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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18课 讲稿 

孩子们喜欢听关于大有能力的国王、美丽的城堡和强大的王国的故事。我们都觉得那些关于英

雄和胜败的记录令人惊叹，不由得想要探索那些伟大王国兴衰的复杂轨迹。但基督徒知道，这个世

界上的列国都不是历史的主要焦点。历史是上帝的故事，祂位于祂的故事、祂的国度、祂的教会和

祂百姓的中心。世上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围绕上帝之救赎计划的展开而运转的。历史中的一切都是

为了实现上帝的福音计划。 

致使以色列国分裂成两部分的幕后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事件有什么重要的神学意义？在这段漫

长的历史中，大卫和耶罗波安起了什么作用？这个分裂能被医治吗？如果能，如何被医治？在旧约

时代，上帝经常面对的、人所犯的头号大罪是什么？源自国度分裂时期的神学主题，如何一直延续

到了新约时代？这个时期如何激起我们盼望基督到来时所要发生的事情？如何理解其余历史的含义？

有什么工具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救赎历史中这个混乱时期的一切细节吗？这一课的内容涵盖了救赎历

史中从国度分裂到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之前的这段时期。我们要探讨这段历史中的一些神学要点，

这段历史也是上帝的作为。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要专注于探讨上帝在这个时期藉着众先知所说的话。 

但我首先要给你们提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将会大大有助于你们学习圣经中的这段历史，理解其

中的神学。首先，在这片土地分裂为南方的犹大和北方的以色列两个国度之后，有两条平行线。所

 
本课主题: 

国度分裂之后，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都背离了上帝去拜偶像，但上帝把祝福之路和咒诅
之路都摆在他们面前。上帝应许的那位伟大君王显然还没有到来。 

 

经文: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
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 神和好了。”（弗 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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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果你们找到或自己画出犹大国王和以色列国王的时间表，这会对你们的学习大有帮助。但同

样重要的是，你们需要知道上帝差派了哪些先知到犹大国去，哪些先知到以色列国去，他们分别在

什么时间向哪个国家说预言。把这个信息也加在你们的时间表上。当你们读历史书中的叙述时，比

如《撒母耳记下》、《列王纪下》、《历代志下》，甚至还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

斯帖记》，等等，你们应当参照你们的时间表看看当时是哪些先知在说预言。为什么这很重要？哦，

在这一系列课程中你们已经看到了，把救赎历史中逐渐展开的事件（即上帝的作为）与上帝的圣言

联系起来的重要性。所以，当你们学习逐渐展开的关于这两个国度的历史时，你们应当学习上帝藉

着众先知对犹大国或以色列国所说的话。这样做可以把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与祂在预言中的启示结

合起来，从而了解到上帝赐下的全面的信息。这种方法会大大加强你们对于圣经神学的理解。 

第二，事实将会证明，你们对于圣经的前五卷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细节的学习，尤其是关

于上帝律法的详尽知识，以及你们从这一切中所学到的神学教导，对于你们学习和理解先知书，是

绝对必要的，尤其是因为众先知将会经常提到这些材料，这些内容是犹太人所熟知的，你们也应当

熟知。众先知的话指向过去，指向未来，也含有对于当今时代的意义。我们在下一课中将会探讨众

先知。 

最后，熟悉犹大和以色列的地理状况，也会大有帮助。如果你们有圣经地图，那会对你们很有

帮助。这能帮助我们达到学习的目的，因为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追踪故事的主线，而且能够帮助我

们理解发生在各个地方的事件的神学意义。我热切地鼓励你们在继续学习旧约时使用这些建议。 

第二，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我们在这段历史中所看到的信息。上帝已经显明了列王应当在祂的百

姓面前代表上帝自己，所以他们应当有上帝的心。大卫在上帝之下作王，追求上帝的事业和荣耀，

按照上帝的律法施行治理，是君王的表率。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 16 章 7 节中读到：“耶和华不

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上帝说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

看为正的事”（王上 14:8）。要记得最后这几个字“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大卫成为了敬虔君王的

标准，但上帝还兴起了另一个君王，他成为了不敬虔君王的标准，即耶罗波安。你们将会注意到在

以色列历史中反复提到了大卫和耶罗波安之间的对比。 

例如，请注意《列王纪下》第 18 章 3 节中对于敬虔的君王希西家的描述。那里说：“希西家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你们会看到当圣经描述

不敬虔的君王时，不断重复这句话——我以《列王纪下》第 13 章 2 节中对约哈斯的描述为例，那里

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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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开。”在关于所有不敬虔君王的描述中，你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对比：“效法尼八的儿子耶罗波

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当你们读这部分经文时将会发现提到大卫的次数很少，因为只有

少数几个敬虔的君王，显然经常提到耶罗波安；但在描述每一位君王时都会说什么是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或恶的事。显然，上帝怎样看，是最重要的事。区分敬虔君王和不敬虔君王的标准是，他们

是否以上帝、祂的事业、祂的荣耀、祂的律法、祂的约为他们追求的中心。他们是合上帝心意的人，

还是与上帝为敌的人？ 

所罗门之后以色列民族的故事，主要是关于背约和叛逆的记述。这段记述是从国度一分为二这

个悲惨故事开始的。以色列民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南部的两个支派和北部的十个支派各自为政，

致使以色列的神权政治不可挽回地割裂了。应许之地四五分裂了。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成为了南国

的王。耶罗波安成为了北国的第一位君王。这一切都是从《列王纪上》第 11 章中记载的所罗门自己

的背道开始的。如你们在《列王纪上》第 12 章中所看到的，然后他的儿子罗波安因着他自己的愚蠢

和残暴，把背道的楔子钉得更深了。耶罗波安带领北方的十个支派反叛了，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在《列王纪上》第 12 章 16 节中读到了这些凶恶的话：“以色列众民就对王（罗波安）说：‘我

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

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你们明白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们使自己断

绝了与耶路撒冷、圣殿、献祭和祭司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使自己断绝了与上帝和圣约的关系。 

请注意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北国以色列离弃了大卫之约，背叛了摩西之约的指示，还

有那一章，即《列王纪上》第 12 章后面部分记录的事。这是以色列人急剧的属灵衰退的开端，他们

的属灵衰退致使他们离开故土，被亚述人掳走了。北国以色列的君王中没有一位是耶和华忠心的仆

人。耶户离正路最近，但他仍然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在《列王纪下》第 17 章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被掳走了，因为他们顽固地拜偶像。现在，“犹太人”这个词指的是南国犹大。最终，南国的犹太

人将会认为北国的以色列人是外邦的混血人种，是外邦人和犹太人联姻的后代。在耶稣时代，我们

看到了犹太人对北国人后代的蔑视。我们在《约翰福音》第 4 章 9 节中读到：“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

亚人没有来往。”南国犹大也没有从上帝如何对待北国以色列这件事上吸取教训。相反，他们随从

北国人在属灵方面背道的脚步，重蹈了他们的覆辙，当南国犹大的人被掳至巴比伦时，他们与北国

以色列有了类似的经历。但我们将在后面的课程中探讨犹太人的被掳和回归。 

有八个犹大国王被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忠于上帝的，在不同的程度上走了大卫的路。有十一位

犹大国王是完全不忠心的。在玛拿西作王时，对上帝圣殿的亵渎达到了顶点。我们在《列王纪下》

第 21 章 2 节中读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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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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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行可憎的事。”他犯了罪恶昭彰的拜偶像之罪，把圣约的后裔——孩子们——献给假神为祭，使

他们经火。他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确实悔改了，但那不足以减轻对他儿子的邪恶影响；他死后，他

儿子登基作王。 

现在，我们在以西结的预言中读到这个国家的分裂将会得到医治，他大约是在犹太人被放逐时

期说预言。在《以西结书》第 37 章 16-17 节中，你们看到那里描述说上帝应许要把以色列和犹大这

两根木杖接连为一，但这个分裂只有到新约时代才会被消除，那时福音将要从耶路撒冷传向犹大，

传向撒玛利亚，传向地极（徒 1:8）。保罗在《以弗所书》第 2 章 14 节及以下的经文中谈到福音医治

了两个支派之间的分裂，更广泛地说，医治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分裂。那里说：“因祂（即基

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即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然后继续说道：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 

第二，那带领我们来探讨这个时期的一些神学主题。首先，我们心里要记得上帝应许了大卫三

件事情：由大卫后裔而出的一位中保、建立与上帝的联系的恩典之约、代表上帝的宝座和治理的国

度。国度分裂之后的历史，主要描述的是以色列试图弃绝全部这三样的过程，但有一个主要的罪居

于中心位置。所以，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上帝在旧约时代最常面对的、人所犯的头号大罪是什么？

你们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哦，答案是拜偶像。显而易见，毫无疑问，是拜偶像。上帝的百姓没有

做到一直与周围不敬畏上帝的世人隔绝。相反，他们效法外邦人的邪恶道路。关于国度分裂期间，

我们可以强调许多主题，但最突出的主题是关于拜偶像的，所以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探讨上帝关于

这个神学要点的启示。 

拜偶像起源于人的心灵和头脑中，而不是人的手中。人手中的东西是副产品。偶像是我们喜爱、

尊敬、跟从或使之优先于上帝的任何东西。偶像可以是指真神之外的任何假神或东西，或真神的像；

离弃了上帝所命定的纯洁的敬拜形式去拜真神的像，也是拜偶像。我们已经注意到因着所罗门拜偶

像，已经有了属灵离弃的开端。那带领我们来探讨国度分裂之后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耶罗波安。 

在《列王纪上》第 12 章中，我们读到耶罗波安违背上帝的律法，在北国建立了另一种敬拜形式，

有另外一套祭司体系、高地、与耶路撒冷相似的城市、圣日。在这一切的中心是偶像。我们在《列

王纪上》第 12 章 28 节中读到：“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

人哪，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一切在你们听来应当是很

熟悉的。这重演了我们在《出埃及记》第 32 章中读到的那个事件，当摩西不在时，亚伦造了一个金

牛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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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你们回顾律法，应当记得第二条诫命禁止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上帝在圣经中关于敬

拜的律法里要求祂的百姓单单敬拜祂，并且按照祂所吩咐的来敬拜祂，不可有任何增减。你们应当

记得《申命记》第 4 章 15-16 节中的话。上帝说：“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

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像。惟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

像。”上帝禁止为祂造任何像。 

请注意在《出埃及记》第 32 章 4 节关于摩西时代早期的记述中，以及《列王纪上》第 12 章 28

节关于耶罗波安时代的记述中，金牛犊都被称为耶和华的像，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上帝禁止为祂

造任何像，拜任何形式的别神都是被定罪的。那样做显然是违犯了上帝的律法。其余的君王继续陷

在拜偶像之罪中，并且情况越来越糟，这激起了上帝的忿怒，招致了祂的管教。《以赛亚书》第 42

章 8节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

像。” 

现在，我要指出拜偶像的一个重要后果。那后果是什么呢？哦，是这个后果：我们会变得像自

己所拜的。当人敬拜偶像时，他们就会变得像他们所拜的偶像。这是旧约圣经中，乃至整本圣经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要点。所以，我们在《诗篇》第 115 篇 4-7 节中读到了对于偶像的描述。那里说

偶像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等等。但我想要你们注意第 8 节，那里说：“造他的要和他一

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原则。我们会变得像我们所拜的，但不仅如此。

如果拜偶像，那相似之处会毁灭我们；若是敬拜上帝，那相似之处会带来另一个选择——重建我们。

如果拜偶像，我们会受到上帝的刑罚，同时上帝也会刑罚我们所拜的、我们与之相似的偶像。上帝

圣洁的忌邪之心不能容忍偶像。如果我们造了偶像，上帝会打碎那些偶像。在这整个过程中，以色

列背离了上帝的约。他们成为了背约者，处在约的咒诅之下。如果你们学习列王的历史，并对比你

们在《申命记》第 28 章和《利未记》第 26 章中读到的上帝的警告，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你们实际

上可以一点一点地查考其中的细节。上帝总是会实现祂的应许：无论祝福还是咒诅。上帝的百姓被

掳至异国他乡，是因为上帝信守祂的约。祂让所应许的咒诅降在他们身上。 

哦，第四，让我们想一想这如何被带入了新约时代，把它与新约时代的发展联系起来。约翰﹒

加尔文警告说，人心是制造偶像的永久工厂。关于拜偶像的教训，是当代基督徒仍然应当吸取的。

我们读到了《出埃及记》第 32 章中记录的事件，之前谈到过这件事。我们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

第 10 章 6-7 节中读到了相关的教导。那里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

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那个警告回响在整个新约之中。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 6 章 16-17 节中写道（请注意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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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圣约的语言）：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

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

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约翰在他的第一封书信

的结尾处，即《约翰一书》第 5 章 21 节，发出了这样的劝勉：“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避偶

像。”所以，关于拜偶像的警告与当今的基督徒有关，就像与从前的信徒有关一样。这个警告仍然

表达了上帝圣洁的忌邪之心，以及上帝律法的圣洁标准，但福音不仅仅搭救我们脱离偶像。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真神的人，会渐渐变得像祂。我们会变得像我们自己所敬拜的。上帝在乐园

里照自己的形像造了人。当然，在人堕落之后，人里面上帝的形像被损毁了，但上帝仍然是我们敬

拜的唯一合法焦点。那些凭着对福音的信心来到祂面前、按照祂圣言中所命定的方式敬拜祂的人，

藉着圣灵的服侍，经历到上帝的形像正在自己里面重新建立起来。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 3 章 18

节中读到：“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

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罗马书》第 8 章 29 节教导我们说，上帝预定了祂的百姓效法祂儿

子的模样，所以圣经中有关于不可做任何像的警告——不可做上帝的像，也不可做别的任何偶像，

也应许了敬拜上帝所带来的祝福——变得像祂。 

然后，我们在旧约关于分裂的国度的叙述中，读到了关于一位又一位君王的记录，每次我们都

被迫总结出他不是那一位，不是所应许的那位伟大君王。还有另一位更伟大的君王要到来。也就是

说，我们在等候和盼望，直到基督最终在新约的记录中出现了，祂是大卫宝座真正的、最终的继承

者。基督是唯一的一位真正合上帝心意的君王，因为祂是圣洁的弥赛亚。祂将会成功地彰显上帝的

权柄，那是亚当当初所没有做到的，也是以色列诸王没有做到的。我们在《但以理书》第 7 章 13-14

节关于基督升天的预言性描述中看到了这一点：“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

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祂。

祂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祂的国必不败坏。”在福音书中，耶稣把这段经文应用到了祂自己

身上。此前，在《但以理书》第 2章中，上帝在赐给尼布甲尼撒王的梦中描述了基督的国度。我们在

第 2 章 44 节中读到：“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第 2 章和 7 章中的这些经文就是基督赐下

的大使命的背景；基督在《马太福音》第 28 章的末尾呼召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作祂的门

徒。 

你们看，旧约的历史为新约中关于国度的主题提供了背景。基督的国度远超过别的一切国度，

因为基督是一位远超过别的君王的大君王。祂是万王之王。祂的国度将会拓展到全世界。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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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第 11 章 15 节中读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你们在《启示录》第 21 章 24 节中也读到了关于福音在列国中最终的成功和关于天堂的描述：“列国

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这是一幅美丽的画面。这是那位大君

王，所应许的那位，我们读整个旧约时都在等候祂。有什么国度像祂的国度呢？没有别的国度像祂

的国度。所以，所罗门当初的祈祷仍然是当今时代每个真基督徒心中的呼求。《列王纪上》第 8 章

60 节说：“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惟独耶和华是上帝，并无别神。”《诗篇》第 67 篇仍然是我们一直

唱的歌，因为我们在求主把关于祂恩典的荣耀福音带给世上的万国，让他们都在主耶稣基督里喜乐。 

总之，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国度分裂之后，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都背离了上帝的约，转向了偶

像崇拜；上帝把道路摆在他们面前，把祝福和咒诅都摆在他们面前。显而易见，在旧约时代，上帝

所应许的那位大君王还没有到来。在这一课中，我们专注于讲历史及其中的神学。在下一课中，我

们将要学习众先知所传达的信息，就是在这同一时期上帝赐给祂百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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