对其子民和埃及有哪些管教？从中我们可以
学习哪些功课？

50.南國亡國的原因及其影響 一. 詳讀南國的歷史，其中特別注意神藉著先知對他們亡國的警
告。
二. 再讀此一時期君王的表現? 及最終如何造成了國家的覆亡?
三.南國亡國所造成的影響如何?
四. 這些事件對我的提醒及應用為何?
51.先知戶勒大、烏利亞的事 一. 詳讀將有關戶勒大 (王下 22:14-20, 代下 34:22-28)、與烏利亞的
奉與警戒。
經文 (耶利米 26:
20- 23) 。

題目

52.省長基大利

方法
二. 簡略他們的生平, 詳列他們的事奉、對王及百姓的警戒與影
響。
三. 對我的提醒與應用?
一. 詳讀將有關基大利的經文 (王下、代下) 。
二.特別留意其上下文。
三.請按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詳讀省長基大利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法)
四. 對我的提醒與應用?

53.南國的戰爭中如何經歷神 一. 速读王上 12-王下 25 章、代下 10-36 章；
的大能和拯救 ?
二.按南國猶大与北国以色列和其他邻国的争战过程，列表比较；
三.特别分析南國戰爭中的得胜经历与原因（尤其是属灵层面），
对我们今天有哪些提醒？
54.北國如何隨從外邦人敬拜 (1)詳述選民進迦南之前，神藉摩西的警戒(申二十八至三十)。
偶像
(2)詳述以色列國敬拜哪些外邦偶像？(從第一個君王至最後一
個君王)
(3)敬拜偶像的結局
55.南國如何隨從外邦人敬拜 一. 速读王上 12-王下 25 章、代下 10-36 章；
偶像
二. 按南國列王分期，分析犹太人隨從外邦人敬拜偶像的过程。
（可列表比较）
三. 隨從外邦人敬拜偶像给南國带来哪些后果？从中我们可以学习
哪些功课？
56.比較南國五次復興的光景 一. 速读代下 14-35 章；
二. 按復興时期、事件、果效，列表比较南國五次復興的异同点；
三. 在这些復興中，神对其子民有哪些工作？他们有何回应？
四.为什么这些復興的果效不能持久？对我们今天有哪些提醒？
57.先知約拿對北國以色列和 (1)細讀王下十四章 25 節，寫出先知約拿對北國的影響。
亞述的影響
(2)細讀約拿書，寫出先知約拿對亞述國的警戒。
(3)細讀約拿書，寫出亞述國對先知的回應與結局。

58.先知阿摩司對北國的影響 (1)先知阿摩司的年代背景
(2)詳讀先知阿摩司對北國三篇審判的宣告(三至六章)
(3)詳讀先知阿摩司論北國五個審判的異象(七至九章)
(4)北國對先知阿摩司的回應與結局
59 先知何西阿對北國的影響 (1)先知何西阿的時代背景(以色列人敬拜偶像，如同淫婦背棄丈
夫。)
(2)神藉先知何西阿的家庭向以色列人傳回轉的信息
(3)以色列人對神的回應與結局

題目

方法

60.先知約珥如何論南國的罪 一. 從約珥書當中找出先知論南國的罪惡
惡和將臨的審判
二. 從約珥書當中找出先知論將臨的審判
三. 我們的學習。
61.先知彌迦如何論南國的罪 一. 细读彌迦书，并写出详细分段大纲；
惡和將臨的審判
二. 结合王下 15-16 章、代下 25-28 章的历史背景，分析南国此时
的光景。（可列表，至少包括宗教和社会生活两方面）
三. 先知彌迦指出了南国哪些方面的罪惡？宣告了哪些神將臨的審
判？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哪些功课？
62.先知以賽亞對南王希西家 一. 速读王下 18-20 章、代下 29-32 章和以赛亚书 36-39 章，並按
的影響
李玉惠姊妹“如何讀聖經人物”的方式, (可至中心網站下載方
法)，按时间、地点、事件、后果列出先知以賽亞和希西家王的交
往经历
二. 在这些交往经历中，先知以賽亞宣告了哪些从神而来的信息？
對希西家有哪些提醒与安慰？希西家的回应又如何？
三. 先知以賽亞与君王希西家的互动给南国带来了哪些果效？对我
们今天有哪些提醒？（特别是在神家里的事奉）
63.先知那鴻如何論亞述將臨 一. 细读那鴻书，并写出详细分段大纲；
的審判
二. 结合王下 15-19 章、代下 28-32 章的历史背景，分析亞述当时
的光景。（可列表，至少包括宗教和社会生活两方面）
三. 先知那鴻指出了亞述哪些方面的罪惡？宣告了哪些神將臨的審
判？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哪些功课？
64.先知西番雅如何論南國的 一. 先知西番雅在約西亞作王時為先知。
罪惡及將臨的審判
二. 請詳讀西番雅書一遍，並從中找出
A. 他如何論及猶大的罪 (可表列出)
B. 他如何論及將臨的審判 (可表列出)
C. 其應驗的結果。
三. 再對照王下及代下的記載， 看當時南國的罪惡。
四.西番雅對約西亞改革之助益如何?
五. 這些對我的提醒及應用為何?
65.先知哈巴谷如何論南國的 一. 先知哈巴谷約在約雅敬時為先知。
罪惡及將臨的審判
二. 請詳讀哈巴谷書一遍，並從中找出
A. 他如何論及猶大的罪 (可表列出)
B. 他如何論及將臨的審判 (可表列出)
C. 與巴比倫將來的關係如何?
D. 其應驗的結果。
三. 再對照王下及代下的記載， 看當時南國的罪惡。
四. 這些對我的提醒及應用為何?

題目
方法
66.先知俄巴底亞如何論以東 一. 先知俄巴底亞約當西底家王時為先知。
的罪惡和將臨的審判
二. 請詳讀俄巴底亞書一遍，並從中找出
A. 他如何論及以東的罪 (可表列出)
B. 他如何論及以東將臨的審判 (可表列出)
C. 與以色列將來的關係如何?
D. 其應驗的結果。
三. 這些對我的提醒及應用為何?
67.先知耶利米書如何論南國 一. 先知耶利米從約西亞王至西底家及亡國後為先知。
的罪惡
二. 請速讀耶利米書一遍，並從中找出
A. 他如何論及猶大的罪 (可表列出)
B. 他如何論及將臨的審判 (可表列出)
C. 其應驗的結果。
三. 再對照王下及代下的記載， 看當時南國的罪惡。
四. 這些對我的提醒及應用為何?
68.先知賽亞書如何論南國的 一. 细读以賽亞書，找出所有論南國罪惡的经文。
罪惡
二. 结合王下 18-20 章和代下 29-32 章相关经文，了解先知以賽亞
所讲论的历史背景。（可列表比较）
三. 先知以賽亞指出了南國哪些方面的罪惡？对我们今天有哪些提
醒？
69. 研經:約沙法王的戰爭 一. 約沙法王與摩押、亞捫之戰 的大綱(代下 20:1－37)
(由高牧師出題給第一次參加 (本題的重點不是要寫文章，只要按每題深入思想，仔細寫下。(請
者研讀)
勿使用參考書) 本題目的：是訓練弟兄姊妹詳讀聖經，仔細分析，
寫出大綱。
1.將本段經文詳讀五遍，用一句話寫出你覺得本章的中心思想 (#1)是
什麼？(先暫定，結束前再修改)
2.將本段經文分列成數大段，每一大段用一個句子說明，每句用字不
超過十五個字, 每句子以標號(I. II. III)開頭
3.在(I. II. III) 每一大段下，分別列出數個中段，每中段用一個句子說
明，每一句子不要超過十五個字, 每句子以標號(A, B, C)開頭。
4.在(A, B, C) 每中段下，分別列出數個小段，每小段用一個句子說
明，每一句子不要超過十五個字, 每句子以標號(1, 2, 3)開頭。
5.如有需要，可再繼續分段
6.用不超過二十個字的句子, 按以上的分段，歸納本經文的中心思
想。
7.最後檢查: 您剛才所寫的中心思想(#1), 是否能包含本段每一段的思
想？
8.勿須大作文章。本題(作大綱)作業，請勿超過兩頁。
二. 約沙法王與摩押聯軍之戰的分析 (代下 20:1－37)
本題目的：是訓練弟兄姊妹詳讀聖經的歷史與戰爭，仔細分
析，從中學習。

題目

方法
1. 詳讀代下20章五次。
2. 比較猶太人的實力與摩押聯軍的實力、 他們的心境，並了
解其歷史與地理環境。
3. 神如何預備他們去爭戰 (參代下17-18章) 。
4. 摩押聯軍來攻猶大時，約沙王最初的反應是什麼？反應產生
甚麼結果？為什麼？約沙法王學到什麼功課？使他有何改變？對
以色列人有什麼影響？
5. 在約沙法王的禱告中，他根據那幾個重點，向神求告？（513節）
6. 從5-6節中看，他認識的神是怎樣的神？為什麼神能拯救猶大
人？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7. 從7-6節中看，他對神的應許有什麼認識？為什麼神應當拯救
猶大人？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8. 從8-9節中看，他對神的應許有什麼認識？為什麼神應當拯救
猶大人？他對所羅門王的禱告有什麼認識？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9. 從10 節中看，他對以色列人所作的有什麼認識？為什麼神應
當拯救猶大人？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10. 從11-12a節中看，他對仇敵所作的有什麼認識？為什麼神應
當拯救猶大人？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11. 從12b-13節中看，他自己有什麼認識？為什麼神應當拯救猶
大人？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12. 先知告訴以色列人他們為什麼能得勝？他的應許是什麼意
思？對我們有什麼提醒？（14-15）
13. 先知要他們如何爭戰？為什麼？（16-17）
14. 猶太人如何回應先知的話？為什麼？他們對神有什麼認
識？
15. 猶大人如何迎敵？為什麼這樣安排？他們的信心如何？
16. 神如何幫助他們勝過仇敵？這戰爭有什麼結果？神是怎樣
的神？對我們有什麼提醒？(22-26)
17. 「伏兵」是從那裡來的？對我們有什麼提醒？(22-23)
18. 這戰爭如何如結束？為什麼他們這樣作？得勝的道理是什
麼? 這次戰爭對猶太人的復興有何關係? 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19. 約沙法是個怎樣的王？神對他有什麼評價？對我們有什麼
提醒？
10. 這場戰爭後約沙法王面對什麼試探？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11. 這次的戰爭對我們今天的生活有何題醒？
注意：
1. 每一個問題最少用四行
字作回應，每一個回答的長度，最少是這題問題長度的五倍長。
2. 每一個問題，都要著明本段經文的出處。
3. 不要看參考書，只要專一默想本段經文。

如何讀聖經中的戰爭

題目

方法
I. 讀戰爭錯誤的問題：
A. 假如神是愛，為什麼容忍戰爭？
B. 神是殘忍的神？
C. 神為什麼對以色列人偏心？
II. 讀戰爭前須知：
A. 每一場戰爭都是屬靈的戰爭 (用屬靈的方法打勝，應用在屬
靈的生活上)
B. 認識神的本性
1. 祂是有恩典與公義的神 – (出 20:5)
2. 祂的恩典比公義多 – (出 20:5)
3. 神是愛 – (出 20:5)
4. 神是忍耐 (出 24:6,7)
5. 神不偏待人 (羅 2:11)
C. 每一場戰爭，若不是神的審判、神的考驗、就是神的拯救
III. 認識得勝的條件：
A. 有神同在 (民 14：41)
B. 有神的命令或應許 (民 14:41)
C. 沒有罪惡 (書 7:12)
D. 要依靠神 (撒上 30：6；代下 13019)
E. 要尋求神 (代 14: 7)
F. 要謙卑
(代 下 20：12, 13)
G. 在乎神
(代下 20：15)
H. 在於神的話、誡命、律例是否被遵行? (申 28：7、15)
I. 公義使國家興旺、罪惡使國家滅亡。(箴言 14：34)
J. 義人永不失敗
IV. 讀戰爭時須認知：
A. 認識失敗者：
1. 他作錯了什麼事情？
2. 神給他什麼警告沒有？
3. 他的反應如何？
4. 神等待他們悔改有多久？
5. 神給他們有多少次的機會？
6. 對我們有何提醒？
B. 認識得勝者：
1. 他對神的心志如何？
2. 他對神的仰望與倚靠如何？
3. 過去他曾否失敗？如何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