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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隨著亞哈斯 Ahaz 的統治 猶大
的歷史再創歷史新低

 ❖ 亞哈斯沒有做神看為正的事 第1
節 與他父親約坦 27 2 背
道而馳

 ❖ 對亞哈斯負面的評估使他與亞哈
家的統治者 歷代志下第21-23
章 和直接導致流亡相提並論
歷代志下第36章

 ❖ 猶大之所以受到殘酷的懲罰 是
因為他們離棄了耶和華 第6節
和亞哈斯的不忠實 第19節

 ◆ 與列王記下第16章記載相似
 ❖ 敘利亞和以色列的戰爭 16:5-6
 ❖ 對亞述王的祈求 16:7-9
 ❖ 亞哈斯的背道 16:10-18

 ◆ 歷代志獨有的記載
 ❖ 軍事行政的細節 5-8, 12, 16-18
 ❖ 俄德的預言 9-11

 ◆ 本章的重點
 ❖ 神是公義的 審判猶大王和人民
 ❖ 神是憐憫的 釋放被擄的猶大人
 ❖ 即使在最絕望的情形之下 神會
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拯救 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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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亞哈斯登基的時候年二十歲 在耶路
撒冷做王十六年 不像他祖大衛行耶和
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2卻行以色列諸王
的道 又鑄造巴力的像 3並且在欣嫩
子谷燒香 用火焚燒他的兒女 行耶和
華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驅逐的外邦人那可
憎的事 4並在丘壇上 山岡上 各青
翠樹下獻祭燒香

基

所 亞哈

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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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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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拿西

希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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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1-4節是根據列王記下16 2-4的記載
2. 亞哈斯是唯一被評價為他沒有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的國王

1) 在士師記常見的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士師記2 11
2) 在列王記中 如

(1) 所羅門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列王記上11 6
(2) 猶大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列王記上14 22

3� 亞哈斯被批評他沒有效仿大衛的榜樣 見列王記下16 2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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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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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哈謝的行為與北國以色列相同受到
嚴厲的譴責

2. 亞哈謝所行的惡事的例子 如下
1) 鑄造巴力的像
2) 欣嫩子谷燒香
3) 用火焚燒他的兒女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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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欣嫩子谷 The Son of Hinnom
1) 緊靠聖殿山以南的深谷 是用來焚燒城市垃圾的地方
2) 常與獻祭兒女有關 如耶利米書7 31-31 列王記下3 26-27 23 10 迦

書 6 7 以西結書16 20-21
4. 亞哈謝不僅僅效仿北部王國的惡行 更效法被神詛咒的迦南人的舉止

1) 迦南人的文化的邪惡是神下令將其消滅的原因 利未記18 28 20 23 申
命記7 22-26 12 2-4 18 9-14

2) 毫無疑問 耶和華以亞蘭人襲擊猶大審判亞哈斯

基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5所以耶和華他的神將他交在亞蘭王手
裡 亞蘭王打敗他 擄了他許多的民
帶到大馬士革去 神又將他交在以色列
王手裡 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殺戮 6利
瑪利的兒子比加一日殺了猶大人十二
萬 都是勇士 因為他們離棄了耶和華
他們列祖的神 7有一個以法蓮中的勇
士 名叫細基利 殺了王的兒子瑪西雅
和管理王宮的押斯利甘並宰相以利加
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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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敘利亞與以色列攻擊猶大的政治動機不清楚
1) 多處的經文都有記載這事件

(1) 列王記下15 37 16 5-6
(2) 以賽亞書7 1 9: 6
(3) 何西阿書5 8 7 16

2) 這都是神要懲罰猶大的不忠
2. 歷代志的敘述與列王記的敘述不同

1) 歷代志描述敘利亞和以色列 分別 襲擊猶大
2) 列王記記載敘利亞和以色列 聯盟 襲擊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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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代志的作者顯然不認同北國以色列與外邦人聯盟
1) 沒有否認北國以色列和敘利亞的入侵
2) 與外邦人聯盟是不信任耶和華的表現 16 2-9 19 1-2 22 3-6 25

6-10
4. 猶大遭受了重大的打擊

1) 神將他交在亞蘭王手裡 被敘利亞人 擄了他許多的民
2) 神又將他交在以色列王手裡 以色列人 向他大行殺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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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調猶大遭受的損失
1) 不意味著亞哈斯被這些敵人掌控
2) 而是亞哈斯的部隊被擊敗

2. 是因為猶大已經離棄了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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䟹ℇ⺑䧙⇆┊▁㗠珯

1. 在這節經文中 歷代志記載的名字和具體的細節可能是作者自己的資料來源
2. 王室成員和兩位最高行政官員表明這場屠殺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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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以色列人擄了他們的弟兄 連婦人帶兒女共有二十萬 又掠了許多的財物 帶到
撒馬利亞去了  9但那裡有耶和華的一個先知 名叫俄德 出來迎接往撒馬利亞
去的軍兵 對他們說 因為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惱怒猶大人 所以將他們交在
你們手裡 你們竟怒氣沖天 大行殺戮 10如今你們又有意強逼猶大人和耶路撒
冷人做你們的奴婢 你們豈不也有得罪耶和華你們神的事嗎 11現在你們當聽我
說 要將擄來的弟兄釋放回去 因為耶和華向你們已經大發烈怒

12於是以法蓮人的幾個族長 就是約哈難的兒子亞撒利雅 米實利末的兒子比利
家 沙龍的兒子耶希西家 哈得萊的兒子亞瑪撒 起來攔擋出兵回來的人 13對
他們說 你們不可帶進這被擄的人來 你們想要使我們得罪耶和華 加增我們
的罪惡過犯 因為我們的罪過甚大 已經有烈怒臨到以色列人了 14於是 帶
兵器的人將擄來的人口和掠來的財物都留在眾首領和會眾的面前 15以上提名的
那些人就站起 使被擄的人前來 其中有赤身的 就從所掠的財物中拿出衣服和
鞋來給他們穿 又給他們吃喝 用膏抹他們 其中有軟弱的 就使他們騎驢 送
到棕樹城耶利哥他們弟兄那裡 隨後 就回撒馬利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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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們的弟兄 是有意的提醒流亡後的讀者 儘管當時存在分裂 但以色列是
一個國家 參歷代志下11 4

2. 死亡的勇士有十二萬 第6節 與被擄的有二十萬 第8節 這數據的計算可
能與計算軍隊規模有所不同 參見例如13 3 14 8

3� 被擄的二十萬有可能是死亡勇士的二百個家庭或氏族中的婦女和兒童
4. 無論確切數字如何 死亡的和被擄的事實表明了這是一場殘酷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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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個不為人所知的先知 俄德 出去
指責得勝歸來以色列的軍兵

2. 北部王國還是被視為神的子民
1) 他們履行神的旨意去懲罰猶大
2) 他們在履行神的旨意時 怒氣沖

天 大行殺戮
3� 無論是入侵者還是以色列人 都無權

超越神合理懲罰的範圍         
   以賽亞書10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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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神的律法中
1) 禁止將自己的同胞為奴隸 利未記25 39-55
2) 允許短期的奴役 禁止 嚴嚴地轄管 利未記25 43

2. 以色列本身是在被神審判的邊源 俄德勸勉他們
1) 向神悔改
2) 對弟兄寬容
3) 釋放俘虜
4) 悔改需要表現出適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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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法蓮人的幾個族長 面對了歸來的軍隊
1) 列王記沒有記載這些族長的名字
2) 以法蓮領導們的權威似乎表明以色列王已經處於不穩定的境地

2. 族長要求軍隊悔改表明以色列和猶大是 合一 的精神沒有完全喪失
1) 北國的人民還是有敬畏神的意願
2) 他們意識到軍隊的行動

(1) 增加 我們的罪惡過犯
(2) 神的 烈怒臨到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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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色列的士兵改變了他們的意圖
1) 放棄了從猶大和掠奪中的俘虜
2) 放棄掠奪的戰利品是罕見的 因為它是士兵期望的酬勞

2. 北部王國的人民不認同
1) 他們的君王與大衛之家對立
2) 他們的君王在但城和伯特利造的聖地與所羅門造聖殿對立

3� 北部王國的人民認為
1) 他們本身與猶大人民是兄弟姐妹 2 他們是 全以色列 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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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那時 亞哈斯王差遣人去見亞述諸王 求他們幫助 17因為以東人又來攻擊猶
大 擄掠子民 18非利士人也來侵占高原和猶大南方的城邑 取了伯示麥 亞雅
崙 基低羅 梭哥和屬梭哥的鄉村 亭納和屬亭納的鄉村 瑾鎖和屬瑾鎖的鄉
村 就住在那裡 19因為以色列王亞哈斯在猶大放肆 大大干犯耶和華 所以耶
和華使猶大卑微 20亞述王提革拉毗尼色上來 卻沒有幫助他 反倒欺凌他 21
亞哈斯從耶和華殿裡和王宮中並首領家內所取的財寶給了亞述王 這也無濟於
事 22這亞哈斯王在急難的時候 越發得罪耶和華 23他祭祀攻擊他的大馬士革
之神 說 因為亞蘭王的神幫助他們 我也獻祭於他 他好幫助我 但那些
神使他和以色列眾人敗亡了 24亞哈斯將神殿裡的器皿都聚了來 毀壞了 且封
鎖耶和華殿的門 在耶路撒冷各處的拐角建築祭壇 25又在猶大各城建立丘壇
與別神燒香 惹動耶和華他列祖神的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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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哈斯身陷困境
1) 北部有敘利亞和以法蓮人入侵 5-8節
2) 南部有非利士人和以東人 17-18節
3) 猶大背腹受敵

2. 亞哈斯不信靠耶和華 參以賽亞書7 10-16
1) 尋求人的幫助
2) 沒有尋求神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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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東人選擇攻擊是猶大國勢衰弱和被
其他敵人攻擊的時候

2. 以東擄掠猶大南部地區 Neg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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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利士人想收回在烏西雅 26 6
下的失地

2. 這些城市都是位於耶路撒冷以西山區
的邊界

3� 以東人和非利士人佔領的地區可能打
算開闢受猶大影響的陸路貿易路線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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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色列王亞哈斯
1) 廣泛 以色列 的意願 涵蓋了整個或部分神的子民
2) 即使像 亞哈斯 這樣的君王 也是大衛的王朝
3) 大衛王朝的國王對神的人民負有重大的責任

2. 歷代志再次記載了亞哈斯的邪惡和徹底的不忠
3� 這些攻擊的目的是要懲罰亞哈斯對神不忠的處分 參7 14  12 6-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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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結了亞述人 幫助 的結果
2. 列王記下15 29的紀載亞述國王確實

佔領了大馬士革 消除了猶大被侵擊
的根源

3� 實際上 亞述人的存在為整個地區帶
來了暫時的和平

4. 亞述人的紀錄他們新的附庸國有猶
大 亞捫 摩押 亞實基倫 以東
和加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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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猶大付出的代價是掠奪聖殿 宮殿 和人民的財寶
2. 這是猶大沒有 依靠神 補救的措施 也是將來要遭受更大後果的開始
3� 猶大的資源耗盡 仍然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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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亞哈斯王在急難的時候 越發得罪耶和華
1) 這節經文讓人驚訝亞哈斯的行為 他更加違反神的律法  
2) 亞哈斯王患難之時盡然沒有在耶和華面前謙卑自己
3) 亞哈斯對耶和華的態度顯然是冷淡的 是死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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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哈斯得罪耶和華的罪
1) 向大馬士革諸神獻祭
2) 認為這些神讓自己失敗
3) 沒看見是耶和華讓他失敗
4) 廢除耶和華通過摩西和大衛給以色列的律法和典章
5) 亞哈斯很可能一起敬拜耶和華和亞蘭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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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亞哈斯似乎四處尋求幫助
1) 亞述人的幫助
2) 亞蘭諸王的眾神的幫助
3) 這些 幫助 毀了亞哈斯和整個以色列

4. 亞哈斯沒有尋求唯一可以幫助他的是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2
��ⅿ➩㢐⻨䰿㺠寂䥥⥉䦠揞翚Ⅷ≧褕㺡⮿Ⅷ褕⻢晷翂❭膫㺠䥥桡褕⨉翂惐穞疂
⛥夶䥥稄茟㇛绞䱎⮨珯��⚩⨉絀Ⰸ⛥⪯㇛䶬⮨褕脠┆䰿䒳決褕㏚▶翂❭膫↷⓸
䰷䰿䥥禆㼄珯

1. 亞哈斯拒絕耶和華 導致他遵循異教的行逕 褻瀆神
1) 將神殿裡的器皿都聚了來 毀壞了
2) 封鎖耶和華殿的門
3) 在耶路撒冷各處的拐角建築祭壇
4) 在猶大各城建立丘壇 與別神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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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封鎖耶和華殿的門
1) 不意味著停止在聖殿獻祭 比照列王記下16 14-16
2) 人民無法再將獻祭帶到聖殿 與烏西雅對比26 21
3) 祭司停止在聖殿服事  

3� 猶大在亞哈斯的統治下沉入了深淵 就像以色列在分裂時在耶羅波安統治下一
樣 列王記上12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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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亞哈斯其餘的事和他的行為 自始至終 都寫在 猶大和以色列諸王記
上 27亞哈斯與他列祖同睡 葬在耶路撒冷城裡 沒有送入以色列諸王的墳墓
中 他兒子希西家接續他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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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亞哈斯統治時期的結局是根據列王記下16 19-20的記載
2. 亞哈斯被埋葬在耶路撒冷 但像約哈蘭 21:20 約阿施 24:25 烏西雅

26:23 和瑪拿西 33:20 一樣沒有被安置在以色列國王的墳墓中
3� 毫無疑問 這是因為亞哈斯離棄耶和華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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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哈斯登基為王 28:1-4
 ❖ 二十歲登基 做王十六年
 ❖ 不行耶和華看為正的事

 ◆ 耶和華懲罰猶大 28:5-7
 ❖ 用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懲罰

 ◆ 耶和華憐憫猶大 28:8-15
 ❖ 用以色列人施憐憫和拯救

 ◆ 亞哈謝行的惡事 28:16-25
 ❖ 完完全全的離棄耶和華

 ◆ 亞哈謝的評價 28:26-27
 ❖ 惹動耶和華的怒氣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神行公義審判亞哈斯所行的惡事
 ❖ 神憐憫 的子民 讓以色列釋放
被擄的猶大人和歸還奪掠的財物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反思
 ❖ 自己有沒有冒犯神的行為呢
 ❖ 自己遇到急難時或困境時 是先
求人呢 還是求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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