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VCA Friday Small Group Meeting – Bible Figures 

聖經人物 －希西家 

參考 Dr Tuck 5 月 5 日的主日信息“希西家王和耶路撒冷最美好的時刻”
(http://www.svca.cc/audio/20130505‐01.mp3)，和于弟兄在【以賽亞書概論】中對希西
家王的講解（http://www.svca.cc/audio/20130510‐Bible‐Figrues‐Hezakiah.mp3）。 

 

小組查經/回饋大綱 

1. 參加聚會前請閱讀列王記下 18‐20 章，歷代志下 29‐32 章，和以賽亞書 36‐39 章，請組
員們花 5‐10分鐘的時間簡短複述聖經中關於希西家王的記載。分享時請特別注意為什麼
列王記下 18:5 中給希西家的評價是“希西家依靠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在他前後的猶大
列王中沒有一個及他的。” 

 

2. 希西家王是如何處理亞述大軍壓境的危機的？他的榜樣如何幫助我們面對目前我們個人
（或教會）的遭遇或難處？在面對難處的時候，我們是依靠人還是依靠這位聽禱告的 神？
在今後的日子裡，我們有什麼切實的行動和計劃來改進？ 

 

3. 希西家王後來面對巴比倫使者的失敗帶給我們什麼提醒與警惕？我們有什麼具體的行動
可以來一同更好地扶持帶領我們的教會領袖（小組長，各部門的負責同工，和教會的牧
長執團隊）。  

   



SVCA Friday Small Group Meeting – Bible Figures 

Bible Figures －Hezekiah 

Please refer to Dr Tuck’s Sunday message on 05/05: “King Hezekiah and Jerusalem's 
Finest Hour” (http://www.svca.cc/audio/20130505‐01.mp3), and Brother Yu’s message  
on Hezekiah on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f Isaiah”  

(http://www.svca.cc/audio/20130510‐Bible‐Figrues‐Hezakiah.mp3）. 

 

Small Group Meeting Outline 

1. Before the meeting, please make sure to read 2 Kings 18‐20, 2 Chronicles 29‐32, and Isaiah 36‐
39. Please ask 3‐4  two group members  to  spend 5‐10 minutes  to briefly  tell  the  important 
events in Hezekiah’s life. What are the facts leading to the conclusion in 2 Kings 18:5 that “He 
trusted  in the Lord God of  Israel; so that after him was none  like him among all the kings of 
Judah, nor any that were before him”? 
 

2. How did Hezekiah's faith keep him confident as a response to the Assyrian invasion and their 
insults? What are your current worries, fears, or burdens? Does your response to these reflect 
that you are relying on yourself/others or that your faith  is  in the  living God?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improvement for the future? 
 

3.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failure of Hezekiah when he faced Babylonian Envoys? What can 
we do to better support our church  leaders  (small group  leads, department  leads, and MED 
members)? How can we learn to fear God out of humility and not people out of 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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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希西家王和亞述之間的歷史》	

 這一段附錄主要是根據聖經來追溯亞述與猶大之間的關係、希西家王和以賽亞之間的

關係以及 其歷史上的先後順序、： 

（1）希西家王約 25 歲時登基（727BC）— 廢偶、革新、歸向 神 

— 以色列王以拉的兒子何細亞第三年，猶大王亞哈斯的兒子希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時候年二十

五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王下 18:1‐2a） 

【註】：此時希西家登基（727 BC）乃是與其父亞哈斯共同攝政，12 年後  (715 BC) 亞哈斯卒。希

西家才獨自為王。他在 701 BC 前患重病，病癒後不久 (大約 2 年後) 就將王位傳給才年僅

12 歲的瑪拿西，與他共同攝政 13 年，卒於 686  BC 左右。【參見附錄(A)  中的：《以賽

亞與同時代之人物圖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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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廢去邱壇，毀壞柱像，砍下

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銅蛇，因為到那時以色列人仍向銅蛇燒香。希西家叫銅蛇為銅塊。希

西家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在他前後的猶大列王中沒有一個及他的。因為他專靠耶和

華，總不離開，謹守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誡命。耶和華與他同在，他無論往何處去盡都亨

通。他背叛、不肯事奉亞述王。（王下 18:3‐7） 

（2）他在位第四年（29 歲，724  BC）時，亞述王撒縵以色來攻打北國，三年之後（希西家王第

六年，32 歲），北國亡於亞述手下 (721 BC)。 

    【註】：亞述王撒縵以色四世在他圍困撒瑪利亞城時死亡  (722BC)，由撒珥根二世完成

攻下撒瑪利亞城之舉。 

      —  希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兒子何細亞第七年，亞述王撒縵以色上來圍困撒

馬利亞；過了三年就攻取了城。希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細亞第九年，撒馬利亞被攻

取了。（王下 18:9‐10） 

（3）以色列亡國七、八年之後，希西家王 14 年（39 歲，714BC），亞述王西拿基立來攻猶大 

【註】：也有學者將此次西拿基立來攻猶大定為與 701BC 那次的攻擊為同一事件，因為希西家是

在 715BC 亞哈斯卒後才獨自為王，所以希西家 14 年指的是 701BC。但此說與王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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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所記不合，因為王下是以他登基（727  BC）與其父亞哈斯共同攝政之年開始算起來描

述北國的亡國歷史。至於又當如何解釋西拿基立會在 714BC 左右來攻猶大(因為他是在

705‐681BC 才繼承亞述帝國的王位)  ?  可能的解釋就是當時他是以元帥(如拉伯沙基一樣) 

或皇太子身份領軍而來。 

（a）攻破猶大一切堅固城 

—  希西家王十四年，亞述王西拿基立上來攻擊猶大的一切堅固城，將城攻取。（王下

18:13） 

（b）希西家王遣使求降、獻罰金 

—  猶大王希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見亞述王，說：「我有罪了，求你離開我；凡你罰我的，我

必承當。」於是亞述王罰猶大王希西家銀子三百他連得，金子三十他連得。希西家就把

耶和華殿裏和王宮府庫裏所有的銀子都給了他。那時，猶大王希西家將耶和華殿門上的

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來，給了亞述王。（王下 18:14‐16） 

（4）許多聖經學者認為王下 18:13‐16 的歷史和 18:17 以後的歷史之間至少又間隔了約 13 年之

久【同樣，以賽亞書 36:1 和 36:2 之間也該有此 13 年左右的間隔】。因為根據歷史，亞述

王差拉伯沙基前來圍攻耶城之事是發生在 701 BC 前後。 

—  1 希西家王十四年，亞述王西拿基立上來攻擊猶大的一切堅固城，將城攻取。【…中間隔了

約 13 年…】2 亞述王從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領大軍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裏去。他就

站在上池的水溝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賽 36:1‐2） 

（5）在這 13 年之間，猶大有許多人企圖影響希西家王向埃及求助、結盟，此事令 神甚為不悅，

由賽 30:1‐5,  31:1‐3 的責備信息清楚可見。而且此事不僅沒有化解難處，反而更大大激怒亞

述，促使他們再次揮兵前來攻打猶大，完全應驗『禍哉之書』所預言、所警告的  —『所

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們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蔭下，要為你們的慚愧。… 那民並非幫助，

也非利益，只作羞恥凌辱。』（賽 30:3, 5b） 

 由以賽亞書中的責備信息和所發生的歷史事實都在此提醒我們－凡企圖向仇敵妥

協、求和或是不依靠 神、轉去投靠 神以外的幫助都不僅無用，反而得罪 神，且會

帶下更大的破壞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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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此，王下 18:17‐19 和賽 36:2‐37 所記載的歷史都是發生在 701BC（希西家王在位第 27

年，他 52 歲）。其間幾件主要史實發生的順序如下（詳細經文請自行研讀王下 18‐19 章，

賽 36‐37 章） 

（a）拉伯沙基圍城、以狂語勸降（王下 18:17‐37, 賽 36:2‐22） 

—  現在你把當頭給我主亞述王，我給你二千匹馬，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夠不夠。若不然，

怎能打敗我主臣僕中最小的軍長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戰車馬兵嗎？（賽 36:8‐9） 

—  王如此說：『你們不要被希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們。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倚

靠耶和華說：耶和華必要拯救我們，這城必不交在亞述王的手中。…』（賽 36:14‐15） 

—  你們要謹防，恐怕希西家勸導你們說：耶和華必拯救我們。列國的神有哪一個救他本國

脫離亞述王的手呢？…  這些國的神有誰曾救自己的國脫離我的手呢？難道耶和華能救耶

路撒冷脫離我的手嗎？（賽 36:18, 20） 

（b）希西家王撕裂衣服，披麻進殿，並遣人請以賽亞禱告 

—  希西家王聽見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進了耶和華的殿，使家宰以利亞敬和書記舍伯

那，並祭司中的長老，都披上麻布，去見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對他說：「希西家

如此說：『今日是急難、責罰、凌辱的日子，就如婦人將要生產嬰孩，卻沒有力量生

產。或者耶和華─你的 神聽見拉伯沙基的話，就是他主人亞述王打發他來辱罵永生 神

的話；耶和華─你的 神聽見這話就發斥責。故此，求你為餘剩的民揚聲禱告。』」（賽

37:1‐4, 王下 19:1‐4） 

    【插入】：其間可能發生的事 

（i）埃及來不及救援，對埃及的依靠無用且成羞辱之預言應驗了 

—  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壓傷的葦杖，人若靠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

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這樣。（賽 36:6） 

（ii）希西家知錯悔改，勸民要安心依靠神 

—你若對我說：我們倚靠耶和華─我們的 神。希西家豈不是將 神的邱壇和祭壇廢

去，且對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嗎？…  王如此說：『你們不

要被希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們。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倚靠耶和華說：耶

和華必要拯救我們，這城必不交在亞述王的手中。』不要聽希西家的話，…  你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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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防，恐怕希西家勸導你們說：耶和華必拯救我們。列國的神有哪一個救他本國脫

離亞述王的手呢？（賽 36:7, 14‐16a, 18） 

（c）以賽亞勸王勿懼 

—  以賽亞對他們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聽見亞述王的僕人褻瀆我的話，不要懼怕。我

必驚動他的心；他要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裏倒在刀下。』」（賽 37:6‐7） 

（d）拉伯沙基暫時退去與亞述王會合 

—  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見亞述王攻打立拿；原來他早聽見亞述王拔營離開拉吉。亞述王聽

見人論古實王特哈加說：「他出來要與你爭戰。」（賽 37:8‐9a） 

 此時埃及、古實救兵趕來，亞述調軍前去迎擊，大敗埃及救兵，再次印證神百姓

企圖對埃及的依靠無用，且成羞辱 

（e）亞述王再次遣使前來耶城威脅勸降 

—  亞述王一聽見【註：指亞述王聽見拉伯沙基告之猶大因希西家的勸勉而不接受他的威脅

與勸降】，就打發使者去見希西家，吩咐他們說：「你們對猶大王希西家如此說：『不

要聽你所倚靠的 神欺哄你說：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亞述王的手中。你總聽說亞述諸王向

列國所行的乃是盡行滅絕，難道你還能得救嗎？（賽 37:9b‐11） 

（f）希西家的禱告（賽 37:14‐20） 

—  希西家從使者手裏接過書信來，看完了，就上耶和華的殿，將書信在耶和華面前展開。

希西家向耶和華禱告說：「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啊，你─惟有你

是天下萬國的 神，你曾創造天地。耶和華啊，求你側耳而聽；耶和華啊，求你睜眼而

看，要聽西拿基立的一切話，他是打發使者來辱罵永生 神的。耶和華啊，亞述諸王果

然使列國和列國之地變為荒涼，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因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

所造的，是木頭、石頭的，所以滅絕他。耶和華─我們的 神啊，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離亞

述王的手，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賽 37:14‐20） 

（g）以賽亞再次的安慰並預言亞述必因高傲致禍（賽 37:21‐35） 

— 所以耶和華論他這樣說：錫安的處女藐視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搖頭。… 你坐

下，你出去，你進來，你向我發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發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話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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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鉤子鉤上你的鼻子，把嚼環放在你口裏，使你從原路轉回去。（賽

37:22, 28‐29） 

—「以色列人哪，我賜你們一個證據：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至於後

年，你們要耕種收割，栽植葡萄園，吃其中的果子。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扎

根，向上結果。必有餘剩的民從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脫的人從錫安山而來。萬軍之耶

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賽 37:30‐32） 

—「所以耶和華論亞述王如此說：他必不得來到這城，也不在這裏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

前，也不築壘攻城。他從哪條路來，必從那條路回去，必不得來到這城。這是耶和華說

的。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必保護拯救這城。」（賽 37:33‐35） 

（h）神大能的介入，拯救耶城脫險 

— 耶和華的使者 (angel ‐ 單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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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37:36‐37） 

（7）20 年後（681BC），亞述王西拿基立為子所弒 

      — 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廟裏叩拜，他兒子亞得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殺了他，就逃到亞拉臘

地。他兒子以撒哈頓接續他作王。（賽 3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