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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代志記載亞比雅的事跡比列王記
上的記載要長三倍

 ◆ 從歷代志著作的焦點是 神的計
劃 而不是各國君王的生活和屬靈
的傾向

 ◆ 本章主題 治理耶和華的國 相對
之下 亞比雅的事跡就不重要了

 ◆ 歷代志與列王記對亞比雅的評估
 ❖ 亞比央行他父親在他以前所行的
一切惡 列王記上15 13

 ❖ 歷代志認為亞比雅是忠於神的統
治者 神賜予了奇蹟般的勝利

 ◆ 亞比雅的罪和缺失 並沒有使以色
列人喪失得神拯救的資格

 ❖ 神的目的是要延續
 ♦ 大衛的王朝
 ♦ 亞倫祭司的地位

 ❖ 歷代志的作者
 ♦ 不是在重寫歷史
 ♦ 而是要表明那些對神有信心而
不完美的人 13:15 18 可以
擁有救贖的希望

 ❖ 鼓勵回歸的以色列人尋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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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耶羅波安王十八年 亞比雅登基做猶大王 2a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 他母親名叫米該亞 是
基比亞人烏列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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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是在歷代志中同時記載了南國和北國的王 這種做法在列王記中很普遍的
2.	亞比雅在位的時期很短 大約是4 5年之間 學者有不同的看法
1)	 921-916年
2)	 913-910年
3)	 915-913年
4)	 914-911年

3.	歷代志對亞比雅沒有記載神對他的評論 也許是他在位時缺乏明確的方向 參
見列王記上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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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亞比雅的母親米該亞 Michaiah
1)	 又稱瑪迦 Maacah 是羅波安的妻子 11 20
2)	 瑪迦是 押沙龍的女兒 列王記上15 2
3)	 瑪迦是 基比亞人烏列的女兒 13 2a
4)	 瑪迦是押沙龍的孫女 她的父母是烏列和她瑪 撒母耳記下14:27
5)	 瑪迦在兒子亞比雅去世後 她仍然在宮廷成為太后
6)	 瑪迦為亞撒 Asa 的 母親 15:16 ESV 應該理解為 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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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亞比雅常與耶羅波安爭戰 3有一次亞比雅率領挑選的兵四十萬擺陣 都是勇敢
的戰士 耶羅波安也挑選大能的勇士八十萬 對亞比雅擺陣 4亞比雅站在以法蓮
山地中的洗瑪臉山上 說 耶羅波安和以色列眾人哪 要聽我說  5耶和華以色
列的神曾立鹽約 將以色列國永遠賜給大衛和他的子孫 你們不知道嗎 6無奈大
衛兒子所羅門的臣僕 尼八兒子耶羅波安起來背叛他的主人 7有些無賴的匪徒聚
集跟從他 逞強攻擊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 那時羅波安還幼弱 不能抵擋他們 8
現在你們有意抗拒大衛子孫手下所治耶和華的國 你們的人也甚多 你們那裡又
有耶羅波安為你們所造當做神的金牛犢 9你們不是驅逐耶和華的祭司亞倫的後裔
和利未人嗎 不是照著外邦人的惡俗為自己立祭司嗎 無論何人牽一隻公牛犢
七隻公綿羊將自己分別出來 就可做虛無之神的祭司 10至於我們 耶和華是我
們的神 我們並沒有離棄他 我們有侍奉耶和華的祭司 都是亞倫的後裔 並有
利未人各盡其職 11每日早晚向耶和華獻 祭 燒美香 又在精金的桌子上擺陳
設餅 又有金燈臺和燈盞 每晚點起 因為我們遵守耶和華我們神的命 唯有你
們離棄了他 12率領我們的是神 我們這裡也有神的祭司拿號向你們吹出大聲
以色列人哪 不要與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爭戰 因你們必不能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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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比雅統治時期 歷代志記載的唯一事件是與耶羅波安的戰爭
2.	從亞比雅的防禦性演講 參見第8節 和耶羅波安的進攻 第13-14節 來看
後者可能是侵略者
1)	 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 則這是耶羅波安 Jeroboam 統一王國的嘗試
2)	 但是 由於他和他面前的羅波安都被神拒絕了 參見11 1 4 所以現在
還不是神統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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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亞比雅的 登山寶訓 占了主要的篇幅 13 2b-12
1)	 反映了歷代志的作者的語言和興趣
2)	 暗示了亞比雅本人的觀點 第7 10-11節
3)	 主要針對以色列人民 第4 12節 第三人稱的耶羅波安 第6 8節 	

4)	 亞比雅的 登山寶訓 可分為三個主題
(1)		真王權與假王權 13 5-8a
(2)		真敬拜與假敬拜 13 8b-11
(3)		與真神爭戰 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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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亞比雅常與耶羅波安爭戰 3有一次
亞比雅率領挑選的兵四十萬擺陣 都是
勇敢的戰士 耶羅波安也挑選大能的勇
士八十萬 對亞比雅擺陣 4亞比雅站
在以法蓮山地中的洗瑪臉山上 說
耶羅波安和以色列眾人哪 要聽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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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段經文記載裡了南國與北國之間的戰爭
2.	亞比雅的40萬戰士與耶羅波安的80萬戰士對立
1)	 耶羅波安的兵力是亞比雅的兩倍
2)	 這數字似乎非常大
(1)	可能有像徵和誇張的意義
(2)	可能翻譯為 千 的詞

3.	耶羅波安出全力對南方進攻 南方在這種情況下取得的勝利是值得讚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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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法蓮山地中的洗瑪臉山
1)	 不能確定亞比雅說話的地點
2)	 可能是便雅憫北部邊界的一個小鎮 約書亞記18 22

2.	 耶羅波安和以色列眾人哪 要聽我說
1)	 這裡是以北部的支派為焦點
2)	 這樣做的目的是使以色列人民與耶羅波安隔離
3)	 從而讓 離棄神 的罪歸咎於耶羅波安
4)	 以這種方式試圖贏得人民對亞比雅的支持



12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2/2
�ⅿ篆榦䶺⨉⇆㾶自⽒⨑ℎ䥥㿸䝋脈⽒⃫褕嶋獌ׅ翂剦㿃碨❭⇆啓⓸䨟↛⟋褕茒翶
㓲嶋猳

3.	亞比雅的說話
1)	 從表面上看 似乎是試圖阻止他們彼此發生爭戰
2)	 從說話的內容 是一位祭司帶有教義 勸誡 和應用要素的講道

4.	教義的基礎是神確立大衛王朝的合法性和耶路撒冷信仰的純正性
1)	 神確立大衛王朝的合法性 	參見撒母耳記下第二章和歷代志上第十七章17
2)	 耶路撒冷信仰的純正性 	參見出埃及記28:1 29:1-21 利未記第八 九章
3)	 這兩個都被北國的以色列人拒絕的
4)	 耶羅波安帶領人們放棄了聖殿崇拜和耶和華的王國 1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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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曾立鹽約 將以色列國永遠賜給大衛和他的子孫 你們不知道
嗎 6無奈大衛兒子所羅門的臣僕 尼八兒子耶羅波安起來背叛他的主人 7有些
無賴的匪徒聚集跟從他 逞強攻擊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 那時羅波安還幼弱 不
能抵擋他們 8a現在你們有意抗拒大衛子孫手下所治耶和華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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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耶和華將以色列的王權 參見歷代志上17章 歷代志下6 42
1)	 整個民族的王權交給了大衛 所以王國的分裂就是對神的蔑視
2)	 這可能比指責羅波安更有力 因為神將王國永遠的賜給大衛和他的後裔

2.	 鹽約
1)	 暗示 鹽的約 是永恆的
2)	 這種盟約確切的社會或宗教性質不清楚
(1)	與大衛所立的約與西奈的約一樣持久 參看民數記18:19 利未記2:13
(2)	阿拉伯人之間在一起 吃鹽 就承認彼此有一個神聖的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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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羅波安曾是大衛之子所羅門的官員 列王記上11 26
2.	這裡的 主人 是羅波安 耶羅波安反抗了羅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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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賴的匪徒
1)	 是跟隨羅伯安的年輕人
2)	 他們說服羅波安拒絕長老的明智和成熟的建議 	

2.	亞比雅不僅將責任歸咎於北方的族人 還指責他的父親羅波安
3.	這反映了亞比雅的謙卑
4.	歷代志的主題 就是 以色列是耶和華的王國
1)	 在第7節的 抵擋 指的是羅波安無法抵抗 無賴的匪徒
2)	 在第8節的 抗拒 提到叛逆者抵抗大衛王國 大衛子孫 的統治



17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8b你們的人也甚多 你們那裡又有耶羅波安為你們所造當做神的金牛犢 9你們不
是驅逐耶和華的祭司亞倫的後裔和利未人嗎 不是照著外邦人的惡俗為自己立祭
司嗎 無論何人牽一隻公牛犢 七隻公綿羊將自己分別出來 就可做虛無之神的
祭司  10至於我們 耶和華是我們的神 我們並沒有離棄他 我們有侍奉耶和華
的祭司 都是亞倫的後裔 並有利未人各盡其職 11每日早晚向耶和華獻 祭
燒美香 又在精金的桌子上擺陳設餅 又有金燈臺和燈盞 每晚點起 因為我們
遵守耶和華我們神的命 唯有你們離棄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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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國 在 金牛犢 偶像的帶領之下要與 耶和華的國 爭戰
2.	北國趕走了耶和華的祭司和利未人 參11 14b
3.	 虛無之神
1)	 指的是耶和華以外的所有神 特別是鬼魔 參見11:15 何西阿書8 6
2)	 照著外邦人的惡俗為自己立祭司
3)	 無論何人牽一隻公牛犢 七隻公綿羊將自己分別出來 就可做虛無之神的
祭司

4.	這樣的祭司只會被 虛無之神 認可 但不會得到耶和華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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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比雅現在用在南國的行為與北國作對比
2.	南國遵循以色列神的誡命 參見2 4 4 7
1)	 侍奉耶和華的祭司 都是亞倫的後裔
2)	 利未人各盡其職
3)	 每日早晚向耶和華獻 祭 燒美香
4)	 在精金的桌子上擺陳設餅
5)	 有金燈臺和燈盞 每晚點起

3.	相比之下 北國的族人已經離棄了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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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率領我們的是神 我們這裡也有神的祭司拿號向你們吹出大聲 以色列人哪
不要與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爭戰 因你們必不能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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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色列的神與亞比雅的軍隊同在
2.	即將發生的戰爭被視為一場神的戰爭
3.	祭司們用他們的號角吹出與亞比雅對手戰鬥的吶喊 參民數記10 8 9
4.	最後呼籲北方人不要與他們的祖宗之神耶和華作鬥爭 他們是無法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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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耶羅波安卻在猶大人的後頭設伏兵
這樣以色列人在猶大人的前頭 伏兵在
猶大人的後頭 14猶大人回頭觀看 見
前後都有敵兵 就呼求耶和華 祭司也
吹號 15於是猶大人呐喊 猶大人呐喊
的時候 神就使耶羅波安和以色列眾人
敗在亞比雅與猶大人面前 16以色列人
在猶大人面前逃跑 神將他們交在猶大
人手裡 17亞比雅和他的軍兵大大殺戮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仆倒死亡的精兵有
五十萬 18那時以色列人被制伏了 猶
大人得勝 是因倚靠耶和華他們列祖的
神 19亞比雅追趕耶羅波安 攻取了他
的幾座城 就是伯特利和屬伯特利的鎮
市 耶沙拿和屬耶沙拿的鎮市 以法拉
音和屬以法拉音的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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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羅波安 Jeroboam 嘗試進行突擊
1)	 這是一種共同的軍事策略
2)	 尤其是在一場聖戰中 參見約書亞記8 2 士師記20:29
3)	 戰鬥前後的畫面是眾所周知的策略 參撒母耳記下10 9
4)	 吹響號角和戰鬥聲 參約書亞記6:16

2.	這是神賜予亞比雅戰勝耶羅波安的勝利
3.	耶羅波安和所有以色列人 北方人 在猶大前逃走 神把他們交到了猶大的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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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比雅和他的戰士使以色列 北國 受到嚴重的損失
2.	戰鬥的結果是耶羅波安遭受了挫敗和屈辱
3.	亞比雅和猶大獲得了勝利 因為他們依靠了他們祖先的神耶和華
4.	相比之下 當猶大轉向邪惡時 他們很可能輸掉了一場戰役 2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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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比雅追趕耶羅波安 並從他那里奪取了伯特利 耶沙拿 以法拉音及其周邊
村莊

2.	在亞比雅時期 耶羅波安也沒有重新控制他們
3.	伯特利後來回到北方手中 參見阿摩司書7 10-13
4.	在流亡前的時期 所有城市都是眾所周知的 現在
1)	 耶沙拿已被認定為艾爾伊薩內塔 Burj	el-Isane
2)	 以法拉音 Ephron	or	Ophrah 目前無法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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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亞比雅在世的時候 耶羅波安不能再強盛 耶和華攻擊他 他就死了 21亞比
雅卻漸漸強盛 娶妻妾十四個 生了二十二個兒子 十六個女兒 22亞比雅其餘
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寫在先知易多的傳上

14:1a亞比雅與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衛城裡 他兒子亞撒接續他做王 亞撒年間
國中太平十年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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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列王記上15 9 耶羅波安比亞比雅活的長
2.	根據這經文的記載 耶羅波安是死於亞比雅之前
3.	這節經文以耶羅波安的死亡簡單地總結了這場戰鬥
4.	 耶和華攻擊他 他就死了
1)	 攻擊 的含義不清楚
2)	 第15節中的意義神 擊敗 了耶羅波安和所有以色列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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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十三章21節到第十四章第一節的上段總結了亞比雅的生平
2.	神祝福的跡像是
1)	 亞比雅卻漸漸強盛
2)	 得到了一個大家庭的祝福 參11 18-23

3.	在第22節根據列王記上15 7的記載
1)	 列王記引用的來源是 猶大列王記
2)	 歷代志的作者是引用 先知易多的傳 預言的資料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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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比雅僅作王三年 13 2
2.	猶大王亞比雅死後葬在大衛城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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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比雅成為王 13:1-2a
 ❖ 亞比雅統治南國
 ❖ 耶羅波安統治北國

 ◆ 南國與北國的戰爭 13:2b-12 :
 ❖ 南國與北國對陣 13:2b-4
 ❖ 真王權與假王權 13:5-8a
 ❖ 真敬拜與假敬拜 13:8b-12

 ◆ 耶和華真神的戰爭 13:13-19
 ❖ 耶和華戰勝北國

 ◆ 亞比雅的生平 13:20-14:1a :
 ❖ 神攻擊耶羅波安至死
 ❖ 神祝福亞比雅得大家庭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南國亞比雅是神賜與的真王
 ❖ 南國順服神的律例典章
 ❖ 北國耶羅波安假王 敬拜假神
 ❖ 北國衰弱 南國強盛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思考
 ❖ 真基督徒與假基督徒的區別
 ❖ 真敬拜與假敬拜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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