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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西家是亞哈斯時代後的曙光
 ❖ 希西家的統治 第29 32章
 ❖ 記載比分裂後其他的國王都多  

 ◆ 歷代志與列王記的記載完全不同
 ◆ 列王記

 ❖ 介紹 列王記下18 1-7
 ❖ 結論 列王記下20 20-21

 ◆ 歷代志
 ❖ 西希家的改革 第29 31章
 ❖ 西希家的成就 第32章

 ◆ 第二十九章記載西希家渴望恢復在
聖殿敬拜神的傳統

 ◆ 希西家重新啟用聖殿的四個步驟
1) 訓勉利未人潔淨 第3-15節
2) 潔淨聖殿的內外 第16-19節
3) 重新在聖殿獻祭 第20-30節
4) 人民樂意的參與 第31-36節

 ◆ 第二十九章的核心主題 潔淨
Sanctify Make Holy 在36節經文

中出現了十二次 說明
 ❖ 神是聖潔的
 ❖ 神的住所聖殿是聖潔的
 ❖ 潔淨的祭司才能進聖殿事奉神
 ❖ 潔淨的會眾才能參與獻祭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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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西家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五歲 在耶
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 他母親名叫亞比
雅 是撒迦利雅的女兒 2希西家行耶
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衛一
切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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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代志對希西家的統治幾乎完全獨立於列王記下18-20的記載
2. 介紹的經文似乎來自列王記下18 1-2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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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西家立刻得到了高度讚揚
2. 在列王記中有幾位國王與大衛相提並論
3. 在歷代志中希西家和約西亞是唯一獲得這一榮譽的國王

基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3元年正月 開了耶和華殿的門 重新修理 4他召眾祭司和利未人來 聚集在東
邊的寬闊處 5對他們說 利未人哪 當聽我說 現在你們要潔淨自己 又潔淨
耶和華你們列祖神的殿 從聖所中除去汙穢之物 6我們列祖犯了罪 行耶和華我
們神眼中看為惡的事 離棄他 轉臉背向他的居所 7封鎖廊門 吹滅燈火 不在
聖所中向以色列神燒香或獻 祭 8因此 耶和華的憤怒臨到猶大和耶路撒冷 將
其中的人拋來拋去 令人驚駭 嗤笑 正如你們親眼所見的 9所以我們的祖宗倒
在刀下 我們的妻子 兒女也被擄掠 10現在我心中有意與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立
約 好使他的烈怒轉離我們 11我的眾子啊 現在不要懈怠 因為耶和華揀選你
們站在他面前侍奉他 與他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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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年正月
1) 根據第30章 歷代志理解為希西家第一年的第一個月
2) 不是父親去世後的第一個月

2. 希西家的統治開始 就著手復興的工作
1) 將聖殿的器皿歸回聖殿
2) 遵守神律例典章的義務
3) 關注聖殿的敬拜 與所羅門平行 歷代志下第1-2章

3. 亞哈斯關了聖殿的門 28:24 重要的是 希西家打開 和進行定期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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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亞哈斯時期的濫用 聖殿仍然是不乾淨的
2. 獻祭的任務必須由自身潔淨的祭司和利未人執行
3. 祭司和利未人在聖殿東側廣場上的集會

1) 可能與尼希米記8 1 3 殿外的地點 中 水門前的寬闊處 相同
2) 這樣的廣場經常位於城門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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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西家對利未人的指示詳細說明了他們 現在 應該遵循的程序
2. 這涉及到兩種 聖潔 的任務

1) 成為聖潔的祭司或利未人 然後才能承擔聖殿的聖工
2) 在任何指定的時間都是聖潔的才能夠擔任聖殿的工作
3) 在這兩種情況下 使聖潔的思想都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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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聖所中除去汙穢之物
1) 亞哈斯褻瀆造成很嚴重的的後果
2) 所有污穢都要從聖所中清除
3) 污穢 一詞卻很籠統 參見28 23-24
4) 這將是一個新的開始 是歷代志故事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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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西家描述自己祖先的罪行時並沒有為自己或他的世代辯護
2. 希西家直言 猶大國必須

1) 承認自己的國人所犯的罪
2) 承認自己的國人已經遠離了神

3. 真正的悔改必須高舉神的榮耀高過於民族和家庭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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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闡述亞哈斯行為的細節
1) 敬拜的禮儀和義務被忽略了
2) 推翻了所羅門開創和他兒子亞比雅延續的敬拜方式 13 11

2. 希西家要恢復實行所羅門訂立敬拜神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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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西家意識到當前的情況非常危急
2. 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狀況與北部的狀況相當 參見28 9 11 13
3. 耶和華的憤怒使猶大和耶路撒冷成為 令人驚駭 嗤笑 的對象

1) 這是巴比倫流放時期使用的語言 耶利米書29:18
2) 比較耶利米書19 8 25 9 18 34 17 以西結書23 46

4. 歷代志讀者瞭解希西家呼籲聖潔和合一的敬拜適用於當時的情況 3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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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西家作為國家的領導者 就像摩西 為人民代禱 民數記14 11-19
2. 希西家對亞哈謝的罪行所造成的後果作了結論

1) 希西家再次宣告 現在 他們要扭轉神對猶大的憤怒
2) 希西家莊嚴宣誓要糾正他們所犯的錯誤
3) 不是更新神與以色列之間立的約
4) 是王和國人承諾全心全意地尋求神的約 15 12

3. 值得注意的是 希西家對亞述威脅的第一反應是恢復對神的正確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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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在 介紹這節經文 這是希西家的結論
2. 長期忽視其職責的 神職人員 需要鼓勵
3. 更新的時間到了 聖殿的事工被忽視的事實並不意味著會一直被忽視下去
4. 從現在開始 第5 10 11節 給他們的指示必須全力以赴 因為神已將聖殿敬

拜的責任託付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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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於是 利未人哥轄的子孫亞瑪賽的兒子瑪哈 亞撒利雅的兒子約珥 米拉利的
子孫亞伯底的兒子基士 耶哈利勒的兒子亞撒利雅 革順的子孫薪瑪的兒子約
亞 約亞的兒子伊甸 13以利撒反的子孫申利和耶利 亞薩的子孫撒迦利雅和瑪
探雅 14希幔的子孫耶歇和示每 耶杜頓的子孫示瑪雅和烏薛 15起來聚集他們
的弟兄 潔淨自己 照著王的吩咐 耶和華的命令 進去潔淨耶和華的殿 16祭
司進入耶和華的殿要潔淨殿 將殿中所有汙穢之物搬到耶和華殿的院內 利未人
接去 搬到外頭汲淪溪邊 17從正月初一日潔淨起 初八日到了耶和華的殿廊
用八日的工夫潔淨耶和華的殿 到正月十六日才潔淨完了 18於是 他們晉見希
西家王 說 我們已將耶和華的全殿和 祭壇並壇的一切器皿 陳設餅的桌子
與桌子的一切器皿 都潔淨了 19並且亞哈斯王在位犯罪的時候所廢棄的器皿
我們預備齊全 且潔淨了 現今都在耶和華的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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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約沙法時代以來 利未人的家族就沒有在耶路撒冷中扮演重要角色
2. 希西家按照典章的程序 使用傳統祭司的家族負責聖殿的職務
3. 希西家恢復原有的職責 由分成兩組的十四位利未人負責

1) 第一組由利未人家族中的兩個成員組成 哥轄的子孫 米拉利的子孫 革順
的子孫 和以利撒反的子孫

2) 第二組由利未人歌手家族的兩個成員組成 亞薩的子孫 希幔的子孫 和耶
杜頓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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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然後這些利未人開始工作
2. 他們聚集了自己的兄弟 潔淨了自己
3. 按照西希家的吩咐 並按照神的指示 參歷代志上28 12 19 開始潔淨神的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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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祭司和利未人潔淨自己之後 他們準備潔淨聖殿
2. 祭司獨自負責進入聖殿內部的 聖所 和放約櫃的 至聖所 3 8-13 參看

利未記10 18
3. 沒有具體說明 所有汙穢之物 指的是什麼 但顯然與亞哈斯相關的偶像
4. 汲淪谷是一個安葬之地 因此是不潔之物的合適之地 參15:16; 30:14  例

如 在亞撒 15:16 和約西亞 30:14; 列王記下23 4 6 12 時 曾有幾次將
外邦人敬拜的物品帶到那裡進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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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 正月初一 到 正月十六日 才結束 用了十六天潔淨聖殿
1) 前八天 潔淨庭院和殿廊
2) 後八天 潔淨耶和華的殿

2. 由於逾越節是從正月十四日開始 民數記9 1-11 所以無法如期舉行
3. 如果有更多的祭司參與潔淨的工作 可能可以按時守逾越節 29:34; 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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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敘述對聖殿和所有的器皿都潔淨了 也適當的恢復齊全了
2. 還原到所羅門造的一部分 4 19-22 歷代志上28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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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希西家王清早起來 聚集城裡的首領 都上耶和華的殿 21牽了七隻公牛 七
隻公羊 七隻羊羔 七隻公山羊 要為國 為殿 為猶大人做贖罪祭 王吩咐亞
倫的子孫眾祭司獻在耶和華的壇上 22就宰了公牛 祭司接血灑在壇上 宰了公
羊 把血灑在壇上 又宰了羊羔 也把血灑在壇上 23把那做贖罪祭的公山羊牽
到王和會眾面前 他們就按手在其上 24祭司宰了羊 將血獻在壇上做贖罪祭
為以色列眾人贖罪 因為王吩咐將 祭和贖罪祭為以色列眾人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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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殿重新使用涉及
1) 參與的人 國王 官員 祭司 和利未人
2) 獻祭的牲畜 公牛 公羊和羊羔

2. 為國 為殿 為猶大人做贖罪祭
1) 國 可能指的是 王室
2) 殿 包括聖職的人員
3) 猶大 是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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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些獻祭類似以西結書中的記載
1) 祭壇和聖所的潔淨 43 18-27
2) 祭司在潔淨之後重返職位 44 27
3) 國王的預備以及慶祝逾越節的會眾 45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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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倫的子孫眾祭司 強調只有他們可以參與獻祭 參見利未記1 7-9
2. 在祭司的律法中 利未記1 5

1) 獻祭的人殺死獻祭的牲畜 然後是祭司撒血
2) 如果按照這的程序 則不清楚獻祭的牲畜是否是國王和官員殺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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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贖罪祭的山羊被帶到國王和會眾面前 他們把手放在它們的身上
2. 祭 利未記1 4 也是這樣做的



27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䱎⛙⺑Ⅷ剫褕⻨嬡䙜⨉⮨⃫⌻忷羄䱎褕䎛⇆啓⓸䨟↛忷羄褕⧁䎛䙬✊❱⻨䒵䱎
❭忷羄䱎䎛⇆啓⓸䨟↛䙜⃫珯

1. 很明顯是祭司先殺了獻祭的牲畜 第22節 然後將它們的血獻在壇上贖罪
2. 一年一度的贖罪日都遵循這一程序 代表全以色列的大祭司殺死了贖罪祭的山

羊 利未記16 15
3. 王吩咐將 祭和贖罪祭為以色列眾人獻上

1) 國王在這個場合下令將 祭和贖罪祭獻給 全以色列
2) 希西家認為這一場合是指整個實體 以色列
3) 猶大加上北方王國的人民 構成合一的神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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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華殿中敲鈸 鼓瑟 彈琴 乃照大衛和他先見迦得並先知
拿單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華藉先知所吩咐的 26利未人拿大衛的樂器 祭司拿
號 一同站立 27希西家吩咐在壇上獻 祭 祭一獻 就唱讚美耶和華的歌
用號並用以色列王大衛的樂器相和 28會眾都敬拜 歌唱的歌唱 吹號的吹號
如此直到 祭獻完了 29獻完了祭 王和一切跟隨的人都俯伏敬拜 30希西家王
與眾首領又吩咐利未人用大衛和先見亞薩的詩詞頌讚耶和華 他們就歡歡喜喜地
頌讚耶和華 低頭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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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25-30節顯示希西家依照大衛的榜樣進行獻祭 參見29 2
2. 利未人的角色是帶領音樂事工的侍奉
3. 希西家指派利未人在耶和華的殿中帶著樂器就像所羅門在聖殿獻祭時所做的那

樣 7 6 和依照大衛 先知迦得和拿單設定的
4. 利未人準備好大衛的樂器 祭司們像往常一樣吹號 5 12
5. 實際上 希西家恢復了與大衛和所羅門有關的聖潔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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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潔敬拜的場合是莊嚴和隆重
2. 希西家履行了他的約 並按照他規定的方式敬拜真神
3. 耶和華 不是國王 是這殿的主人 所以希西家和所有的會眾都俯伏敬拜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ロ屠⺗䙬脠䨟汷蚘⚩✊❱┊㨋↛䠉Ⰸ嬼❭屬ⅿ舡䥥荔崿櫭幻翂❭膫褕↷⋲⼒
箶箶⡽⡽⨑櫭幻翂❭膫褕甇欎窙㖽珯

1. 這節經文只是一個總結性結論
2. 在這種敬拜的場合經常出現

1) 伴隨著歡樂的回應
2) 他們低下頭和敬拜
3) 同時高興地歌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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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希西家說 你們既然歸耶和華為聖 就要前來把祭物和感謝祭奉到耶和華殿
裡 會眾就把祭物和感謝祭奉來 凡甘心樂意的也將 祭奉來 32會眾所奉的
祭如下 公牛七十隻 公羊一百隻 羊羔二百隻 這都是做 祭獻給耶和華

的 33又有分別為聖之物 公牛六百隻 綿羊三千隻 34但祭司太少 不能剝盡
祭牲的皮 所以他們的弟兄利未人幫助他們 直等 祭的事完了 又等別的祭

司自潔了 因為利未人誠心自潔 勝過祭司 35 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並 祭同
獻的奠祭甚多 這樣 耶和華殿中的事務俱都齊備了 36這事辦得甚速 希西家
和眾民都喜樂 是因神為眾民所預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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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歸耶和華為聖  就是獻身於耶和華
1) 適用於祭司 也適用於會眾
2) 全體會眾 口頭上獻給了神
3) 現在通過獻祭表達他們願意追隨神

2. 祭物 可能是指一般的獻祭 第35節
3. 感謝祭

1) 是感恩的獻祭
2) 是一個平安祭 利未記7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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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眾的反應如同
1) 摩西獻祭 出埃及記36 6-7
2) 大衛獻祭 歷代志上29 1 5-9
3) 所羅門獻祭 歷代志下7 7

5. 歷代志的作者希望回歸後的讀者也會遵循這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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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祭的目的是表達對神的全部的敬拜
2. 與要和人分享的一般獻祭不同 祭是全部獻給神的 並在壇上完全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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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別為聖之物 可能是31和35節中提到的一般的獻祭
2. 如果是這樣 敬拜的會眾消耗掉其中的許多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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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利未記第1章 獻祭的人要剝去 祭畜牲的皮 而不是祭司
2. 祭司太少 不能剝盡 祭牲的皮

1) 在亞哈斯時代 祭司在侍奉上變得鬆弛
2) 許多人對希西家復興的反應緩慢

3. 利未人比祭司敏 他們自己潔淨後幫助完成獻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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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為最後的評論 作者指出了 祭的祭品種類繁多 還有平安祭和奠祭
2. 確實 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3. 這對於重新啟用神的殿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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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其他各種重要的宗教場合一樣 國王和全體人民都為之歡欣鼓舞
2. 所發生的一切都歸功於神 神仍然關心 的子民
3. 重新啟用聖殿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從希西家第一年的第一天開始 就在不到三

週的時間裡 17節和20節 迅速地完成了所有工作
4. 猶大在道德上和靈命上在亞哈斯的統治之下 變得像北方王國
5. 現在神的烈怒已經轉離他的子民 參見第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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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西家登基為王 29:1-2
 ❖ 二十五歲登基 為王二十九年

 ◆ 訓勉利未人潔淨 29:3-11
 ❖ 猶大行惡事 惹神降怒
 ❖ 利未人要潔淨 除汙穢

 ◆ 利未人潔淨聖殿 29:12-19
 ❖ 前八天 潔淨庭院和殿廊
 ❖ 後八天 潔淨耶和華的殿

 ◆ 西希家啟用聖殿 29:20-36
 ❖ 獻贖罪祭 29:20-24
 ❖ 獻 祭 29:25-30
 ❖ 獻感謝祭 29:31-36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西希家
 ❖ 潔淨祭司和利未人
 ❖ 潔淨聖殿內外和聖殿的器皿
 ❖ 重新啟用聖殿和恢復一切敬拜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思考
 ❖ 我靈命成長和成聖的狀態如何
 ❖ 我有一個內外都潔淨的生活嗎
 ❖ 我有祈求神潔淨我的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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