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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介紹約阿施
的統治時期 公元前836 798年

 ◆ 約阿施的統治分為三個主要時期
1)	 約阿施登基為王 23 1-21
2)	 約阿施整修聖殿 24 1-16
3)	 約阿施背叛耶和華 24 17-27

 ◆ 約阿施統治的第一個時期
 ❖ 複辟的過程 23 1-11
 ❖ 亞她利雅的反應 23 12-15
 ❖ 宗教信仰的改革 23 16-21

 ◆ 跟據列王記下第十一章的記載
 ❖ 列王記 軍人捍衛國王和宮殿
 ❖ 歷代志 利未人保護聖殿

 ◆ 耶何耶大忠心的事跡
 ❖ 帶領祭司與民眾推翻亞她利雅
 ❖ 把王位交還給約阿施
 ❖ 帶領宗教改革 除去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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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七年 耶何耶大奮勇自強 將百夫長耶羅罕的兒子亞撒利雅 約哈難的兒子以
實瑪利 俄備得的兒子亞撒利雅 亞大雅的兒子瑪西雅 細基利的兒子以利沙法
召來 與他們立約 2他們走遍猶大 從猶大各城裡招聚利未人和以色列的眾族長
到耶路撒冷來 3會眾在神殿裡與王立約 耶何耶大對他們說 看哪 王的兒子
必當做王 正如耶和華指著大衛子孫所應許的話 4又說 你們當這樣行 祭
司和利未人 凡安息日進班的 三分之一要把守各門 5三分之一要在王宮 三分
之一要在基址門 眾百姓要在耶和華殿的院內 6除了祭司和供職的利未人之外
不准別人進耶和華的殿 唯獨他們可以進去 因為他們聖潔 眾百姓要遵守耶和
華所吩咐的 7利未人要手中各拿兵器 四圍護衛王 凡擅入殿宇的必當治死 王
出入的時候 你們當跟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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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亞他利雅統治時期的第七年 耶何耶大 Jehoiada 奮勇自強 策劃政變
要推翻篡位者亞他利雅

2.	 將百夫長 召來 與他們立約
1)	 領他們進了耶和華的殿 與他們立約 列王記下11 4
2)	 顯然 耶何耶大在聖殿中與百夫長達成了協議 盟約
3)	 這五位百夫長 首領 軍官 的名字沒有出現在祭司或利未人的族譜中
4)	 他們可能是一個獨立的群體 更可能是皇家的護衛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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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顯示了歷代志的作者在回歸後時期對彌賽亞和大衛王朝盼望的態度
2.	這些立約的首領們到猶大的各個城鎮探訪
1)	 聚集了祭司和利未人 以及以色列族長到耶路撒冷
2)	 這聚會不會引起亞她利雅懷疑的原因
(1)	在聖殿裡舉行大型聚會是出於宗教目的
(2)	知道和參與的人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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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眾在神殿裡與王立約
1)	 列王記下11 5沒有記載在聖殿與約阿施立約的事
2)	 代表 全以色列 的祭司 利未人和人民
(1)	決心要恢復大衛王朝真正的繼承人
(2)	約阿施是大衛王朝合法的繼承人

3)	 擁護約阿施為王的政變是所有人的行為 而不僅僅是宮裡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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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何耶大歸劃約阿施加冕和推翻亞他利雅的事宜
2.	主要是圍繞在聖殿值班人員的安排
1)	 祭司和利未人 凡安息日進班的
2)	 政變的武裝人員將是最多
(1)	 三分之一要把守各門
(2)	 三分之一要在王宮
(3)	 三分之一要在基址門 基址門就是蘇珥門 列王記下11:6

3)	 聖殿中將有 眾百姓 到處走動
4)	 避免引起亞撒利亞人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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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止任何不是祭司或利未人進入耶和華的殿
1)	 因為他們不是聖潔淨的
2)	 他們必須留在聖殿的院子裡

2.	 眾百姓要遵守耶和華所吩咐的
1)	 神的子民要守神的律法
2)	 如果無視神的律法 那麼推翻亞他利雅就沒有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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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王記下11 11提到另外有軍兵在利未人的內圍保衛國王 	
2.	利未人要手持武器站在約哈施王的身邊 無論王走到哪裡 都應靠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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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利未人和猶大眾人都照著祭司耶何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各帶所管安息日進班
出班的人來 因為祭司耶何耶大不許他們下班 9祭司耶何耶大便將神殿裡所藏
大衛王的槍 盾牌 擋牌交給百夫長 10又分派眾民手中各拿兵器 在壇和殿那
裡 從殿右直到殿左 站在王子的四圍 11於是領王子出來 給他戴上冠冕 將
律法書交給他 立他做王 耶何耶大和眾子膏他 眾人說 願王萬歲



11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㨋↛❭絀Ⰸ䨟↛揞䑈臂䱎⛙翂∶翂Ⰸ⃡ⓨ㔡✊❱䥥⚜嬭褕⛥ㄗ㔡亂碨㍐㣆蒢絢
ⓛ絢䥥↛≧褕⧁䎛䱎⛙翂∶翂Ⰸ⃮崒↷⋲⃬絢珯

�䨟䥟Ⰼ桘⼒䑈臂䱎⛙翂∶翂Ⰸ⃡ⓨ㔡✊❱䥥⚜嬭褕⛥ㄗ㔡亂碨㍐㣆蒢絢ⓛ絢䥥↛
≧屬䱎⛙翂∶翂Ⰸ珯猺⓸䙬峹⃬����猻

1.	所有的人都按照大祭司耶何耶大的命令去做
1)	 利未人和猶大眾人
2)	 眾百夫長 列王記下11 9

2.	那些下班的人沒有離開聖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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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發給 百夫長 的武器
1)	 大衛王的槍 盾牌 擋牌
2)	 大大小小的盾牌 它們可能具有儀式性 參歷代志上1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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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何耶大將 眾民手中各拿兵器 從聖殿的南側到聖壇的北側安置在約阿施王
附近

2.	 眾民 表明參與政變的不僅是祭司和利未人 而且是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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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間到了 所有人都已準備好大聲譴責
2.	耶何耶大和他的眾子領出大衛王朝合法繼承人約阿施
3.	他們給約阿施一份盟約 證詞 宣告和膏他為王
1)	 盟約可能是23 3約的副本
2)	 可能與申命記17:18中給國王的律法書有關

4.	然後喊道 願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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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亞她利雅聽見民奔走 讚美王的聲音 就到民那裡 進耶和華的殿 13看見王
站在殿門的柱旁 百夫長和吹號的人侍立在王左右 國民都歡樂 吹號 又有
歌唱的用各樣的樂器領人歌唱讚美 亞她利雅就撕裂衣服 喊叫說 反了
反了 14祭司耶何耶大帶管轄軍兵的百夫長出來 吩咐他們說 將她趕到班
外 凡跟隨她的必用刀殺死 因為祭司說 不可在耶和華殿裡殺她 15眾
兵就閃開讓她去 她走到王宮的馬門 便在那裡把她殺了



16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2
��ⅿ盦┊榦翶屬㻲ⰵ恑珮幻副䙬䥥卓櫔褕⼒┑㻲掄寂褕蒢翂❭膫䥥㺠珯��䧬屬䙬䶺
⨉㺠桡䥥㫒㢢褕䥟Ⰼ桘❭✚艟䥥↛甎䶬⨉䙬デ⛔褕⧬㻲揞箶㳣珮✚艟褕⚩竑㸭⠒
䥥䠉⛥㴄䥥㳣⥉蚘↛㸭⠒幻副褕ⅿ盦┊榦⼒㝶宣孄㧮褕⡫⛌嶋獌ׅ痍Ⅷ猳痍Ⅷ猳
׆

1.	 亞她利雅聽見民奔走 讚美王的聲音 就到民那裡 進耶和華的殿
1)	 她看到合法的王站在殿門的柱旁邊
(1)	這是國王公開宣佈時慣常站立的地方
(2)	從殿的外院到殿的內院的入口

2)	 千夫長和號手在王的旁邊
3)	 當地人民歡欣鼓舞
4)	 歌手們用所有的樂器歌唱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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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她利雅就撕裂衣服 喊叫說 反了 反了
1)	 亞她利雅大吃一驚 大聲喊道 叛國
2)	 亞撒利雅口中的 叛國 是很諷刺的
(1)	亞她利雅的王位本身就存在叛國行為
(2)	亞她利雅篡奪了約阿施的合法權力

3.	這個場景使人想起所羅門的受膏 這聽起來像是亞多尼雅 Adonijah 徒然企
圖獲得王位的最後註解 列王記上1 39-40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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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可在耶和華殿裡殺她
1)	 耶何耶大急切要保護聖殿的神聖而不遭受任何謀殺
2)	 然而 他自己的兒子撒迦利亞卻在聖殿被殺 24 21-22 	

2.	亞她利雅被百夫長帶出聖殿 並在王宮殿的馬門前被處死
3.	 馬門 	馬門是聖殿圍牆的大門 而不是城市的馬門 	這可能是騎馬者從東
方進入城市的通道 耶利米書3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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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耶何耶大與眾民和王立約 都要做耶和華的民 17於是眾民都到巴力廟 拆毀
了廟 打碎壇和像 又在壇前將巴力的祭司瑪坦殺了 18耶何耶大派官看守耶和
華的殿 是在祭司利未人手下 這祭司利未人是大衛分派在耶和華殿中 照摩西
律法上所寫的給耶和華獻 祭 又按大衛所定的例歡樂 歌唱 19且設立守門的
把守耶和華殿的各門 無論為何事 不潔淨的人都不准進去 20又率領百夫長和
貴胄與民間的官長 並國中的眾民 請王從耶和華殿下來 由上門進入王宮 立
王坐在國位上 21國民都歡樂 合城都安靜 眾人已將亞她利雅用刀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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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祭司耶何耶大 與眾民和王 立約下決心要全心全意地追隨神
2.	根據列王記下11 17的記載
1)	 立 耶和華與君王與人民之間 的約
2)	 立 在君王與人民之間 的約

3.	從歷代志的在字面上看 耶何耶大 他自己 所有人民和國王之間立的約 指
的是同一件事 祭司也許是神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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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的改革是拆毀亞她利雅允許的巴力廟
1)	 亞她利雅是推羅國王的孫女和北國王亞哈的女兒
2)	 亞她利雅成為約蘭的妻子 21 6
3)	 亞她利雅帶來對巴力的敬拜 參見列王記上11 1-8

2.	除去巴力的敬拜最有力的是在巴力的祭壇前殺了巴力的祭司瑪坦 參見申命記
13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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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王記下11 18只簡略的記載 祭司耶何耶大派官看守耶和華的殿
2.	歷代志的記載指出了祭司和利未人的重要性
1)	 遵循摩西和大衛的指示
2)	 保護聖殿的神聖性
3)	 聖殿的監督權掌握在祭司和利未人手中
4)	 他們每人都有大衛所組織的傳統任務 比照歷代志上15-16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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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代志的記載中常常追朔大衛的總體安排
1)	 向耶和華獻 祭 比照歷代志上6 48-49 16 39-40
2)	 聖殿音樂的事奉 歷代志上6 31-36
3)	 在耶和華殿的門口安置守門人 見歷代志上26章 防止不潔的人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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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何耶大最終安排一場遊行 將國王從聖殿中帶到王宮
2.	當任何事追隨神的旨意時 地上的所有人都是歡欣鼓舞的
3.	亞她利雅纂位現在已經結束 從某種意義上說
1)	 大衛的王權從未被打斷過
2)	 一個篡位者登上了王位
3)	 最後 大衛的後裔約阿施仍然繼承了王位

4.	歷代志者多次使用 安靜 來表示神給予追隨 旨意人的祝福 13 23 14 1
4-5 20 30 歷代志上4 40 2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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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靜 意思是保持安靜 to	be	still 不受干擾 to	be	undisturbed
1)	 主要含義是寧靜的狀態或條件 參見約伯記37:17
2)	 它表示沒有戰爭時的狀況 士師記3 30 歷代志下20 30 ;
3)	 安全感 以西結書38 11
4)	 不活躍或消極 詩篇83 1 以賽亞書18 4 	
5)	 保持沉默 路得記3 18 以賽亞書62 1 ;
6)	 內在的信心或和平 以賽亞書7 4
7)	 公義帶來真正的安全與安寧 以賽亞書32 17
8)	 警告不義之人的虛假安全感 以西結書1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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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何耶大複辟計劃 23:1-7
 ❖ 與五位百夫長進行複辟的計劃
 ❖ 與利未人和族長定約支持立王

 ◆ 耶何耶大複辟成功 23:8-11
 ❖ 祭司和利未人守護聖殿
 ❖ 利未人和軍兵保護國王
 ❖ 約阿施登基為猶大王

 ◆ 亞她利雅被殲除 23:12-15
 ❖ 亞她利雅在聖殿外被殺

 ◆ 耶何耶大追隨神 23:16-21
 ❖ 與王和民立約作耶和華的民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耶何耶大是一位忠心的祭司
 ❖ 耶何耶大忠心於大衛的王朝
 ❖ 耶何耶大忠心於神的律法典章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思考
 ❖ 我是不是一位神忠心的僕人
 ❖ 我有沒有忠心的活出神的樣式
 ❖ 我有沒有忠心的遵守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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