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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代下29-31章,王下18-20章,赛39章
注释：《先知与君王》第28,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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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希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

聚光灯

的上帝……因为他专靠耶

“这些话语以及其他显明上帝乐于饶恕、并悦纳全心
归向祂之人的类似信息，曾在殿门一直封闭的黑暗岁月

和华，总不离开。”
（王下18:5-6）

中使许多灰心的人得到希望；如今，当首领们开始进行
改革时，许多在罪恶奴役之下感到厌倦的民众都准备回
应了。”（《先知与君王》第28章，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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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的 看法？

下列哪个句子最好的描述了你们的教会，安息日
学课程，或者青年组？
_____每个人都为上帝大发热心。
_____仅有几个人为上帝发热心，大部分人
都很冷淡。
_____似乎每个人的宗教都是走个过场，
装个样子。
_____人们想进一步认识上帝，却不知
道当如何去做。
_____没有一个人认真对待自己的信
仰。
“希西家登基的时候
你认为你们教会中的青年人需要
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
一次奋兴吗？如何才能让每一个
作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
人都为上帝而火热，热心服侍上
叫亚比雅，是撒迦利雅的
帝呢？你愿意成为“火热”团
女儿。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
队中的一员吗？
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

走进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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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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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
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
理。 他 召 众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来 ，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
对 他 们 说 ： “利 未 人 哪 ， 当
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
己 ，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
上帝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
秽之物。”

“复兴”一词常常用来描述使
“我们列祖犯了罪，行
人对上帝发热心。事实上，字
耶和华我们上帝眼中看为
典对这个词的定义之一乃是“再
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
次唤醒人对于宗教兴趣的一段
向他的居所，封锁廊门，
时光”。
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
圣经里从未使用过“复兴”一词。
向以色列上帝烧香，或
这个词源自一个拉丁词，意思是“再
献燔祭。因此，耶和
生”。这个词直到1702年才用来作为
华的忿怒临到犹大和
宗教辞汇，是由美国的
耶路撒冷，将其中
一名布道士科顿•马瑟
的人抛来抛去，
发起的。但是圣经的
令人惊骇、嗤笑，
确描述了以色列历史
正如你们亲眼
上的某些“复兴”的时
所见的。所
期。在这些时期，虽然
以我们的
以色列人远离了上帝，
但是上帝兴起一位大能的
领袖——通常是一
位国王或者是名先知—
—带领百姓重新归向上帝，
使他们再次向上帝发热心，并且
热衷于侍奉并敬拜上帝。

祖宗倒在刀下，
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
掠。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
华以色列的上帝立约，好使他的
烈怒转离我们。我的众子啊，
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
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事奉他，与
他烧香。”
“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务
俱都齐备了。这事办的甚速，希
西家和众民都喜乐，是因上帝为
众民所预备的……希西家差遣人
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
给以法莲和玛拿西人，叫他们到
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
华以色列的上帝守逾越节；因
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
会众已经商议，要在二月内守
逾越节。”
“正月（原文作那时）间他
们不能守；因为自洁的祭司尚不
敷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
冷；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
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
别是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
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
守逾越节；因为照所写的例，守
这节的不多了……”
“二月，有许多人在耶路撒
冷聚集，成为大会，要守除酵
节。他们起来，把耶路撒冷的祭
坛和烧香的坛尽都除去，抛在汲
沦溪中……”
“全会众商议，要再守节七
日；于是欢欢喜喜地又守节七日
……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
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
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
的喜乐。那时，祭司、利未人起
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上
帝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
圣所。”
（ 代 下 29:1-11,35,36;30:15,13,14,23,26,27）

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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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西家所进行的改革迈出的第一步是什么？

妙语连珠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太5:16）
“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或作：言语）
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
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
候以怜悯为念。”（哈3:2）

需要从上帝的圣殿中除掉哪些“污秽”？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
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
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
和使女。”
（珥2:28,29）

希西家为什么想与上帝立约？

你认为当时的祭司和利未人，对于希西家要求他们进行的改革
作出了哪些反应？

在庆祝逾越节之前必须要先完成什么？

“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
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乐，必
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
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与
你们。”（赛61:7）

言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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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庆祝逾越节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认为这些百姓为什么愿意再守逾越节七日？

房
角
石

43

“倘 若 你 与 耶 稣 同 行 ， 有 圣
灵与你同在，你就不必担心自
己会走的太远。没有任何一个
信徒曾经走到上帝希望他达到的
地步。” ——A•A•艾伦，二十世纪美
国布道士。

“正如大火是由小小的树枝点燃一样，大
型的复兴也是由几个默默无闻，而且看似微
不足道之人的祈祷所引发的。”——加里•阿米罗
尔特，二十世纪美国作家，演讲家。

活灵活现
安息日

跟从上帝，即使面对试探以及各
类分心事物的恐吓，希西家也不
转离上帝。倘若我们没有紧紧的
握住上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经
历奋兴，也不可能为上帝的教会
带来奋兴。

历代志下30:23告诉我们，当希西
家王使以色列人恢复多年未守的
节期之后，以色列百姓快乐的选
择再守七天逾越节。

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试探以及分
心的事物可能会导致你离开上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回顾“你的看法”中你所做的答
案。你认为你们教会或者青年组
需要一次奋兴吗？对于你或你的
朋友来讲，“奋兴”意味着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曾否希望某项教会侍奉或活动
的时间能更久一些？你十分喜欢
哪种敬拜活动，以至于你愿意像
以色列人守两次逾越节一样，一
连进行两次这样的活动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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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希西家王的奋兴包括三个步骤，
这三个步骤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上
帝如何使今日的百姓奋兴。
寻求上帝的旨意。希西家“行耶和
华 眼 中 看 为 正 的 事 ， ”（ 代 下
29:2） 。 真实的奋兴始于寻求上
帝对我们的旨意，正如圣经中所
显明的那样。
牺牲。这乃是代表以色列百姓为
了真正跟从上帝，他们必须放弃
某些事情。所有的偶像敬拜都必
须放弃（代下29:5;30:14）。在上
帝可以彻底管理你的世界之前，你
生活中有哪些需要除去的“偶像”？
庆祝。在那次庆祝逾越节期间—
—多年来第一次守节——以色列
百姓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
们决定呆在这里，敬拜，并再庆
祝一个星期！当上帝切实管理我
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以及我
们的社团之时，我们便会喜欢花
时间与上帝在一起。

星期一

希西家王“专靠耶和华”。他一心

当你面临艰难的境遇之时，什么
能帮助你“专靠耶和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二

请阅读本周课程“聚光灯”这部分。
根据怀爱伦的描述，在圣殿的大
门被封锁的这些年间，以色列百
姓对上帝有哪些认识？是什么使
得以色列人“准备好回应”希西家
奋兴的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很多在教会中看似并不活跃的
人，其实他们在静静的渴望与上
帝建立密切的关系。倘若你们教
会或者在你们的青年组中掀起一
次属灵的奋兴，你会惊讶的发现
有一些人已经“准备好回应”了。不
要因为你认为这个人没有悔改的
可能，就不再邀请他。

星期三

多年来整个犹大国都处于属灵沉
睡的状态之中，希西家王所掀起
的奋兴重新唤醒了犹大人的属灵
生活。上帝呼召各个时代的男女，
青年，以及成年人都与祂重新和
好，并且帮助其他人也愿意再次
跟从祂。
请阅读约珥书2:28,29,这段经文的
写作时间可能与犹太人属灵奋兴
的这段历史是同一个时期。在圣
经使徒行传2章引用了这段经文，
借此表明圣灵在五旬节的沛降应
验了约珥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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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距离世界历史的结束越
来越近，上帝再次应许将圣灵沛
降在少年人，老年人，以及男女
身上——任何一个愿意将自己的
生命奉献给上帝的人，以及任何
一个愿意为教会和世界带来奋兴
的人。

星期四

奋兴乃始于内心——始于一个像
希西家那样彻底献身跟从上帝之
人的内心。然后就会表现出来—
—改变一个教会，一个社区，乃
至全世界。
在你的属灵生活中，你想做哪一
件事情，以便促成属灵的奋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希望在你的教会以及青年组中
看到哪一件事情发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五

真实的属灵奋兴乃是振奋并鼓舞人
心的——但它也是令人惊慌的。
当你想到你的教会、青年组、或
者在你的生活中，掀起一次属灵
的奋兴之时，有没有会令你恐慌
的事情？你有没有害怕放弃的事
情？你会不会害怕上帝要求你放
弃某些事情？
奋兴乃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认真
对待乃是必要的。祈求上帝帮助
你为奋兴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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