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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查经聚会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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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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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这段史实可能犮生在亚述王入侵耶路撤冷之前, 因为“比羅達巴拉但(v12)（楔形文

字的寫法是 Marduk-apaiddin）於七二一至七一 O年穩握巴比倫政權，而希西家於六九八或

六九六年逝世，假如他得重病的日期乃在去世之前十年，那麼，就是發生於七一一或七一二

年. 至於巴比倫方面，撒珥根二世於七二二至七 0五年作王（嚴格來說，他是亞述王手中的

傀儡），他在位期間，組織東西協約（entene cordiale）以抗拒亞述大封主. 於是，列王紀

此段經文所記事件正與巴比倫的外交策略和諧一致. 由上文看來，假如我們將希西家得病的

日期置於此段時間，而不是在西拿基立七 O一年入侵事件之後. 那麼，巴比倫派遣的使節就

更符合希西家作王的年代了. ” 艾基斯《舊約聖經難題彙編》 

 

 

王下 20:1-11 (代下 32:24, 賽 38:1-22)： 

 

希西家快要病死，禱告神，神應允, 人取無花果餅貼在瘡上,延長其壽命.   

 

 

王下 20:12-19 (代下 32:31, 賽 39:1-8)： 

 

神預告猶大將被擄到巴比倫：巴比倫王见王的病得治，就派使者送信和禮物給希西家，希西

家将他家中和他全國之內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 以賽亞因此預言猶大將被擄到巴比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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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下 20:20-21（代下 32:30,33）： 

 

結語: 希西家其餘的事和政绩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 壽終正寢，兒子瑪拿西接續他作王.    

 

 

Q1. O I.A. 简述希西家如何(a)從患病將死，神医治使他痊癒，(b)接見巴比倫使者, 让他参

观中家中一切财富，(c)以至和以賽亞談話時的心境. 反应他与神的关系如何演. 这治病过程

与现代科学有没有沖突? 为什么?  

 

(a)希西家信神重病得癒: 希西家患重病, 以賽亞预言他必死, 希西家痛哭求神医治, 使他能

继续执行神的旨意，神答应, 人取無花果餅貼在瘡上, 神延長其壽命. 再给他 15年寿命, 籍

着一个大自然的奇跡作为答应他祈求的兆头: 亞哈斯的日晷(考古證據可以上溯到主前十五世

紀)向前進的日影，往後退了十度. 

 

这神跡有助于希西家对神的信心(参约 20:21). 这过程与现代科学並没有沖突: 當時的大氣層

內可能出現了一股特別濕冷的氣流，使太陽光線起了不尋常的折射. 然而，這種不尋常現象

剛好出現於希西家及以賽亞的要求與禱告之時，這種巧合本身已是神跡了. 神早已用他充滿

權能的話語，從無有之中創造了大自然萬物，祂也以权能托住万有, 希西家這個神跡彰显出

神的全能.   

 

“無花果餅: 在古代近東地區用無花果治療瘡, 這是一種民間療法. 但希西家痊癒並不是靠

自然療法, 而是靠神的醫治. 同樣, 基督曾用泥治療了瞎子的眼睛, 但泥只不過是顯示基督

之能力的看得見的工具而已, 而不是治療的藥物(約 9:7,8). ” ――《聖經精讀本──列王

紀下註解(作者不詳)》 

 

(b) 巴比倫王比羅達巴拉但见希西家王的病得治，就派使者送信和禮物給希西家，希西家将他

家中和他全國之內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 这行动指出希西家可能是因为他企图与巴比侖王

联盟抵抗亚述，在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引以为荣, 心裡驕傲, 並没有求问以赛亚和耶和华,  

 

(c)以賽亞因此預言猶大將被擄到巴比倫. 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覺得心裡驕傲，后来就一

同自卑，以致耶和華的忿怒在希西家的日子沒有臨到他們(代下 32:26）. 

 

“希西家說，以賽亞所預言的可怕災禍，不在他的年日臨到甚好. 他這話似乎是自私, 短視

和驕傲的，但是，他知道猶大的罪終必要受神的處罰，所以神不在他活著的時候毀滅猶大，

對此他感謝神. ”――《靈修版聖經註釋》 

 

希西家的心境： 

 

(a) 重病: 希西家痛哭求神医治, 使他能继续执行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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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見巴比倫使者讣他参观中家中一切财富: 这行动指出希西家可能是因为他企图与巴比

侖王联盟抵抗亚述，在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引以为荣, 心裡驕傲, 並没有求问以赛亚和耶和华. 

 

(c) 以賽亞因此預言猶大將被擄到巴比倫:  

 1. 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听后就一同悔过自卑，以致耶和華的忿怒在希西家的日子

沒有臨到他們.  

 2. 希西家感謝神不在他的年日臨到. 但是他接受猶大的罪終必要受神的處罰.  

 

 

Q2. O.I.A. （a）简述希西家的政绩(代下 29-31; 32:27-31,33)和在犹大居民心中的地位? 

你如何为他作盖棺定论？(b)如何比较烏西雅(亚撒利雅)和希西家二位犹大好王？对今天国家

与教会领袖有何启发? 

 

(a)“希西家備戰，抵禦亞述王西拿基立的進攻，下令建造一條水道，從基訓泉引水經地底入

耶路撒冷城. 為造此水道，得開山鑿石. 水道闊約 3公尺，長 542公尺，高自 4至 15公尺不

等，出口在舊城東南角，為日後著名的西羅亞池的所在（約 9:7）. 據歷史記載，這項“挖

池, 挖溝, 引水入城“的工程，是從兩頭同時開始，全用人工，然後在地底合龍. 考古學家

到十九世紀始發現此水道.” 《啟導本聖經列王紀下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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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下 32:33) 

 

希西家实行宗教更新(洁净重新奉献圣殿, 再度守逾越节, 拆卸邱坛偶像, 代下 29-31), 开展

耶京水源, 领民脱离强敌亚述王, 是大卫之后犹大国行为最正的一位敬畏神的君王, 可惜的

是希西家覺得到神医治而心裡驕傲受神处份，功虧一篑. 並没有求问以赛亚和耶和华, 以賽

亞因此預言猶大將被擄到巴比倫.  

 

(b)亚撒利雅作犹大王 52 年，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耶和華使他亨通，極其強盛, 他既

強盛，就心高氣傲，行事邪僻. 仍存邱坛. 並擅自在香坛上燒香, 並向祭司发怒. 神降灾予

他, 使他长大麻疯, 要被分隔住在别宮, 

 

烏西雅(亚撒利雅)和希西家二位犹大好王都曾因敬畏神得到祝福，最终却因骄傲跌倒.  

 

今天国家与教会领袖要凡事寻求神的指引, 不能因神的祝福而覺得心裡驕傲(箴 16:5,18), 因

为必遭遇神的审判. 

 

 

王下 21:1-18 （参代下 3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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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拿西作王五十五年.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敬拜偶像. 重建邱壇，效法外邦人(申

18:9-12)和以色列王亞哈為巴力築壇，在圣殿中做亞舍拉像，使他的兒子經火，交鬼並敬拜

星象等等，而且滥杀无辜人(其他史书记载他杀了先知以赛亚)，惹神憤怒.  

 

神因為瑪拿西王的背叛行徑，虽在晚年被亚述王俘虏后, 曾经悔改被释放(代下 33:10-17)，

但还是太遲了，神定意要將猶大交給仇敵擄掠.(21:10-16)  

 

 

王下 21:19-24 

 

亞們接續瑪拿西作王二年.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父親瑪拿西離棄耶和華，臣僕

在王宮中殺了他，國民殺了那些兇手，立他的兒子約西亞為王. 

 

 

Q3. O.I.A. 简述瑪拿西的政绩和宗教措施？神如何对待他？ 神有没有撇棄大卫的子孙？

（21:7-8）.（可以讨论有关以色列战后重新立国和教会的将来(赛 11:10-12；太 1至 25

章).* 

  

瑪拿西作王五十五年.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敬拜偶像. 重建邱壇，效法外邦人(申

18:9-12)和以色列王亞哈為巴力築壇，在圣殿中做亞舍拉像，使他的兒子經火，交鬼並敬拜

星象等等，而且滥杀无辜人，惹神憤怒.  

 

神审判瑪拿西王的背叛行徑，虽在晚年被亚述王俘虏后曾经悔改被释放(代下 33:10-17) 在急

難中在神面前極其自卑，懇切地求耶和華，在大衛城外，從谷內基訓西邊直到魚門口，建築

甚高城牆，環繞俄斐勒，又在猶大各堅固城內設立勇敢的軍長. 並除掉外邦人的神像與耶和

華殿中的偶像，又將他在耶和華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築的各壇都拆毀, 拋在城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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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还是太遲

了，神定意要將猶大交給仇敵擄掠. (21:10-16) 

 

神没有撇棄大卫的子孙, 祂派先知警告瑪拿西, 耶和華曾對他祖先大衛和他兒子所羅門应

许，以色列人若謹守遵行祂僕人摩西所吩咐他們的一切律法，祂就不再使他們离开犹大地，

但瑪拿西卻不聽從, 引誘以色列人行惡，比耶和華在他們面前所滅的列國更甚. 公义的神必

审判背逆祂的罪. 但神仍要在犹大餘民里实行祂的应许. (19:30) 神必坚立大卫的家和国: 即

天国: 耶稣的基督的国度(赛 11:10-12；太 1 至 25章). 

 

 

Q4. O.I.A. 简述亞們的政绩和宗教措施？神如何对待他？瑪拿西亞們二王对今天国家与教会

领袖有何启发? 分享有关教会经历.* 

 

亞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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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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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臣僕背叛，在宮裡殺了他. 國民殺了那些兇手，立他的兒子約西亞為王.   

 

瑪拿西亞們二王都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祭祀事奉人手所雕刻的偶像, 瑪拿西虽遲些自

卑悔改要恢复耶和华的純正信仰, 但可惜为时己晚, 神的审判已臨到, 瑪拿西还可寿终正寢, 

亞捫却被弑身亡. 为犹大民众被掳埋下伏笔. 瑪拿西亞們二王虽有行耶和华以为正的事的祖

和父的敬虔传统. 但却偏离正道, 陷民于罪.  

 

今天国家与教会领袖不能倚靠敬虔的传统, 要个人对神和对教会负责, 不可带领会众误入歧

途, 否則会被神审判. 

 

分享有关教会经历.* 德国路德宗的近代背道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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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