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生命河靈糧堂裝備課程  『歷代志上下』                           劉梅蕾師母 

 

第八講南國猶大列王(三)亞哈斯—希底家 

經文：歷代志下 28-3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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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壓制 
 
1. 亞哈斯：輕看神的管教，代下 28章” 
    聖經評價：”亞哈斯登基的時候年二十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衛行耶 
    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卻行以色列諸王的道，又鑄造巴力的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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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邱壇 
    上、山崗上、各青翠樹下獻祭燒香。【代下 28:1~4】 
 
    神的刑罰：“神將他交在敵人手中：神藉著敵人的手來管教亞哈斯： 

a. 敗於亞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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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到大馬色去。」【代下 28:5】 

b. 二敗於以色列：「神又將他交在以色列王手裡，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殺戮。」 
c. 三敗於以東：「以東人又來攻擊猶大，擄掠子民。」 
d. 四敗於非利士：「非利士人也來侵佔高原和猶大南方的城邑。」 
e. 五受辱於亞述：亞哈斯差遣人帶著金銀財寶去見亞述王，求他幫助，「亞述王
提革拉毘尼色上來，卻沒有幫助他，反倒欺凌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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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9)” 
 

   亞哈斯越發犯罪：這亞哈斯王在急難的時候，越發得罪耶和華。【代下 28:22】 
a. 祭祀攻擊他的大馬色的神 
b. 封鎖聖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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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 28:24】 

“沒有葬在列王的墓地”【代下 28: 27】 
 
   先知：俄德（代下 28:9-11） 
               以賽亞（賽 7:10-14） 
               彌迦（彌 1:1） 



2. 希西家（代下 29-32） 
聖經評價：” 希西家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他母親名叫
亞比雅，是撒迦利雅的女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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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 29:1~2】 
 
所行正事： 
a. 重開聖殿的門：「元年正月，開了耶和華殿的門，重新修理。」（29:3） 

b. 潔淨聖殿：招聚祭司、利未人除去「污穢之物」, 花了 16天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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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下 29:5~10】 

c. 重行獻祭之禮： 
1) 贖罪祭：為國、為殿、為猶大人（代下 29:20-24） 
2) 燔祭、感恩祭（代下 29: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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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 29:25】 

          會眾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號的吹號，如此直到燔祭獻完了。【代下 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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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 29: 30】 
          這事辦的甚速，希西家和眾民都喜樂，是因神為眾民所預備的。【代下 29:36】 
d. 重守逾越節和獻祭之禮（代下 30-31:20） 

1) 傳信邀請猶大人和以色列人一起守逾越節…..（代下 30:1, 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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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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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 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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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亞設、瑪拿西、西布倫中也有人自卑，來到耶路 
         撒冷。【代下 30:10~11】 
2) 從但到別示巴 
3) 神饒恕百姓： 
“以法蓮、瑪拿西、以薩迦、西布倫有許多人尚未自潔，他們卻也吃踰越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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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垂聽希西家的禱告，就饒恕(原文作醫治)百姓。【代下 30:18~20】 
4)  盡都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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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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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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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下 30:25~27】 



 
e. 拆毀偶像訂獻祭之例（代下 31:1-21） 
聖經評價：希西家在猶大遍地這樣辦理，行耶和華─他 神眼中看為善為正為忠的
事。凡他所行的，無論是辦 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誡命，是尋求他的 神，都是

盡心去行，無不亨通。【代下 31:20~21】 
 
亞述危機：代下 32:1-23; 賽 36:1-37:38) 
希西家登基之後不久，北國就被亞述所滅亡（主前 722年），並繼續揮軍南下，圍
困耶路撒冷。亞述王西拿基立非常狂傲，以極端輕蔑的語氣，叫希西家立刻投降。 
 
希西家面對強敵： 
1. 力圖自強： 

a. 塞住城外水源 
b. 修築城牆 
c. 勉勵百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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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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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 32:7~8】 
 

2. 先知以賽亞傳來的神的話語(賽 37:30-32) 
“「希西家王和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因此禱告，向天呼求。」（32:20）他們
祈求神，神就拯救他們，消滅了亞述的軍隊，使「亞述王滿面含羞的回到本

國」（32:21）。 
 

希西家病危時祈求：代下 32:24-26; 賽 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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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西家卻 
    沒有照他所蒙的恩報答耶和華；因他心裡驕傲，所以忿怒要臨到他和猶大並耶路 
    撒冷。“【代下 32:24~25】 
 
希西家的唯有一事（代下：32:27-31; 賽 39:1-8） 
    “惟有一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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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 32:31】 
      “那時，巴比倫王巴拉但的兒子米羅達巴拉但聽見希西家病而痊愈，就送書信和 
        禮物給他。希西家喜歡見使者，就把自己寶庫的金子、銀子、香料、貴重的膏 
        油，和他武庫的一切軍器，並所有的財寶都給他們看；他家中和全國之內，希 
       西家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日子必到，凡你家裡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 
       到如今的，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 
       【賽 39:1~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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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王。【代下 32:33】 

 



 
3. 瑪拿西（代下 33:1-20） 

         聖經評價：“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趕出的外 
                                 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建築他父希西家所拆毀的邱壇，又為巴力築 
                                 壇，做木偶，且敬拜事奉天上的萬象，……….【代下 33:2~3】                                                     
         急難時求告神： 
             “所以耶和華使亞述王的將帥來攻擊他們，用鐃鉤鉤住瑪拿西，用銅鍊鎖住他，帶 
             到巴比倫去。他在急難的時候，就懇求耶和華─他的 神，且在他列祖的 神面前 
             極其自卑。他祈禱耶和華，耶和華就允准他的祈求，垂聽他的禱告，使他歸回耶 
             路撒冷，仍坐國位。瑪拿西這才知道惟獨耶和華是 神。”【代下 33:11~13】 
 
            “重修耶和華的祭壇，在壇上獻平安祭、感謝祭，吩咐猶大人事奉耶和華─以色列 
              的 神。他的禱告，與神怎樣應允他，他未自卑以前的罪愆過犯，並在何處建築 
              邱壇，設立亞舍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寫在何賽的書上。”【代下 33:16 19】 
 

4. 亞門（代下 33:21-25）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父瑪拿西所行的，祭祀事奉他父瑪拿西所雕刻 
           的偶像，不在耶和華面前像他父瑪拿西自卑。這亞們所犯的罪越犯越大。 
          【代下 33:22~23】 
 

5. 約西亞（代下 34:1-35:27） 
       聖經評價：“約西亞登基的時候年八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他行耶和華眼 

                         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所行的，不偏左右。“【代下 34:1~2】 

       所行正事： 

a. 尋求神：“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尋求他祖大衛的 神。【代下 34:3】 
b. 淨地，淨殿：“到了十二年才潔淨猶大和耶路撒冷，除掉邱壇、木偶、雕刻的
像，和鑄造的像。眾人在他面前拆毀巴力的壇，砍斷壇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

和雕刻的像，並鑄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墳上，將他們祭司的骸骨燒

在壇上，潔淨了猶大和耶路撒冷；“【代下 34:3~5】 

c. 修理聖殿：”約西亞王十八年，淨地淨殿之後，⋯⋯修理耶和華─他 神的殿。  
d. 發現律法書: 

            1)以這書上的話求問耶和華 

            2)心裡敬服，在神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 

            3)王就把殿裡所得的約書念給他們聽 

            4)在耶和華面前立約，要盡心盡性地順從耶和華，遵守他的誡命、法度、律例， 

               成就這書上所記的約言；【代下 34:30~31】 

e. 守逾越節 ：“自從先知撒母耳以來，在以色列中沒有守過這樣的踰越節，以色
列諸王也沒有守過，像約西亞、祭司、利未人、在那裡的猶大人，和以色列人，

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踰越節。【代下 35:18】  

 

 

 



• 死於埃及王尼哥的戰役：  （代下 35: 20-27）    
    “不聽從 神藉尼哥之口所說的話，便來到米吉多平原爭戰。弓箭手射中約西亞 

      王。王對他的臣僕說：我受了重傷，你拉我出陣罷！他的臣僕扶他下了戰車， 

      上了次車，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墳墓裡。猶大人和耶路 

      撒冷人都為他悲哀。【代下 35:23~24】 

 

6. 哈斯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三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個月。【代下 36:2】 
7. 約雅敬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行耶和華─他 神眼
中看為惡的事。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上來攻擊他，用銅鍊鎖著他，要將他帶到

巴比倫去。【代下 36:5~6】 

8. 約雅斤登基的時候年八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個月零十天，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惡的事。 

 

9. 西底家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一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行耶和華─他 神眼
中看為惡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華的話勸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代

下 36:11~12】以致南國猶大被擄 (代下 36:11-20)   

 

             第一次被擄於主前 605年約雅敬在位時－代下36:5-6; 王下 24:1-7; 

                實際人數不詳，但以理與三個朋友也在內 

             第二次被擄於主前 597年約雅斤王在位時－王下24:13-16 

                   約有一萬人；其中大能勇士七千；匠人一千；其餘是重首領與民眾 

             第三次被擄於主前 586年西底家王在位時－代下 36:11-20; 王下25:8-12  

                   除了那些稱為民中最窮的以外全數被擄，大約有數萬 

             巴比倫於主前 536 年亡於瑪代波斯, 波斯於主前 330 年亡於希臘   

    

• 南國五次宗教革新 
 1. 亞撒 (代下 15:8-16; 王上 15:11-13) 
 2. 約沙法(代下 17章) 
3. 烏西雅 (代下 26) 
4. 希西家(代下 29-32)      
5. 約西亞王的改革(代下 34-35:19) 
 

• 被擄的盼望 
“凡脫離刀劍的，迦勒底王都擄到巴比倫去，作他和他子孫的僕婢，直到波斯國興

起來。這就應驗耶和華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地享受安息；因為地土荒涼便守安

息，直滿了七十年。”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

使他下詔通告全國，說：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 神已將天下萬國賜
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

去，願耶和華─他的 神與他同在。【代下 36: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