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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十章分為三個主要的段落
1)	 約沙法祈求神的幫助抵抗外族人
的攻擊 20 1-13

2)	 神回應約沙法的祈求拯救了猶大
20 14-30

3)	 評述約沙法的統治最終的結論
20 31 37

 ◆ 在列王記中找不到約沙法與約旦河
東聯盟發生戰爭的記錄

 ◆ 約沙法的船隊 20 35 37 與列王
記上22 48-49的記載有所不同

 ◆ 當猶大面對外來侵略的壓力時
 ❖ 領袖的自我謙卑 悔改
 ❖ 對神的依賴 參7:14
 ❖ 是尤其重要的行為

 ◆ 尋求神和依靠神的例子
 ❖ 約沙法的祈求和渴望神的幫助
 ❖ 神回應約沙法的祈求的意願
 ❖ 耶和華與你們同在 17節
證明了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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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後 摩押人和亞捫人 又有米烏尼
人 一同來攻擊約沙法 2有人來報告
約沙法說 從海外亞蘭那邊有大軍來
攻擊你 如今他們在哈洗遜他瑪 就是
隱基底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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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節經文的背景 17 3 10 區分了約沙法的早期和後期的統治
1)	 第18章敘述約沙法不順服神的事和受到神的譴責 19 1-3 之後 他和國人
敬畏耶和華 所以在猶大周圍所有土地的國度中免受攻擊

2)	 猶大再次受到外邦人攻擊時 謙卑的尋求耶和華之後 神又恢復約沙法的猶
大國享平安 20 29 30

2.	 摩押人和亞捫人 又有米烏尼人 一同來攻擊約沙法
1)	 攻擊猶大的軍隊是摩押人 亞捫人和米烏尼人的聯盟
2)	 米烏尼人來自西珥山 Mount	Seir 就是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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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人來報告約沙法說 從海外亞蘭那邊有大軍來攻擊你 如今他們在哈洗
遜他瑪 就是隱基底
1)	 有人警告約沙法有一支軍隊從死海的對岸的以東 亞蘭 來入侵
2)	 哈洗遜他瑪 Hazazon-Tamar 隱基底 En-gedi
(1)	它的位置不確定
(2)	可能位於隱基底和伯利恆之間的哈薩佐 el-Hasasa
(3)	隱基底坐落在死海西側的中心
(4)	是往洗斯坡 第16節 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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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約沙法便懼怕 定意尋求耶和華 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 4於是猶大人聚會 求
耶和華幫助 猶大各城都有人出來尋求耶和華 5約沙法在猶大和耶路撒冷的會
中 站在耶和華殿的新院前 6說 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啊 你不是天上的神
嗎 你不是萬邦萬國的主宰嗎 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 無人能抵擋你 7我們的
神啊 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驅逐這地的居民 將這地賜給你朋友亞伯拉
罕的後裔永遠為業嗎 8他們住在這地 又為你的名建造聖所 說 9 倘有禍患
臨到我們 或刀兵災殃 或瘟疫饑荒 我們在急難的時候站在這殿前向你呼求
你必垂聽而拯救 因為你的名在這殿裡 10從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 你
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亞捫人 摩押人和西珥山人 以色列人就離開他們 不滅絕他
們 11看哪 他們怎樣報復我們 要來驅逐我們出離你的地 就是你賜給我們為
業之地 12我們的神啊 你不懲罰他們嗎 因為我們無力抵擋這來攻擊我們的大
軍 我們也不知道怎樣行 我們的眼目單仰望你 13猶大眾人和他們的嬰孩
妻子 兒女都站在耶和華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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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沙法在他的恐懼中的禱告
1)	  是禁食的禱告	 3節
2)	 	不是絕望的禱告	 6-12節

2.	約沙法的態度可以用 尋求 一詞來概括
1)	 這是約沙法王朝統治時期的一個關鍵詞 參見17 3-4 18 4 19 3
2)	 尋求 的意義
(1)	具有 敬拜 的基本含義 參見歷代志下1 5 15 12
(2)	意味著發現神的旨意 參見歷代志下15 4

3)	 表明約沙法對神的信任遠勝於對他的軍事資源的信任
4)	 約沙法將聖殿視為尋求神的地方 第5節 比較歷代志下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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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約沙法的祈禱
1)	 約沙法祈禱的結構 內容和語言與歷代志的祈禱相似 歷代志上17 16-27

29 10-19 歷代志下6 14-42 14 11 30 18-19
2)	 就像大衛和所羅門的祈禱 歷代志上17 16-27 歷代志下6 14-42 一樣
3)	 發生在關鍵的時刻 並且被認為是最有效的方式帶領人民度過艱難時刻
4)	 約沙法的祈禱採用了哀嘆求告的形式 例如 詩篇44 74 79篇

4.	約沙法祈禱的結構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1)	 讚美神的主權 20 6
2)	 讚美神的恩賜 20 7 9
3)	 投訴侵略者 20 10-11
4)	 懇求神的拯救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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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沙法便懼怕
1)	 約沙法的反應是恐懼
2)	 在這種情況下是適當的反應

2.	約沙法知道如何應對他的懼怕
1)	 定意尋求耶和華 把他懼怕的心交給神 詢問神 尋求神
2)	 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 在這種緊急情況下 猶大表達了他們迫切需要禁
食尋求神的幫助



10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2
�俥㽺㾶⨉絀Ⰸ❭翂惐穞疂䥥㧤ℎ褕䶺⨉翂❭膫㺠䥥㢑楃┮褕�嶋獌ׅ翂❭膫㓲⋲
⓸䰷䥥䰿⠫褕≁⃮㤐Ⰺ⃫䥥䰿⢯獑≁⃮㤐膸蓽膸⧬䥥ℜ⺑⢯獑⨉≁㔬ℎ竑Ⰸ聚Ⰸ
╼褕糃↛聚秿㞬≁珯

1.	 約沙法在猶大和耶路撒冷的會中 站在耶和華殿的新院前
1)	 約沙法在當前的困境中顯然看到了神的審判
2)	 約沙法效法所羅門在聖殿舉行的聚會 祈求神的幫助 6 14-42
3)	 新院 可能是聖殿前的 大院 4 9
4)	 約沙法以全國哀嘆的形式進行禱告 比照詩篇44 	83



11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2/2
�俥㽺㾶⨉絀Ⰸ❭翂惐穞疂䥥㧤ℎ褕䶺⨉翂❭膫㺠䥥㢑楃┮褕�嶋獌ׅ翂❭膫㓲⋲
⓸䰷䥥䰿⠫褕≁⃮㤐Ⰺ⃫䥥䰿⢯獑≁⃮㤐膸蓽膸⧬䥥ℜ⺑⢯獑⨉≁㔬ℎ竑Ⰸ聚Ⰸ
╼褕糃↛聚秿㞬≁珯

2.	 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啊
1)	 大衛也用這稱呼耶和華 歷代志上12 17
2)	 歷代志也常用這稱呼耶和華 歷代志下11 16 13 18 14 4

3.	在祈禱中 肯定 全能的神
1)	 是天上的神
2)	 是萬邦萬國的主宰
3)	 有大能大力 無人能抵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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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繼續的祈禱 確認對 神的信心 尤其是鑑於 已允許以色列人住的土地上
以 的名建造的聖所

2.	 你朋友亞伯拉罕
1)	 耶和華在以賽亞書41 8中稱亞伯拉罕為 我的朋友
2)	 其中還包括鼓勵 不要懼怕 因為我與你同在 以賽亞書41:10

3.	人們回想起所羅門在聖殿奉獻上祈禱的內容 第6章
4.	在危險的時刻 人民站在神的面前 向 呼求 會聽見 也會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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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沙法在提出請求時 使用了常見的 從前 但是現在 的方法
2.	現在面對來自死海另一邊的入侵者已經兵臨門下了
1)	 從前是神要以色列人進應許之地前不要滅絕的亞捫人 摩押人和西珥山人
民數記20 14-21 申命記2 1-19 士師記11 14-17

2)	 這些外族人對以色列的行為是應該受到譴責的
3.	約沙法祈求神審判他們 如果沒有神 他和國人是無能力抵擋侵略者的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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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猶大人聚集在一個集會中
2.	表明他們有多麼堅強和關心他們的情況
3.	同心的尋求神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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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那時 耶和華的靈在會中臨到利未人亞薩的後裔瑪探雅的玄孫 耶利的曾孫
比拿雅的孫子 撒迦利雅的兒子雅哈悉 15他說 猶大眾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約沙法王 你們請聽 耶和華對你們如此說 不要因這大軍恐懼驚惶 因為勝
敗不在乎你們 乃在乎神 16明日你們要下去迎敵 他們是從洗斯坡上來 你們
必在耶魯伊勒曠野前的谷口遇見他們 17猶大和耶路撒冷人哪 這次你們不要爭
戰 要擺陣站著 看耶和華為你們施行拯救 不要恐懼 也不要驚惶 明日當出
去迎敵 因為耶和華與你們同在 18約沙法就面伏於地 猶大眾人和耶路撒冷
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華面前 叩拜耶和華 19哥轄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來
用極大的聲音讚美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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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回應約沙法的祈禱 來自得耶和華靈降臨的利未人 第14節 的預言
1)	 利未人是一個特例 他們的音樂事奉也被認為是預言 歷代志上25 1-3
2)	 雅哈悉的預言
(1)	就像他當代的以利沙一樣 列王記下3 15
(2)	很可能伴隨著音樂
(3)	也包括帶領以色列對神的讚美 參見第19 21-22節

3)	 雅哈悉是大衛的五代世係
4)	 關於亞撒 參閱歷代志上16 4 37 25 1-6的記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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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哈悉的預言聲明了這是神的戰鬥爭 不是以色列人的戰鬥
1)	 不要因這大軍恐懼驚惶
2)	 勝敗不在乎你們
3)	 乃在乎神

2.	這預言結合了舊約中較早的經文 確認了耶和華會為以色列而戰 參出埃及記
14	 13-14 申命記20 4 撒母耳記上17:37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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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法精確地確定第16節中提到的地
點

2.	有一條從隱基底通向伯利恆以南約6
英里的提哥亞 第20節 的路線

3.	這條路曾在大衛王朝君主時代使用
過

會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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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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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哈悉的預言 有四個主要要素
1)	 重複不要害怕的鼓勵 15 17節 	
2)	 反複聲明戰鬥不是他們的 而是神的 15 17節 	
3)	 一再許諾 神將與他們同在 17節 	
4)	 明天的指示 說明去哪裡得 勝利 或 救贖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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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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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埃及記14 13-14提供了一個特別接近的類比
1)	 這一事件視為與出埃及記相似的事件
(1)	 不要懼怕
(2)	 只管站住
(3)	 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

2)	 此處的獨特之處在於用軍事語言指示猶大
(1)	 你們不要爭戰
(2)	 要擺陣站著
(3)	 明日當出去迎敵
(4)	 看耶和華為你們施行拯救 是一種很好的諷刺意味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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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沙法和百姓回應神的拯救
1)	 叩拜耶和華
2)	 用極大的聲音讚美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3)	 說明了他們對神的信心 依靠神 比 贏得戰鬥 更為重要

2.	利未人再次發揮關鍵作用
1)	 特別是 哥轄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
2)	 不清楚他們是否代表了一般的利未人 因為他們之中有
(1)	 守門人 比照歷代志上9 19 26 19
(2)	 歌唱的 希幔是哥轄人 歷代志上6 33 38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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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次日清早眾人起來 往提哥亞的曠野去 出去的時候 約沙法站著說 猶大
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 要聽我說 信耶和華你們的神 就必立穩 信他的先
知 就必亨通 21約沙法既與民商議了 就設立歌唱的人頌讚耶和華 使他們
穿上聖潔的禮服 走在軍前讚美耶和華 說 當稱謝耶和華 因他的慈愛永遠
長存 22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 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大人的亞捫
人 摩押人和西珥山人 他們就被打敗了 23因為亞捫人和摩押人起來擊殺住西
珥山的人 將他們滅盡 滅盡住西珥山的人之後 他們又彼此自相擊殺 24猶大
人來到曠野的望樓 向那大軍觀看 見屍橫遍地 沒有一個逃脫的 25約沙法和
他的百姓就來收取敵人的財物 在屍首中見了許多財物 珍寶 他們剝脫下來的
多得不可攜帶 因為甚多 直收取了三日 26第四日 眾人聚集在比拉迦谷 在
那裡稱頌耶和華 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迦谷 直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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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沙法勸誡國人 要有信心
2.	 信耶和華你們的神 就必立穩
3.	 信他的先知 就必亨通
1)	 可能是較早的先知的著作
2)	 可能指的是雅哈悉的預言

4.	 信 的真正含義是 有堅定信任的行為
1)	 因此 使相信的人變得穩固和安全
2)	 這時 約沙法已經從懼怕 第3節 轉變為相信 第2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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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大多數戰鬥中
1)	 在戰鬥時吶喊 約書亞記6 4-20 歷代志下13 12
2)	 約沙法用歌唱和讚美代替吶喊

2.	約沙法與人民商議後
1)	 設立歌唱的人頌讚耶和華 參見歷代志上15 16
2)	 他們穿上聖潔的禮服 參見詩篇29 2 96 9
3)	 走在軍前讚美耶和華
4)	 當稱謝耶和華 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參見詩篇1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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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他們開始唱歌和讚美時 第22節 耶和華開始了戰鬥
1)	 表明這既不是一場普通的戰鬥也不是傳統的聖戰
2)	 而是神自己行事的耶和華的戰爭

2.	 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大人的
1)	 有人認為 伏兵 就是神派遣一種超自然的軍隊
2)	 在舊約中所有 伏兵 都是人為的事件
3)	 在這裡也是如此 大概意味著聯盟成員相互攻擊 	

3.	西珥山的人首先被殲滅 也許被懷疑他們背叛了聯盟 其餘的人則 彼此自相
擊殺 第23節 參見士師記7 22 撒母耳記上1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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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和華勝利的證據
1)	 猶太士兵到達 曠野的望樓 時 只見屍體和沒有人逃脫
2)	 約沙法和他的百姓就來收取敵人的財物

2.	猶大人的回應
1)	 命名一個無法確定地點的山谷為 比拉迦谷
2)	 比拉迦 是 神祝福 的意思
3)	 在那裡稱頌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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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猶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歡歡喜喜地回
耶路撒冷 約沙法率領他們 因為耶和
華使他們戰勝仇敵 就歡喜快樂 28他
們彈琴 鼓瑟 吹號來到耶路撒冷
進了耶和華的殿 29列邦諸國聽見耶和
華戰敗以色列的仇敵 就甚懼怕 30這
樣 約沙法的國得享太平 因為神賜他
四境平安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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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戰爭的勝利與先前的恐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	 懼怕的祈禱 第6-12節
2)	 歡樂的聚會 第27-28節
3)	 兩者都在聖殿中舉行

2.	猶大人歡樂慶祝得勝的聚會
1)	 歡歡喜喜地敬拜 參見歷代志上12 40 29 9 17
2)	 歡歡喜喜地用各種樂器歌頌 參見歷代志上15 1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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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戰後的和平總結 29-30節 與最初入侵的描述 1-2節 形成對比
2.	 約沙法的國得享太平
1)	 這種和平與約沙法的統治整體有關 參見17:10
2)	 來自廣泛的和平與安寧的祝福 歷代志上22 9 歷代志下14 1 5 6
3)	 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耶和華為以色列而戰 第15 1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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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約沙法做猶大王 登基的時候年三十五歲 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五年 他母親
名叫阿蘇巴 乃示利希的女兒 32約沙法效法他父亞撒所行的 不偏左右 行耶
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33只是丘壇還沒有廢去 百姓也沒有立定心意歸向他們列
祖的神 34約沙法其餘的事 自始至終 都寫在哈拿尼的兒子耶戶的書上 也載
入 以色列諸王記 上  35此後 猶大王約沙法與以色列王亞哈謝交好 亞哈謝
行惡太甚 36二王合夥造船要往他施去 遂在以旬迦別造船 37那時瑪利沙人多
大瓦的兒子以利以謝向約沙法預言說 因你與亞哈謝交好 耶和華必破壞你所
造的 後來那船果然破壞 不能往他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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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關於約沙法結論性的記載是根據列王記上22 41-50的記載
2.	統治了二十五年 而在列王記下3 1 8 16是二十二年
3.	差異是由於共同攝政以確保順利繼承 見列王記上22 41-42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俥㽺㾶㠩㾶↷䔗ⅿ穞㔡嬭䥥褕⃮甯デ⛔褕嬭翂❭膫䨝ℎ䧬䎛㹄䥥Ⅼ珯��⛋㤐⮨
蓰㽳竑㇃⚜褕䥟眷⅀㽳竑䶬㊤㏰箺⛲↷⋲⓸䰷䥥䰿珯

1.	約沙法的統治獲得普遍的認可
2.	有人認為 他沒有行使他的王權除掉 丘壇
3.	最高層的改革者也不能保證平民會真正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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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沙法的事跡都記載在
1)	 哈拿尼的兒子耶戶的書
2)	 以色列諸王記

2.	 以色列 一詞
1)	 在這指的是 猶大
2)	 在廣義上 猶大 是以色列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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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王記上22 47-48中的另一則故事記錄了約沙法如何建立了一支船隊 這船隊
在駛入以旬迦別 Ezion	Geber 之前遭到破壞

2.	歷代志記載的事跡 與列王記有些不同
1)	 省略 約沙法的爭戰 列王記22 45
2)	 省略 除去孌童的事件 列王記上22 46
3)	 省略 治理以東的事件 列王記上2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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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約沙法與亞哈謝結盟與列王記的記載順序不同
1)	 約沙法與亞哈謝同盟後建造船隊 歷代志下20 35-37
2)	 約沙法的船隊遭到災難之後 亞哈謝提出援助被約沙法拒絕了 列王記上22

48-49
4.	以色列國王亞哈謝 Ahaziah 在一家合資企業中提供了幫助 但約沙法最初拒
絕了合資企業 列王記上22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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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約沙法與以色列國王結盟
1)	 尋求人的盟友
2)	 沒有尋求神 因此 沒有得到神
的幫助

3)	 前往他施的船隊遭災難
(1)	約沙法的虔誠生活並沒有使這
項事業成功

(2)	亞哈謝的腐敗生活玷污了約沙
法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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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沙法依靠神
 ❖ 外邦大軍攻擊猶大 20:1-2
 ❖ 約沙法求神幫助 20:3-13

 ◆ 神回應約沙法的祈求
 ❖ 神回應會拯救猶大 20:14-19
 ❖ 神擊滅外邦大軍 20:20-26
 ❖ 約沙法的國得太平 20:27-30

 ◆ 約沙法執政的評價 20:31-37
 ❖ 約沙法行神看為正的事
 ❖ 百姓沒有定意歸向神
 ❖ 與惡人亞哈謝交好
 ❖ 神沒有祝福約沙法的事業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外族的攻擊約沙法祈求神幫助
 ❖ 神拯救猶大和賜給太平的日子
 ❖ 神沒有祝福約沙法海上的貿易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思考
 ❖ 當你遇到外在的壓力時 是恐懼
呢 是驚慌呢 還是祈求神的幫
助呢 有沒有完全的依靠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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