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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希西家倚靠耶和華以色

聚光燈

列的上帝……因為他專靠

“這些話語以及其他顯明上帝樂於饒恕、並悅納全心
歸向祂之人的類似信息，曾在殿門一直封閉的黑暗歲月中

耶和華，總不離開。”
（王下18:5-6）

使許多灰心的人得到希望；如今，當首領們開始進行改革
時，許多在罪惡奴役之下感到厭倦的民眾都準備回應了。”
（《先知與君王》第28章，第8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下列哪個句子最好的描述了你們的教會，安息日
學課程，或者青年組？
_____每個人都為上帝大發熱心。
_____僅有幾個人為上帝發熱心，大部分人
都很冷淡。
_____似乎每個人的宗教都是走個過場，
裝個樣子。
_____人們想進一步認識上帝，卻不知
道當如何去做。
_____沒有一個人認真對待自己的信
仰。
“希 西 家 登 基 的 時
你認為你們教會中的青年人需要
候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
一次奮興嗎？如何才能讓每一個
冷作王二十九年。他母親
人都為上帝而火熱，熱心服侍上
名叫亞比雅，是撒迦利雅
帝呢？你願意成為“火熱”團
的女兒。希西家行耶和華眼
隊中的一員嗎？
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

走進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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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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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
開了耶和華殿的門，重新修
理。他召眾祭司和利未人來，
聚集在東邊的寬闊處，對他
們說：‘利未人哪，當聽我
說：現在你們要潔淨自己，
又潔淨耶和華你們列祖上帝
的殿，從聖所中除去污穢之
物。’”

“復興”一詞常常用來描述使
“我們列祖犯了罪，行
人對上帝發熱心。事實上，字
耶和華我們上帝眼中看為
典對這個詞的定義之一乃是“再
惡的事，離棄他，轉臉背
次喚醒人對於宗教興趣的一段
向他的居所，封鎖廊門，
時光”。
吹滅燈火，不在聖所中
聖經里從未使用過“復興”一詞。
向以色列上帝燒香，或
這個詞源自一個拉丁詞，意思是
獻燔祭。因此，耶和
“再生”。這個詞直到1702年才用來
華的忿怒臨到猶大和
作為宗教辭匯，是由美
耶路撒冷，將其中
國的一名佈道士科頓·
的人拋來拋去，
馬瑟發起的。但是聖
令人驚駭、嗤笑，
經的確描述了以色列歷
正如你們親眼
史上的某些“復興”的
所見的。所
時期。在這些時期，雖
以我們的
然以色列人遠離了上
帝，但是上帝興起
一位大能的領袖——
通常是一位國王或者是
名先知——帶領百姓重新歸
向上帝，使他們再次向上帝發熱
心，並且熱衷於侍奉並敬拜上帝。

祖宗倒在刀下，
我們的妻子兒女也被擄
掠。現在我心中有意與耶和
華以色列的上帝立約，好使他的
烈怒轉離我們。我的眾子啊，現
在不要懈怠；因為耶和華揀選
你們站在他面前事奉他，與他
燒香。”
“這樣，耶和華殿中的事務
俱都齊備了。這事辦的甚速，希
西家和眾民都喜樂，是因上帝為
眾民所預備的……希西家差遣人
去見以色列和猶大眾人，又寫信
給以法蓮和瑪拿西人，叫他們到
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向耶和華
以色列的上帝守逾越節；因為
王和眾首領，並耶路撒冷全會
眾已經商議，要在二月內守逾
越節。”
“正月（原文作那時）間他
們不能守；因為自潔的祭司尚不
敷用，百姓也沒有聚集在耶路撒
冷；王與全會眾都以這事為善。
於是定了命令，傳遍以色列，從
別是巴直到但，使他們都來，在
耶路撒冷向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
守逾越節；因為照所寫的例，守
這節的不多了……”
“二月，有許多人在耶路撒
冷聚集，成為大會，要守除酵
節。他們起來，把耶路撒冷的祭
壇和燒香的壇盡都除去，拋在汲
淪溪中……”
“全 會 眾 商 議 ， 要 再 守 節
七日；於是歡歡喜喜地又守節
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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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垂聽，他們的禱告達到天上
的聖所。”
（ 代 下 29:1-11,35,36;30:15,13,14,23,26,27）

走出
故事
希西家所進行的改革邁出的第一步是甚麼？

妙語連珠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
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
醫治他們的地。”（太5:16）
“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或作：言語）
就懼怕。耶和華啊，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
的作為，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在發怒的時
候以憐憫為念。”（哈3:2）

需要從上帝的聖殿中除掉哪些“污穢”？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
要做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在那些
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
和使女。”
（珥2:28,29）

希西家為甚麼想與上帝立約？

你認為當時的祭司和利未人，對於希西家要求他們進行的改革
作出了哪些反應？

在慶祝逾越節之前必須要先完成甚麼？

“你們必得加倍的好處，代替所
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樂，必
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內必得
加倍的產業；永遠之樂必歸與
你們。”（賽61:7）

言錦囊

名

為何慶祝逾越節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認為這些百姓為甚麼願意再守逾越節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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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 若 你 與 耶 穌 同 行 ， 有 聖
靈與你同在，你就不必擔心自
己會走的太遠。沒有任何一個
信徒曾經走到上帝希望他達到的
地步。” ——A•A•艾倫，二十世紀
美國佈道士。

“正如大火是由小小的樹枝點燃一樣，大
型的復興也是由幾個默默無聞，而且看似微
不足道之人的祈禱所引發的。”——加里•阿米
羅爾特，二十世紀美國作家，演講家。

活靈活現
安息日
請回顧“你的看法”中你所做的
答案。你認為你們教會或者青年
組需要一次奮興嗎？對於你或你的
朋友來講，“奮興”意味著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歷代志下30:23告訴我們，當希西
家王使以色列人恢復多年未守的
節期之後，以色列百姓快樂的選
擇再守七天逾越節。
你曾否希望某項教會侍奉或活動
的時間能更久一些？你十分喜歡
哪種敬拜活動，以至於你願意像
以色列人守兩次逾越節一樣，一
連進行兩次這樣的活動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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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希西家王的奮興包括三個步驟，
這三個步驟可以使我們認識到上
帝如何使今日的百姓奮興。
尋求上帝的旨意。希西家“行耶
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代下
29:2）。真實的奮興始於尋求上
帝對我們的旨意，正如聖經中所
顯明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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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這乃是代表以色列百姓為
了真正跟從上帝，他們必須放棄某
些事情。所有的偶像敬拜都必須放
棄（代下29:5;30:14）。在上帝可
以徹底管理你的世界之前，你生活
中有哪些需要除去的“偶像”？
慶祝。在那次慶祝逾越節期間—
—多年來第一次守節——以色列
百姓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他
們決定呆在這裡，敬拜，並再慶
祝一個星期！當上帝切實管理我
們的生活，我們的教會，以及我
們的社團之時，我們便會喜歡花
時間與上帝在一起。

星期一
希西家王“專靠耶和華”。他一

心跟從上帝，即使面對試探以及
各類分心事物的恐嚇，希西家也
不轉離上帝。倘若我們沒有緊緊
的握住上帝，我們永遠也不可能
經歷奮興，也不可能為上帝的教
會帶來奮興。
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試探以及分
心的事物可能會導致你離開上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你面臨艱難的境遇之時，甚麼
能幫助你“專靠耶和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二
請閱讀本週課程“聚光燈”這部
分。根據懷愛倫的描述，在聖殿
的大門被封鎖的這些年間，以色
列百姓對上帝有哪些認識？是甚
麼使得以色列人“準備好回應”
希西家奮興的計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很多在教會中看似並不活躍的
人，其實他們在靜靜的渴望與上
帝建立密切的關係。倘若你們教
會或者在你們的青年組中掀起一
次屬靈的奮興，你會驚訝的發現
有一些人已經“準備好回應”了。
不要因為你認為這個人沒有悔改
的可能，就不再邀請他。

星期三
多年來整個猶大國都處於屬靈沈
睡的狀態之中，希西家王所掀起
的奮興重新喚醒了猶大人的屬靈
生活。上帝呼召各個時代的男女，
青年，以及成年人都與祂重新和
好，並且幫助其他人也願意再次
跟從祂。
請閱讀約珥書2:28,29,這段經文
的寫作時間可能與猶太人屬靈奮
興的這段歷史是同一個時期。在
聖經使徒行傳2章引用了這段經文，
借此表明聖靈在五旬節的沛降應
驗了約珥的預言。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隨著我們距離世界歷史的結束越
來越近，上帝再次應許將聖靈沛
降在少年人，老年人，以及男女
身上——任何一個願意將自己的
生命奉獻給上帝的人，以及任何
一個願意為教會和世界帶來奮興
的人。

星期四
奮興乃始於內心——始於一個像
希西家那樣徹底獻身跟從上帝之
人的內心。然後就會表現出來—
—改變一個教會，一個社區，乃
至全世界。
在你的屬靈生活中，你想做哪一
件事情，以便促成屬靈的奮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希望在你的教會以及青年組中
看到哪一件事情發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五
真實的屬靈奮興乃是振奮並鼓舞人
心的——但它也是令人驚慌的。
當你想到你的教會、青年組、或
者在你的生活中，掀起一次屬靈
的奮興之時，有沒有會令你恐慌
的事情？你有沒有害怕放棄的事
情？你會不會害怕上帝要求你放
棄某些事情？
奮興乃是一件嚴肅的事情，認真對
待乃是必要的。祈求上帝幫助你為
奮興做好準備。

本週閱讀*
《先知與君王》第28,29章。
* 懷愛倫著作托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訪問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堅持
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
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