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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十章介紹了希西家在重啟聖殿
後 西希家要慶祝逾越節的動機

 ❖ 正是應該守逾越節的節期
 ❖ 逾越節與西希家就職同時
 ❖ 守逾越節是避免神的憤怒 是尋
求神的新的開始 第8節

 ◆ 第二十九章和第三十章屬於同一
章 兩者的結構相似

 ❖ 敬拜 1-12節 29 3-11
 ❖ 訓勉 6-9節 29 5-11
 ❖ 潔淨 第14節  29 12-19

 ◆ 將逾越節與啟用聖殿聯繫起來

 ◆ 慶祝逾越節的會眾有
 ❖ 北部支派的族人
 ❖ 到耶路撒冷聖殿

 ◆ 南北之間有統一的可能性
 ❖ 這是前半部的主題 第1 13節
 ❖ 後半部的顯示 第25節

 ◆ 西希家的邀請信 第6 9節
 ❖ 以歷代志下7:14為範本
 ❖ 呼籲以色列人要

 ♦ 轉向神 歸順神
 ♦ 神有恩典 施憐憫 第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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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 西 家 差 遣 人 去 見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眾
人 又寫信給以法蓮和瑪拿西人 叫他
們到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 向耶和華以
色列的神守逾越節 2因為王和眾首領
並耶路撒冷全會眾已經商議 要在二月
內守逾越節 3正月間他們不能守 因
為自潔的祭司尚不敷用 百姓也沒有聚
集在耶路撒冷 4王與全會眾都以這事
為善 5於是定了命令 傳遍以色列
從別是巴直到但 使他們都來 在耶路
撒冷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守逾越節 因
為照所寫的例守這節的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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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屠⺗礣蓑↛⚜屬⇆啓⓸❭絀Ⰸ䨟↛褕⚩⻌⋂假⇆㾶自❭䝋㗠屠↛褕⛌↷⋲┑翂
惐穞疂翂❭膫䥥㺠褕⛲翂❭膫⇆啓⓸䥥䰿蒭恫亡珯

1. 這節經文是一個總結性的陳述
2. 介紹了口頭和信涵邀請北方的部落 參見以斯帖記1 22

1) 這裡的 以色列 一詞是指北部領土
2) 表明亞述帝國在這些地區的勢力衰微 否則 可以被視為叛逆的行為
3) 希西家將這機會視為實現神子民統一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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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䎛䙬❭䨟汷蚘ℇ翂惐穞疂畷㧤䨟ビ側瘁幑褕茒⨉Ⅽ㧩⑈蒭恫亡珯

1. 逾越節在二月是不尋常的 出埃及記12 2 利未記23 5 民數記9 9-11
2. 但並非沒有先例 第3節給出了兩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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糃蕈蛬⃤㣆珯猺┊㨋峹������猻

�翂❭膫⻮穕屠嶋獌��ׅ≁㦪巎⇆啓⓸↛嶋獌≁⋲❭≁⋲祱⇄ℎ褕嗆竑↛⧁箻磊勭
⃮籥䃉褕㓷⨉蓎㢚嬭惐褕蓰茒⛲翂❭膫蒭恫亡珯��↷⋲茒⨉Ⅽ㧩☢⦼㣆襄㣰䥥
窸⋺蒭恫亡褕茒䠉糃蕈蛬脠嗇嚽❭蒭恫亡䥥剫創⛭⛤珯猺㻲窛峹������猻



6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㹄㧩桴↷⋲⃮聚褕⧁䎛哋籥䥥䱎⛙⃮㡘䠉褕䥟眷⅀㽳竑翚榧⨉翂惐穞疂珯�

䙬脠畷㧤䨟揞⇆蒋Ⅼ䎛瘊褕

1. 逾越節延遲一個月的原因
1) 是沒有足夠潔淨的祭司 參29:34
2) 人民沒有在耶路撒冷集會

2. 允許在二月守逾越節的律法適用於那些因與屍體接觸而變得不潔或正在旅途中
的人 民數記9 9-12  

3. 這些針對個人的例外情況在這裡被推導出為適用於整個國家的原則
4. 自耶羅波安一世 列王記上12 32-33 擾亂了宗教曆法以來 北部王國也可能

落後了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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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告書從別士巴傳到但城 就是全以色列的地 歷代志上21 2
2. 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耶和華是南北方的全民以色列的神
3. 照所寫的例守這節的不多了

1) 可能意味著 按規定群眾 即朝聖節 參申命記16 5-8
2) 也許這意味著這是自所羅門時代以來第一次守逾越節



8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6驛卒就把王和眾首領的信遵著王命傳遍以色列和猶大 信內說 以色列人哪
你們當轉向耶和華亞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神 好叫他轉向你們這脫離亞述王
手的餘民 7你們不要效法你們列祖和你們的弟兄 他們干犯耶和華他們列祖的
神 以致耶和華丟棄他們 使他們敗亡 正如你們所見的 8現在不要像你們列祖
硬著頸項 只要歸順耶和華 進入他的聖所 就是永遠成聖的居所 又要侍奉耶
和華你們的神 好使他的烈怒轉離你們 9你們若轉向耶和華 你們的弟兄和兒
女必在擄掠他們的人面前蒙憐恤 得以歸回這地 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有恩典
施憐憫 你們若轉向他 他必不轉臉不顧你們 10驛卒就由這城跑到那城 傳
遍了以法蓮 瑪拿西 直到西布倫 那裡的人卻戲笑他們 譏誚他們 11然而亞
設 瑪拿西 西布倫中也有人自卑 來到耶路撒冷 12神也感動猶大人 使他們
一心遵行王與眾首領憑耶和華之言所發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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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西家重複歷代志下7 14的用詞
1) 轉向 第6 9節
2) 自卑 第11節
3) 禱告 第18節
4) 尋求 第19節
5) 垂聽 赦免 第20節

2. 除了針對北國以色列 也適用於猶大
1) 猶大也受到懲罰 第7節 2 經歷了神的烈怒 第8節
3) 被外邦人俘虜了 第9節 4 從亞述王手中逃脫 第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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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㕫䙬❭䨟汷蚘䥥⋂蓡臂䙬❞⎔蒼⇆啓⓸❭絀Ⰸ褕⋂⑈嶋獌ׅ⇆啓⓸↛⟋褕
≁⋲䡗截⛲翂❭膫ⅿ∐㖪羀珮⇆穞珮⇆啓⓸䥥䰿褕盪⛌↷截⛲≁⋲蒋聼虘ⅿ葧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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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餘民 這個稱號傳達出那些剛剛經歷了逃生的人們的恐懼感 和一種對神拯
救了他們的感恩之情

2. 回歸後猶大的讀者們應該很容易地與那些首先慶祝逾越節的從埃及逃出者有相
同的感受

�ロ屠⺗䙬不⦼ㅕ褕⼒㤐⇆啓⓸䙬⇆㖪䥥⸱∶們ⅿ不⃤ㅕ褕ⅿ葧䙬穞罟⇆啓⃫≧
⧮⧑穞沍┊ⅿ珯��蒽Ⅷ⃪ㅕ褕⼒㠜痏Ⅷ⪯珯ロ屠⺗不ㅕ褕⇆啓⓸䙬∶們ⅿ不ℾ
ㅕ褕穞沍┊ⅿ完㠜痏Ⅷ珯��ⅿ葧䙬⻨⇆啓⓸↛穬┑ⅿ葧褕㕫↷⋲碨剏⨉➩脕脠㸭
窗䥥➩☻㾔蓶ℇ䝋⇄↛䥥⪯捲獍猺⓸䙬峹⃬�������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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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西家根據先前離棄神明顯的後果勸誡人民
2. 他的信息與撒迦利亞在撒迦利亞書1 2-6中的開場白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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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色列有一個 硬頸 的悠久歷史 參見出埃及記32 9 34 9 申命記9 6
31 27 列王記下17 14 也就是沒有歸向神

2. 總會有一些人 順服 神 並抓住神伸出的憐憫和寬恕之手
3. 如果人們 轉向 神 神也就會 轉向 人們 被亞述人驅散的人也可以 歸

回 他們的家園
4. 有時人們出於絕望而拒絕悔改 但希西家提醒 轉向 神永遠不會太晚
5. 如果人們拒絕悔改 他們列祖所受的懲罰也會降臨到他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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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體而言 儘管有例外 北部人民沒有接待特使  
2. 在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獨立之後

1) 返回耶路撒冷是需要更多謙卑的心
2) 這是大多數的北方人無法接受的
3) 戲笑 和 譏誚 表現驕傲的態度 申命記28 37 詩篇69 123

3. 自卑 的以色列人和被 感動 的猶大人都是神運作的結果
4. 結果是很多年已經不存在的屬靈的合一 比照歷代志上1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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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二月 有許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 成為大會 要守除酵節 14他們起來 把耶
路撒冷的祭壇和燒香的壇盡都除去 拋在汲淪溪中 15二月十四日 宰了逾越節
的羊羔 祭司與利未人覺得慚愧 就潔淨自己 把 祭奉到耶和華殿中 16遵著
神人摩西的律法 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 祭司從利未人手裡接過血來 灑在壇
上 17會中有許多人尚未自潔 所以利未人為一切不潔之人宰逾越節的羊羔 使
他們在耶和華面前成為聖潔 18 19以法蓮 瑪拿西 以薩迦 西布倫有許多人尚
未自潔 他們卻也吃逾越節的羊羔 不合所記錄的定例 希西家為他們禱告說

凡專心尋求神 就是耶和華他列祖之神的 雖不照著聖所潔淨之禮自潔 求至
善的耶和華也饒恕他 20耶和華垂聽希西家的禱告 就饒恕百姓 21在耶路撒
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樂 守除酵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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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樂 守除酵節七日 利未人和祭司用響亮的樂器
日日頌讚耶和華 22希西家慰勞一切善於侍奉耶和華的利未人 於是眾人吃節筵
七日 又獻平安祭 且向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認罪 23全會眾商議 要再守節七
日 於是歡歡喜喜地又守節七日 24猶大王希西家賜給會眾公牛一千隻 羊七千
隻為祭物 眾首領也賜給會眾公牛一千隻 羊一萬隻 並有許多的祭司潔淨自
己 25猶大全會眾 祭司 利未人 並那從以色列地來的會眾和寄居的人 以及
猶大寄居的人 盡都喜樂 26這樣 在耶路撒冷大有喜樂 自從以色列王大衛兒
子所羅門的時候 在耶路撒冷沒有這樣的喜樂 27那時祭司利未人起來為民祝
福 他們的聲音蒙神垂聽 他們的禱告達到天上的聖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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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Ⅽ㧩褕竑崒⯻↛⨉翂惐穞疂翚榧褕㓱䎛Ⰸ㧤褕茒楅蕈亡珯

1. 提到了 逾越節 15 17-18節 也提到了 除酵節 13 21節
2. 兩個節日是連結的 所以可以相互使用其中一個
3. 此處的改名可能反映了作者使用不同的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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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菈≧褕㕫翂惐穞疂䥥䱎⮨❭䒳決䥥⮨䧂揞楅⚜褕㖬⨉篟䃋䆋ℎ珯

1. 希西家進行的改革 需要拆除
1) 亞哈斯在耶路撒冷建立的祭壇 28 24
2) 以及在高處燒香的壇 28 4 25 14 5

2. 利未人把拆除的都扔進汲淪谷 15 16 29 16 列王記下23 4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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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Ⅽ㧩☢⦼㣆褕⺑Ⅷ蒭恫亡䥥剫創珯䱎⛙脠┊㨋↛岛㉸㐻禯褕⼒籥䃉哋ヒ褕㕫䒵
䱎Ⱚ┑翂❭膫㺠ℎ珯

1. 在拆除異教的祭壇之後 在耶路撒冷擁有很多朝聖的人
2. 他們的熱心使祭司和利未人在神的面前感到懺愧

1) 因為他們有很長的時間沒有慶祝逾越節
2) 因為他們不潔淨和沒有準備 造成逾越節延遲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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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蓡臂䰿↛穕屠䥥㉬㾶褕䑈≬䶺⨉哋ヒ䥥⨑㢚褕䱎⛙㉿┊㨋↛㔬寂稦蒽嬡≧褕粦
⨉⮨⃫珯��㧤ℎ竑崒⯻↛㨋哋籥褕㔡⇆┊㨋↛䎛⃡ⓨ⃮籥ℬ↛⺑蒭恫亡䥥剫
創褕≠↷⋲⨉翂❭膫橃┮㓱䎛翗籥珯

1. 敘述人們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2. 朝聖者會宰殺要獻逾越節的羊羔 然後將血交給祭司獻祭 申命記16 5-6
3. 由於許多人不潔 所以利未人必須為他們宰殺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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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㾶自珮䝋㗠屠珮⇆舡葞珮屠ヤ⌌竑崒⯻↛㨋哋籥褕↷⋲♜⅀⛤蒭恫亡䥥剫
創褕⃮⛩㔡峹藃䥥≬珯ロ屠⺗䎛↷⋲䲒✫嶋獌ׅⓂ⻩㊤碾㼣䰿褕⼒㤐翂❭膫↷
⓸䰷ℬ䰿䥥褕榷⃮䑈臂翗㔡籥䃉ℬ䲏哋籥褕㼣哔瘊䥥翂❭膫⅀蜳禓↷珯׆��翂❭
膫發翶ロ屠⺗䥥䲒✫褕⼒蜳禓䥟眷珯

1. 來自以法蓮 瑪拿西 以撒迦 和西布倫的大多數人由於無知或沒時間潔淨
2. 儘管神的律法具有約束力 但在特殊情況下也有一定的靈活性
3. 希西家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特別的祈禱 要求神赦免所有心意尋求神的人 即使

他們沒有按照聖所的禮節潔淨自己
4. 根據歷代志的記載 祈禱有效的克服了純粹的教條似的禮儀
5. 所關注的不是宗教禮儀及其人員 也不是一種純粹的外在的宗教儀式 而是注

重於 專心尋求神 的人心
6. 神垂聽希西家的禱告 按照所羅門在7:14中的祈禱 應許了希西家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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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翂惐穞疂䥥⇆啓⓸↛ⰈⰈ⡽㳣褕楅蕈亡⃤㣆褕┊㨋↛❭䱎⛙䠉櫠瓵䥥㳣⥉
㣆㣆櫭幻翂❭膫珯

1. 這節經文總結了節慶的過程 但集中在 除酵節 上
2. 慶祝歌唱的七天意味著 當一個人回到神身邊時 他們的敬拜就是一種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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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屠⺗㑑▿⃡ⓨ瘊㢝甎Ⱚ翂❭膫䥥┊㨋↛珯㢝㤐䨟↛⛤亡乖⃤㣆褕⚩䙜ㅔ碨
䱎褕⛲翂❭膫↷⋲⓸䰷䥥䰿荙羄珯

1. 利未人繼續了節日七天 並在侍奉耶和華方面表現出色 希西家為此讚揚了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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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畷㧤䨟瘁幑褕茒⑮亡⃤㣆褕㢝㤐箶箶⡽⡽⨑⚩亡⃤㣆珯

1. 延長節日的決定實際上是一致和自發的
2. 在所羅門時代 聖殿最初奉獻的活動也是一個延長的節日 7 8-9
3. 進一步說明在主要的活動場合以色列人表現出來的喜樂 歷代志上29 22 歷

代志下7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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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絀Ⰸ䙬ロ屠⺗徽假㧤䨟䔼⃡☤榜珮剫⃤☤榜䎛䱎䕊褕䨟汷蚘⅀徽假㧤䨟䔼
⃡☤榜珮剫⃡膸榜褕ℇ竑崒⯻䥥䱎⛙籥䃉哋ヒ珯

1. 加人數眾多的節日需要大量食物 7 5
2. 更多的祭司潔淨了自己 這舉動改變了最初獻祭時人手不足的情況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絀Ⰸ畷㧤䨟珮䱎⛙珮┊㨋↛褕ℇ掄㉿⇆啓⓸⨑≧䥥㧤䨟❭⺥⼦䥥↛褕⇆痌絀Ⰸ
⺥⼦䥥↛褕䧂揞⡽㳣珯��蒋㴄褕⨉翂惐穞疂Ⰸ竑⡽㳣褕哋㉿⇆啓⓸䙬Ⰸ嬼⸱㔡
剦桡䥥窸⋺褕⨉翂惐穞疂㽳竑蒋㴄䥥⡽㳣珯

1. 第25節進一步描述整個大會朝聖人的心情
2. 值得一提的是 那些接受以色列信仰的非以色列居民的外邦人也分享了逾越節

出埃及記12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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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掄窸䱎⛙┊㨋↛菈≧䎛㻲䰾䱰褕↷⋲䥥卓櫔坺䰿發翶褕↷⋲䥥䲒✫蓃┑Ⰺ⃫䥥
翗㔡珯

1. 祭司和利未人 或 祭司利未人 此短語出現在
1) 祭司利未人 申命記17 9
2) 利未支派的祭司 歷代志下23 18 新譯本
3) 歷代志的作者使用申命記的用語

2. 祭司們的祝福可以追溯到民數記6 22-27
3. 所羅門在6 19-40節中祈求神的回應 而神保證 會聽到 7 12
4. 大衛集眾宣告建聖殿 歷代志上28 8 時神也被描述 會聽到人們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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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議全民守逾越節 30:1-5
 ❖ 計劃慶祝逾越節的活動
 ❖ 延後一個月在二月舉行

 ◆ 邀請全民守逾越節 30:6-12
 ❖ 要轉向耶和華
 ❖ 要歸順耶和華
 ❖ 耶和華的怒氣才會轉離

 ◆ 聚集全民守逾越節 30:13-27
 ❖ 二月十四日開始守逾越節
 ❖ 按照摩西的律法守逾越節
 ❖ 在耶路撒冷有大喜樂
 ❖ 祭司的祝福蒙神垂聽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延後是因潔淨的祭司不敷用
 ❖ 全民認罪 潔淨 轉向歸順神
 ❖ 神有恩典 施憐憫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思考
 ❖ 我有沒有準備好隨時被神使用
 ❖ 我犯罪時 認罪嗎 轉向神嗎
 ❖ 我有常感謝神的恩典和憐憫嗎

�D⧁䎛翂❭膫≁⋲䥥䰿竑㍊褕㢞㑱
㒌珯≁⋲嗆截⛲↷褕↷㊦⃮截脈⃮蚤≁
⋲珯׆猺㹘⇄㊸⃬����D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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