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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结构

列王纪下-结构

王下 以利沙的事迹

王下 分裂王国历史直到北国灭国

王下 南国历史直到被掳至巴比伦



列王纪结构

列王纪下-结构

王下1-8 以利沙的事迹

王下9-17 分裂王国历史直到北国灭国

王下18-25 南国历史直到被掳至巴比伦



列王记下 以赛亚书 历代志下

第18-20章 第36-39章 第32章

80节* 90节 33节

经文比较

* 减去王朝总论和结束公式





【犹大王希西家】

19:1-5 希西家恳求以赛亚求告神
19:6-7 以赛亚的答复
19:8-13 亚述王再次挑衅犹大王

19:14-19 希西家的祷告
19:20-34 以赛亚的答复
19:35-37 亚述王被击败和被杀

王下 19:1-37



【希西家恳求以赛亚求告神】
1 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2 使家宰以利
亚敬和书记舍伯那，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
知以赛亚，3 对他说，希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
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4 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
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
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5 希西家王的
臣仆就去见以赛亚。

王下 19:1-37



【希西家恳求以赛亚求告神】
1 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2 使家宰以利
亚敬和书记舍伯那，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
知以赛亚，3 对他说，希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
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4 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
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
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5 希西家王的
臣仆就去见以赛亚。

王下 19:1-37

2 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那
=》他差遣以利亚敬宮廷总管和舍伯那书记（和修）

3 妇人将要生产婴孩 =》孩子已来到子宫颈口（直译）



【以赛亚的答复】
6 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
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7 我必惊动（原文作使灵
进入）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
下。

王下 19:1-37



【以赛亚的答复】
6 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
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A不要惧怕。7 B 我必惊动（原文作
使灵进入）他的心， C 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D 我必使他在那
里倒在刀下。

王下 19:1-37



【亚述王再次挑衅犹大王】8 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立
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9 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
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

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希西家，吩咐他们说，10 你们对犹大王
希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
亚述王的手中。11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行灭绝，
难道你还能得救吗？12 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兰，利色，
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13 哈马的王，
亚珥拔的王，西法瓦音城的王，希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

王下 19:1-37

V9  Soon afterward King Sennacherib received word that King Tirhakah
of Ethiopia was leading an army to fight against him. Before leaving to 
meet the attack, he sent messengers back to Hezekiah in Jerusalem 
with this message: NLT



王下 19:1-37西拿基立六角形石碑

西拿基立南下攻打
耶路撒冷



【亚述王再次挑衅犹大王】8 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立
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9 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
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

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希西家，吩咐他们说，10 你们对犹大王
希西家如此说，A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
在亚述王的手中。11 B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行
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12 C 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兰，
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13 D

哈马的王，亚珥拔的王，西法瓦音城的王，希拿，和以瓦的王都在
哪里呢？

王下 19:1-37



【希西家的祷告】14 希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
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15 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
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
造天地。16 耶和华阿，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阿，求你睁眼而看。
要听西拿基立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17 耶和华阿，亚述诸王
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18 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
为它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它。
19 耶和华我们的神阿，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
国都知道惟独你耶和华是神。

王下 19:1-37



【希西家的祷告】14 希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
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15 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

A 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唯有 you alone】你是天
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

B 16 耶和华阿，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阿，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
拿基立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

C 17 耶和华阿，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18 将列
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它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
石头的，所以灭绝它。

D 19 耶和华我们的神阿，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
万国都知道惟独你耶和华是神。

王下 19:1-37

向神赞美

向神投诉

表明危机

求神拯救



【以赛亚的答复】20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希西家，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立，我已听见了。

21 耶和华论他这样说，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
摇头。22 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
色列的圣者。23 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
利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
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24 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
的一切河。

25 耶和华说，我早先所作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
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26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
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27 你坐
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28 因你向我发烈怒，又
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
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

王下 19:1-37



因你(亚述王)向我(神)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

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

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王下19:28)



【以赛亚的答复】 29 以色列人哪，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

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
其中的果子。30 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31 必有
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
成就这事。

32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
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33 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
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34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
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

王下 19:1-37



【亚述王被击败和被杀】35 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
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36 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37 一日在他的
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得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
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

王下 19:1-37



王下 17:1-6

亚述王 执政年份 经文

1
撒缦以色三世

Shalmaneser III
主前 858-824 与亚哈王同时期

2
提革拉毘列色三世

Tiglath Pileser III
主前744-727

参王下15:19, 29。叙利亚─以法莲战争

(Syro-Ephraimite War) 发生在这个时期，参

王下16:7-18.

3
撒缦以色五世

Shalmaneser V
主前726-722 参王下17:3

4
撒珥根二世

Sargon II
主前722-705

多数学者认为是这位亚述王把北国以色列

人掳到亚述。参王下17:6, 24-27; 18:11；赛

20:1。

5
西拿基立

Senancherib
主前705-681 参王下18:13-19:37 （希西家）

6
以撒哈顿

Esarhaddon
主前681-669 参王下19:37；赛37:38

7
亚述巴尼帕

Ashurbanipal
主前668-627 无





【犹大王希西家】

20:1-11 希西家病得医治

20:12-19 希西家向巴比伦使者炫富

20:20-21 希西家结束公式

王下 20:1-21



【希西家病得医治】1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
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
能活了。2 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3 耶和华阿，求你记念我在
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作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希西家就
痛哭了。

4 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院或作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5 你回去告诉我民的
君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
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6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
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7 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
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疮上，王便痊愈了。

8 希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9 以
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
十度呢？10 希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11 先知以赛亚求告
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回去。

王下 20:1-21



【希西家病得医治】1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
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2 希西家就转脸朝墙，
祷告耶和华说，3 耶和华阿，求你记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作你眼
中所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

4 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院或作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
5 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A我听见
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B 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
华的殿。6 C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D 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
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

【赛 38:9-20=>希西家得医治后向神的感恩祷告】

7 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疮上，王便痊愈了。

8 希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9 以
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
十度呢？10 希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11 先知以赛亚求告
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回去。

王下 20:1-21



【希西家病得医治】1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
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2 希西家就转脸朝墙，
祷告耶和华说，3 耶和华阿，求你记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作你眼
中所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

4 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院或作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5 你回去告诉我民的
君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
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6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
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7 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
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疮上，王便痊愈了。

8 希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
有什么兆头呢？9 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
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10 希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
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11 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
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回去。

王下 20:1-21



亚哈斯的日晷 (stairway)，

也许类似这个样子。



【希西家向巴比伦使者炫富】12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但的儿子比罗达巴拉
但听见希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13 希西家听从使者的话，
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
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希西家没有一样不给
他们看的。

14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希西家说，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15 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希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
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16 以赛亚对希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
的话，17 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
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18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
太监的。19 希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

况，岂不是好吗？

王下 20:1-21

V12 听见希西家病而痊愈=》听见希西家生病了（和修）



【希西家向巴比伦使者炫富】12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但的儿子比罗达巴拉但听见希西
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13 希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
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
内，希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14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
见你。希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15 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
见了什么。希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
样不给他们看的。16 以赛亚对希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17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
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18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
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19 希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

王下 20:1-21

V19

希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他想：「在我
有生之年岂不是有太平和安稳吗？」 (和修)

希西家对以赛亚说：“主的话都是好的。”其实他心里在想，只要在
他有生之年得享太平便够了。 （当代）



比较代下 32:20-33
20 希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
求。21 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

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
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
他。22 这样，耶和华救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

王西拿基立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
安。23 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供物献与耶和华，又将宝

物送给犹大王希西家。此后，希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
尊大。

王下 20:1-21



比较代下 32:20-31

24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

头。25 希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
以忿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26 但希西家和耶路撒

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忿怒
在希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

27 希西家大有尊荣资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
和各样的宝器，28 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牲
畜盖棚立圈。29 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
多的财产。30 这希西家也塞住基训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卫城的

西边。希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31 惟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

差遣使者来见希西家，访问国中所现的奇事。这件事神离
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

王下 20:1-21



希西家水道

基训泉

西罗亚池

全长533m

两端高低

落差30cm



希西家水道



综合

1. 希西家跟乌西雅一样，无法坚持到底，
使蒙福的开始变成受咒诅的结束。

2. 希西家在危难中频频寻求和依靠神，
然而在平顺时却骄傲自恃，为原本完
美的人生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更为
犹大国带来无法改变的厄运。



应用

1. 我们要常常自我警醒，谨慎自守，
直到见主面，这样才能确保有好的
结束（finishing well）

2. 要常常自我省察，对付我们里面各样
隐而未现的罪，特别是属灵骄傲。

3. 凡是学习谦卑，切勿让成功冲昏了头，
使我们落入骄傲自恃的网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