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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查经聚会之十五 
      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祷告: 为小组聚会 
 
背景(主题綱领)簡介: (组长分享): 15-20 min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王下 19:1-37   
 

分组时间: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别討論 1, 2或 3, 4, 5, 6, 7, 8，etc大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

參考, *自由犮揮)？ 
 
经文讨论: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王下 19:1-37（赛 37:1-38）刚要：蔡哲民等《查經資料》 

 

“希西家王聽見，差人去見以賽亞，求他為這餘剩的犹大民禱告，又要臣僕去見以賽亞. 以

賽亞預言神要使亞述王回去本地，並被殺.(19:1-8)  

 

希西家王遭遇的第二個危機：亞述王西拿基立寫信招降希西家. (19:9-19:37, 代下 32:17-

22; 賽 37:9-38) 

 

亞述王聽見消息說古實王特哈加會出來攻擊亞述，就派遣第二批使者去見希西家，要希西家

投降. (19:9-13)  

           

希西家到聖殿向神展開亞述王的書信，禱告求神救他們脫離亞述王的手.(19:14-19)  

           

以賽亞將神的回應帶給希西家，說明亞述王將會退兵，無法到耶路撒冷攻城.  (19:20-34)  

 

亞述營一夜死了十八萬五千人，亞述王退兵回尼尼微，被兒子所殺.  (19:35-37)”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9&sec=1-8&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4%BB%A3%E4%B8%8B&chap=32&sec=17-22&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4%BB%A3%E4%B8%8B&chap=32&sec=17-22&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B3%BD&chap=37&sec=9-38&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9&sec=9-13&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9&sec=14-19&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9&sec=20-34&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9&sec=35-37&m=


列王记下查经资料 趙任君, 潘柏滔 2019 

    

2 
 

亞述王西拿基立在希西家年代征服拉吉的历史引证： 

http://etc.ancient.eu/photos/siege-lachish-reliefs-british-museum/ 

 

 

Q1. O I.A. 希西家如何回应亞述將領威逼利誘猶大人民投降（1-4）？反应他与神有什么的

关系? 对今天国家与教会领袖有何启发?  

 

1. 切切地求神解救困境：希西家王谦卑哀慟撕裂衣服，披上麻布(創 37:34; 撒下 3:31; 代

上 21:16; 斯 4:1; 伯 16:15; 賽 15:3; 但 9:4; 拿 3:8; 太 11:21; 啟 11:3)，進了耶和華的

殿.  

 

2. 求问神的仆人：差使者去見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 在希西家王时代以賽亞已作先知多

年（賽 1:1） 

 

3. 觉得自己完全无力带领犹大应付大敌: 希西家說:“今日是急難, 責罰, 淩辱的日子，就

如婦人將要生產嬰孩，卻沒有力量生產”. 

 

4. 深信先知的代祷: 深信耶和華你(先知)的神聽見拉伯沙基的辱駡永生神的話就發斥責. 求

先知為餘剩的民揚聲禱告.（出 32:31-32；民 14:13-19；撒上 7:8-9） 

 

今天国家与教会领袖有没有在国难时尋求神的拯救？教会领袖有没有獲得国家领袖的信任？ 

 

 

Q2. O.I.A. 对比希西家和他父親亞哈斯和北国的约兰對強敵犯境的反應. 參 6:30-31; 16

章; 賽 7:4-17; 37:1-2. 為什麽他們有這樣的分別？他們給予你什麽榜樣？ 

 

亞哈斯：被亞兰王利讯联合北国王比加合攻.  

 

亞兰王利讯联合北国王比加合攻南王,(参 15:37, 代下 28, 赛 7:1-16）郤不能胜,只收回某些

失地. 亞哈斯求救于亚述王提革拉比列色，把圣殿中国庫中金艮奉送给亚述王，亚述王同意

攻亚兰首都大马色，杀利汛，並掳其民.  

 

“亞哈斯前往亞蘭的首都大馬色,從那裡引進當地的偶像,並走向罪惡之深淵的過程: 

 

①他叫人仿照大馬色的壇,在耶路撒冷聖殿內建築一座壇(10,11節). 當時亞蘭已被亞述所滅,

然而亞哈斯卻做出了為亞蘭的神建造祭壇的愚蠢的舉動. 亞蘭人的神並沒有從亞述的侵略中

保護他們,而亞哈斯卻引入他們的神作守護神,其信仰狀態暫且不談,從常理來講也不能不說是

愚蠢到了極點.   

 

②他在那裡獻祭(12節). 在神的殿裡進行神所憎恨的偶像敬拜, 這就意味著神的審判已臨近

(太 24:15).  

http://etc.ancient.eu/photos/siege-lachish-reliefs-british-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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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他還把聖殿內的擺設任意調換位置(14-18節). 耶路撒冷聖殿是照神指示的樣式建築的(出

29:40;26:30; 利 1-7章; 代上 28:19等). 亞哈斯卻為自己引進的偶像而任意調換了聖殿的

器皿. 這是完全否認神,積極行惡的行為. 可見被罪惡蒙蔽眼睛的人, 良心已麻木不仁, 在罪

惡的深淵越陷越深. 這是在震怒的日子, 即在神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 為自己積蓄忿怒的行

為(申 29:19-21; 羅 2:5).  

 

约兰：亚兰王再攻打以色列王，围困撒玛利亚，城內飢荒，人要易子而食.  

 

以色列王约兰在王服下面穿了麻衣, 這表示他對撒瑪利亞城所面臨的災難有了懺悔之心.  但

是此舉與其說是在神面前懺悔的謙卑的舉動, 不如說是象法利賽人以博讀經文在眾人面前炫

耀一樣, 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因為他把災難的原因歸咎於以利沙, 並試圖殺害以利沙(31

節). 因此他也象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依照偽善之律被處決一樣<可 7:1-27>, 最終死於耶戶的

箭下. 神的審判不僅降臨於假冒為善之人, 同樣會降臨於無視公義之神的人(太 5:20). ” 

――《聖經精讀本──列王紀下註解(作者不詳)》 

 

上述二王对神不敬，终于陷国家于困境. 国家元首对神的尊敬与否影响国家命运.  

 

 

 

Q3. O.I.A. 分析亞述王西拿基立給希西家的第二個信息，与 18章的第一個信息有什么分别？

亞述王西拿基立如何表现不信神的人的心态？ 

亞述王西拿基立給希西家 18章的第一個信息: 藐视希西家(19)和用心理战略借助耶和华的名

(25). 且藐视犹大民(27), 攻击希西家欺哄犹大民信耶和华(29-31)，以丰衣足食的定居异地

生活，对比犹大民当今被亚述大軍围城的困境，劝他们背叛希西家投降. 

 

亞述王西拿基立給希西家 19章的第二個信息: 藐视希西家所倚靠的神, 攻击祂欺哄希西家, 

以被亚述毁灭列国的神比擬耶和华也敌亚述不住. 

 

亞述王西拿基立以为一切神灵与他相比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狂妄自大以为人定胜天.  

 

 

Q4. O.I.A. 分析希西家的祈禱內容(14-19). 对我们的祈禱有什么启发？ 

 

希西家的祈禱: 

 

1.称希西家的祈禱颂：耶和華是造天地的万国之神（15） 

2.求永生神侧耳倾听訴求. （16a） 

3.亞述王西拿基立褻凟永生神, 以为可以像燒列国神象一样来攻击神.（16b-18a） 

4.被毁的列国神不过是人造偶像.(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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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耶和華是“我们”的神：代表犹大民以神为个人和团体的神. (19a) 

6.求神拯救脱离亞述王西拿基立的手. (19a) 

7.使天下万国得知耶和华是真神. (19b) 

 

我们的祈禱应先尊主为大再陳述困境和祈求，众信徒的同心, 求神为祂自己的荣耀, 应允祷

告. 可参考主祷文（太 6）. 

 

 

Q5. O.I.A. 以賽亞说耶和華又有什麽论亞述王西拿基立？ 參 20-28 節. 你由此得到什麽教

訓？ 

 

1. 耶和華要犹大民众嗤笑亞述王,(21) 

2. 重述亞述王辱骂神的狂言.(22-24)  

3. 责备他不过是在执行祂早已安排的计划.(21-25)使他所向无敌(26). 

4. 神鑑察他一切(27). 

5.“我就要用鉤子鉤上你的鼻子，把嚼環放在你口裡，使你從你來的路轉回去.”28. 

 

考古發現一個石碑, 描繪以撒哈頓用繩拉著穿在唇上的環子，拖帶推羅的巴力和埃及王特哈

加. 以賽亞是用亞述人熟悉的意象. 來描述神管制亞述王的行動.  

 

恶人也可被神用作执行祂审判的计划, 但神是輕慢不得的, 到了时候必报应恶行. 

 

 

Q6. O.I.A. 6,7,29,34 節如何指出耶和华怎样回答希西家的祈求（4,19）？神怎样实现祂的

应许？(35-37)參撒下 7:8-16. 在此我们对神的屬性有什么认识？ 

 

耶和华回答希西家的祈求:救餘民(4)脱离亚述王的手(19). 

 

1. 籍先知以赛亚(6). 

2. 神必使亞述王歸回本地, 必使他在那裡倒在刀下.(7) 

3. 耶京的犹大餘民三年內必可自给自足, 而且 “仍要往下紮根，向上結果”(30) 

4. 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31). 

5. 是因为神為自己的荣耀，又為祂为祂僕人大衛立的约(神必坚立大卫的家和国: 撒下 7:8-

16)，必保護拯救耶路撒冷. 

 

當夜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來一看，都是死屍了. 

亞述王西拿基立就拔營回去，住在尼尼微. (35-36) 

 

“亞述王在數年後（因此有一日），在他統治的第二十三年（主前六八一年）提別月二十日

被自己的兒子殺死. 一封新巴比倫書信提及當時他的長子 Arda-mulissi（因此譯為亞得米

勒，Berossus Adramelos，Ardamuzan）領導策畫此一陰謀. 參與者逃往 Urartu（亞拉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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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anigalbat，因此最後由小兒子以撒哈頓接管亞述（主前 681-668 年），參：以斯拉記

4:2. 由後來亞述巴尼帕被暗殺的事件看來，這次的暗殺亦發生於聖殿入口的護衛雕像處. 尼

斯洛可能是指國神亞述（Assur，參：LXX 作 Esdrach，Asorach），而非努斯古神

（nswk）.”──《丁道爾聖經註釋》 

 

神的属性: 

 

1. 神必不被人辱骂祂的名和虧損祂的荣耀. 

2. 神必坚立大卫的家和国: 即天国: 耶稣的基督的国度(太 1至 25章). 

 

 

合組總結: 15 min(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 作整体性總

結.) 
 
分组祷告: 15 min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列王记下查经资料 趙任君, 潘柏滔 2019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