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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西家恢復敬拜 第29-31章 形成
了希西家與亞述的西拿基立對抗的
背景 1-23節

 ◆ 歷代志所描述的並不是普通的軍事
鬥爭 亞述人和以色列軍隊都沒有
在實戰中發揮任何作用  

 ❖ 希西家的講話 6b-8節
 ❖ 亞述官員的威脅 9-19節
 ❖ 希西家和先知的祈禱 20節
 ❖ 然後戰事才發生 第21節

 ◆ 關鍵問題是耶和華能不能和會不會
拯救 的人民

 ◆ 亞述人挑戰任何神靈
 ❖ 顯示亞述軍隊的優勢
 ❖ 認定耶和華與人造的神一樣

 ◆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 聽到希西家的祈求
 ❖ 拯救了猶大的人民
 ❖ 是真正執政掌權者

 ◆ 希西家處理危機的態度和方法
 ❖ 力圖自強 鞏固國防與民心
 ❖ 鼓勵軍民要剛強壯膽 依靠神
 ❖ 向神禱告 向天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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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虔誠的事以後 亞述王西拿基立來侵入猶大 圍困一切堅固城 想要攻破占
據 2希西家見西拿基立來 定意要攻打耶路撒冷 3就與首領和勇士商議 塞住
城外的泉源 他們就都幫助他 4於是有許多人聚集 塞了一切泉源並通流國中的
小河 說 亞述王來 為何讓他得著許多水呢 5希西家力圖自強 就修築所
有拆毀的城牆 高與城樓相齊 在城外又築一城 堅固大衛城的米羅 製造了許
多軍器 盾牌 6設立軍長管理百姓 將他們招聚在城門的寬闊處 用話勉勵他們
說 7 你們當剛強壯膽 不要因亞述王和跟隨他的大軍恐懼 驚慌 因為與我們
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大 8與他們同在的是肉臂 與我們同在的是耶和華我
們的神 他必幫助我們 為我們爭戰 百姓就靠猶大王希西家的話 安然無懼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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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王記的記載在 希西家王十四年 時西拿基立入侵猶大 列王記下18:13
2. 歷代志關注於神學 要顯示在希西家的改革 這虔誠的事以後 亞述的入侵和

神的救助 而不在意具體的時間順序如何 31:20
3. 這虔誠的事以後

1) 指希西家的聖殿改革 第29-31章 其特徵是 忠誠行為
2) 讓人注意是亞述王西拿基立 Sennacherib 的入侵
3) 亞撒時代古實王謝拉的入侵 因亞撒對神的信任導致了勝利 14 9-15
4) 神不保證忠於神的人不會遭受考驗 但神不會離棄忠於神的人
5) 希西家忠心的行動之後 得到的是神的幫助和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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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列王記下18章和19章和以賽亞書36章和37章的記載比較 歷代志記載的信息
簡化很多沒有提及
1) 耶路撒冷被圍困
2) 希西家獻貢品
3) 和亞述王西拿基立佔領猶大許多的城鎮

5. 根據西拿基立的史冊記載
1) 他征服了四十六個猶大人的城市
2) 西拿基立 認為 他會佔領耶路撒冷 但他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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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西家做些防禦性的準備
1) 不是他對神不信任 而是他做的應該是神啟示的智慧
2) 在面對危險的任何時候 向神祈禱 是明智的選擇

2. 希西家防禦工程之一
1) 塞住城外的泉源
2) 封鎖城市外面的泉水 因為充足的水供應使入侵者的工作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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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沒有指出 泉源 的確切地點
1) 希西家的隧道 從基訓泉將水帶入城市 列王記下20 20 這可能是第

30節提到的渠道
2) 但是有一個較早的系統 它從基訓泉在城市的南部 它的一部分是一條明

渠 一部分是用出口開鑿的 將水帶入汲淪谷進行灌溉  
3) 也許 西羅亞緩流的的水 以賽亞書8 6 可以代表這個系統  
4) 另一個水源是城市南部的隱羅結
5) 耶路撒冷供水的確切性質尚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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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西家的防禦工程有
1) 阻斷供給亞述軍隊的水源
2) 修築和加高毀壞的城牆
3) 建築和堅固大衛城
4) 製造許多軍器和盾牌 重組了軍隊和提供武器
5) 設立軍事管理百姓的系統

2. 堅固大衛城的米羅
1) 大衛和所羅門曾經做過的 支撐平台
2) 米羅 擴大了耶路撒冷在汲淪谷上方的東坡的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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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西家任命軍官管理人民應徵入伍的軍隊 將部隊集結在城門前的廣場上
2. 希西家在類似戰鬥前典型的訓勉 20 15-17 參13 4-12

1) 向耶路撒冷捍衛者的講話
2) 演講由舊約中的短語和概念組成 如約書亞記10:25 申命記31 6

3. 在這篇演講中
1) 沒有提到埃及的幫助 見列王記下18 20 25
2) 敦促人民在耶和華裡要 剛強壯膽 勇敢地捍衛國土
3) 耶和華是抵抗亞述強大勢力的真正 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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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此後 亞述王西拿基立和他的全軍攻打拉吉 就差遣臣僕到耶路撒冷見猶大王
希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猶大人 說 10 亞述王西拿基立如此說 你們倚靠
什麼還在耶路撒冷受困呢 11希西家對你們說 耶和華我們的神必救我們脫離
亞述王的手 這不是誘惑你們 使你們受飢渴而死嗎 12這希西家豈不是廢去
耶和華的丘壇和祭壇 吩咐猶大與耶路撒冷的人說 你們當在一個壇前敬拜 在
其上燒香 嗎 13我與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 你們豈不知道嗎 列邦的神何嘗能
救自己的國脫離我手呢 14我列祖所滅的國那些神中 誰能救自己的民脫離我手
呢 難道你們的神能救你們脫離我手嗎 15所以 你們不要叫希西家這樣欺哄誘
惑你們 也不要信他 因為沒有一國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脫離我手和我列祖的
手 何況你們的神 更不能救你們脫離我的手 16西拿基立的臣僕還有別的話
毀謗耶和華神和他僕人希西家 17西拿基立也寫信毀謗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
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脫離我手 希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脫離我手了
18亞述王的臣僕用猶大言語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大聲呼叫 要驚嚇他們 擾亂

他們 以便取城 19他們論耶路撒冷的神 如同論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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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拿基立的策略是保護沿海公路不受
埃及的入侵 列王記下19 8

2. 拉奇 Lachish 是耶路撒冷的西南
部 這是一個重要據點

3. 在西拿基立圍攻拉奇的過程中 他派
遣使者前往耶路撒冷進行心理戰 恐
嚇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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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拿基立傳達的信息是相信人的力量 而不是相信神無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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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脫離我手 第11 13 14 15節
1) 根據列王記下18 30 32 35 不斷重複出現
2) 直接挑戰猶大人民對耶和華的信心 第10節
3) 西拿基立的目的是要破壞以色列信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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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亞述人的主要論點
1) 希西家已經毀了耶和華的許多祭壇 造成耶和華的不悅 11-12節
2) 亞述列祖戰勝 列邦的神 第13 14 15節
3) 列邦也沒有脫離亞述王的手 第13 14 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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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拿基立的宣傳都是為了威嚇希西家和耶路撒冷人民
2. 認為希西家的神與其他國家無能為力的神一樣
3. 耶路撒冷的軍民心中可能有的問題

1) 耶和華會不會在他們需要的時候拯救 的子民
2) 耶和華會不會像亞述先前擊敗對手的神靈一樣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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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列王記下18 28的記載 是西拿基立的官員拉伯沙基企圖恐嚇猶大人民
2. 用 猶大言語 而不是使用亞蘭言語的國際語言 目的是

1) 驚嚇他們
2) 擾亂他們
3) 以便取城

3. 恐嚇者不了解真正的神與人造的神之間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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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希西家王和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因此禱告 向天呼求 21耶和華就差遣一
個使者進入亞述王營中 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長 將帥盡都滅了 亞述王滿
面含羞地回到本國 進了他神的廟中 有他親生的兒子在那裡用刀殺了他 22這
樣 耶和華救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脫離亞述王西拿基立的手 也脫離一切仇
敵的手 又賜他們四境平安 23有許多人到耶路撒冷 將供物獻於耶和華 又將
寶物送給猶大王希西家 此後希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為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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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西家和先知以賽亞應對人的威脅向神祈禱  
2. 列王記的記載他們祈禱的內容 列王記下19 2-4 14-15  
3. 希西家和以賽亞遵循歷代志下7 14的建議

1) 為陷入困境神的子民祈禱
2) 尋求神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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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隨後神進行了神聖的干預 證明了希西家和以賽亞的信仰  
2. 耶和華派遣一位天使 殲滅了所有戰鬥人員以及亞述王營地的首領和軍官  
3. 丟臉的西拿基立帶著戰敗的恥辱 回到亞述 Assyria
4. 在 他神的廟中 被他兒子殺死
5. 神將自己的子民從西拿基立拯救出來 是對聖殿所羅門祈禱所作出的應許的兌

現 歷代志下6 28-31 7 13-15



20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蒋㴄褕翂❭膫㠲ロ屠⺗❭翂惐穞疂䥥⼦㻲聼虘ⅿ葧䙬屠㗠⫛䶬䥥㔬褕⅀聼虘⃡
ⓨ↨㡖䥥㔬褕⚩徽↷⋲⦼⭤ㅔ碨珯��竑崒⯻↛┑翂惐穞疂褕⻨≼䕊䙜㢝翂❭膫褕
⚩⻨⻗䕊葶假絀Ⰸ䙬ロ屠⺗珯箷祱ロ屠⺗⨉⓸蓽↛䥥䨝ℎ䧬䎛碽Ⰸ珯

1. 這兩節經文證明神祝福忠心的君王
2. 許多人像耶和華獻祭 也向希西家獻上了寶貴的禮物
3. 神祝福他的最後一個跡像是 萬國都高度尊重希西家
4. 這是全國得到神拯救的另一個例子 也得到神對忠心的獎勵 如亞撒 14 1

5-7 和約沙法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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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那時希西家病得要死 就禱告耶和華 耶和華應允他 賜他一個兆頭 25希西
家卻沒有照他所蒙的恩報答耶和華 因他心裡驕傲 所以憤怒要臨到他和猶大並
耶路撒冷 26但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覺得心裡驕傲 就一同自卑 以致耶和
華的憤怒在希西家的日子沒有臨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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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拿基立入侵耶路撒冷後不久 希西家就病了
2. 歷代志簡短提到希西家的病情 列王記下20 1-11說明希西家痊癒的兆頭
3. 歷代志將希西家患病和巴比倫特使的訪問中的兩個獨立事件聯繫在一起
4. 神治癒希西家的病 卻成為他驕傲的時刻  
5. 當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公民因自己的驕傲而謙卑時 在希西家的時日裡 神的

怒氣並沒有降在百姓身上  
6. 悔改通常是大衛的真誠舉動 撒母耳記下12 13 詩篇5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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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希西家大有尊榮 資財 建造府庫 收藏金銀 寶石 香料 盾牌和各樣的寶
器 28又建造倉房 收藏五穀 新酒和油 又為各類牲畜蓋棚立圈 29並且建立
城邑 還有許多的羊群牛群 因為神賜他極多的財產 30這希西家也塞住基訓的
上源 引水直下 流在大衛城的西邊 希西家所行的事盡都亨通 31唯有一件
事 就是巴比倫王差遣使者來見希西家 訪問國中所現的奇事 這件事神離開
他 要試驗他 好知道他心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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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的寬恕為希西家和百姓帶來了祝福
2. 為了與所羅門相提並論 歷代志詳細介紹了希西家的財富
3. 神對希西家祝福的證據

1) 建造倉房 收藏五穀 新酒和油
2) 為各類牲畜蓋棚立圈
3) 建立城邑
4) 有許多的羊群牛群
5) 賜他極多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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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些是希西家向巴比倫的使節展示的
財寶 列王記下20 13

5. 提到的可能是 希西家的隧道 參
列王記下20 20
1) 這工程證明了神的祝福
2) 隧道壁上有個著名的西羅亞池銘

文可能是在完工時刻的
3) 希西家的隧道長 175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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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結了第27-30a節   與巴比倫特使的事件形成了鮮明對比
2. 儘管在第25-26節中提到希西家驕傲的問題 現在對它做進一步的解釋
3. 神離開希西家意味著神的審判 就像被神放棄和拋棄 參見歷代志下12 5 15

2; 24:20 第25節中提到了神的憤怒 這證實了這一點
4. 神 要試驗他 好知道他心內如何

1) 暗示這一審判的公開程度
2) 神想知道希西家內心的一切
3) 神提供一個希西家可以衷心悔改的機會
4) 神目的也是要希西家與巴比倫人 訪問國中所現的奇事 的好奇心區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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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希西家其餘的事和他的善行 都寫在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的默示書上和猶
大 以色列的諸王記上 33希西家與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衛子孫的高陵上 他死
的時候 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 他兒子瑪拿西接續他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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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32-33節是國王統治時期的典型結論  
2. 以賽亞的默示在以賽亞書中有大量關於希西家和其他君王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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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西家和他的祖先同葬在大衛後裔的山上  
2. 它可能是皇家陵墓地區的地形特徵 例如兩層墳墓的 上部 或 上層 甚至是

質量的 更好 或 更精細 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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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述王入侵猶大 32:1-23
 ❖ 希西家力圖自強 32:1-8
 ❖ 亞述王渺視耶和華 32:9-19
 ❖ 耶和華擊滅亞述王 32:20-23

 ◆ 耶和華憐憫希西家 32:24-26
 ❖ 賜奇蹟 治好希西家的病
 ❖ 饒恕希西家的驕傲 因他自卑

 ◆ 耶和華祝福希西家 32:27-31
 ❖ 希西家行事都亨通
 ❖ 巴比倫特使來訪要見奇蹟
 ❖ 耶和華離開希西家

 ◆ 希西家壽終正寢 32:32-33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希西家
 ❖ 亞述 力圖自強 依靠神
 ❖ 重病 祈求神 得醫治
 ❖ 驕傲 自卑 但沒完全悔改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思考
 ❖ 我是如何處理危機和困境
 ❖ 我 力圖自強 時是依靠神話語
中的智慧呢 還是人的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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