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3 月 11 日 猶大諸王－希西家王朝（神看為好的王）：潔淨聖殿和再次獻殿 代下 29:1-36 

內文：vv.1-2 希西家登基時 25 歲，作王 29 年，他母親名亞比雅。他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

他祖大衛一切所行。vv.3-11 希西家作王第一年的尼散月（3-4 月，參後頁附圖）：一）打開

聖殿的門，吩咐利未人先潔淨自己後再潔淨聖殿，除掉污穢之物。二）陳明亞哈施行神眼中

看為惡的事（代下 28:22-25），就是封鎖聖殿的門、吹滅燈火、不燒香及獻燔祭，故神的忿

怒臨到猶大和耶路撒冷，使眾民被殺及被擄。可是，希西家立心與神立約，好使烈怒離開。

vv.12-19 希西家吩咐利未人中出自哥轄、米拉利、革順三個宗族的人去照著神的命令潔淨

自己，繼而用 8 日去潔淨聖殿。vv.20-36 獻殿禮分三部分：一）希西家與眾首領為全國獻

贖罪祭和燔祭。二）利未人按大衛以來規矩，在獻祭時歌唱和吹奏樂器，直到燔祭獻完，希

西家和所有人都俯伏敬拜。三）希西家呼籲百姓獻感恩祭和燔祭及開始聖殿獻祭的日常程序。 

反思：為何利未人先潔淨自己再潔淨聖殿？希西家為聖殿行獻殿禮的程序，我們從中有何學習？ 

日期：3 月 11 日   猶大諸王－希西家王朝（神看為好的王）：守逾越節   歷代志下 30:1-27 

內文：vv.1-12 希西家差人去走遍南北兩國，又寫信給以法蓮和瑪拿西人，呼籲於二月一同守逾越

節，因這是為善及回轉歸向神的行為，而神也會施恩、憐憫，使被擄到亞述的北國人能歸回。

當中雖然北國的人譏笑他們，但也有人自卑而來到耶路撒冷守節，而神也感動南國的人一心

遵行希西家與眾首領憑神之言所發的命令。vv.13-22 他們除掉亞哈施為大馬色的神明所設

的香壇和祭壇（代下 28:24-25），一起在聖殿裡守節祭祀；北國有許多人民到聖殿來獻祭，

但他們觸犯摩西律法，還未潔淨自己便吃逾越節羊羔，於是希西家為他們禱告，說凡專心尋

求神的，雖未有按潔淨之禮，但求至善的神能饒恕他們，結果蒙神應允。為此，北國來守節

的人大大喜樂、利未人和祭司日日頌讚神、希西家也稱讚安慰一切善於事奉神的人、獻上平

安祭及向神認罪。vv.23-27 經全會眾商議後延長節期 7 天，結果猶大會眾、祭司利未人和

從北國來的眾民和寄居的人盡都喜樂（代下 7:1-11，與所羅門獻殿禮後再守節七日類同）。 

反思：希西家邀請北國的人同守節，反映他看重什麼？神赦免未自潔吃羊羔的人，反映神看重什麼？ 

日期：3 月 12 日  猶大諸王－希西家王朝（神看為好的王）：為聖殿敬拜作準備  代下 31:1-21 

內文：v.1 守逾越節的歡愉使以色列眾人從南到北之地都毀棄偶像和祭壇後才各自回家。vv.2-19

希西家的政績：一）重整祭司利未人的班次來各按各職獻燔祭及平安祭。二）重整聖殿守門

的事奉來稱謝讚頌神。三）希西家將自己產業中的分出來為燔祭。四）吩咐百姓把各種出產

的十分之一奉獻給神，全然分別為聖放在聖殿裡的倉房；結果，南北兩國的百姓踴躍響應，

希西家為此稱頌神及為神的民祝福。五）為使祭司利未人能專一事奉神，凡 3歲以上的都可

從供物中得供養。六）供物中還要分給祭司利未人的妻子和兒女，因他們忠心事奉神。

vv.20-21 希西家在南國全地都是行神眼中看為善、為正、為忠的事，就是重視聖殿的事、

遵守律法與誡命、尋求神、盡心而作。因此，神使他凡事亨通。 

反思：眾人對神有好的回應，起始點是同守逾越節及看見王以身作則。這對我們理解復興有何啟迪？ 

日期：3 月 12 日 猶大諸王－希西家王朝（神看為好的王）：希西家的獎賞與結語 代下 32:1-33 

內文：vv.1-8 希西家對神作了敬虔的事以後（王下 18:3，在位第 14 年），亞述王西拿基定意來攻

打耶路撒冷。希西家準備迎戰：一）與領袖們商討。二）堵塞耶路撒冷城外的水源。三）開

鑿地下水道來將水引進耶路撒冷城內。四）修補城牆。五）製造武器。六）徵用民兵。七）

以神的同在作訓勉。vv.9-19 亞述王西拿基立率全軍攻打拉吉及寫信與差遣臣僕到耶路撒冷

見希西家，臣僕先輕侮希西家的宗教改革只是誘惑他們，實質無用處。其後再毀謗他們所信

的神，以挫他們的士氣，使亞述王輕易攻取耶路撒冷。vv.20-23 希西家和以賽亞呼求神，

神便差使者滅絕亞述軍，亞述王逃回尼尼微城拜祭他的偶像時，被他的兒子殺死。因神賜猶

大國平安，民便將供物獻與神，希西家在列邦人眼中也看為尊大。vv.24-31 希西家病得要

死向神禱告（王下 20:1-6，添壽 15 年），蒙神應允，但因心裡驕傲無報答神，導致神的忿

怒臨到猶大，直到他與民一同向神自卑，才止息神的憤怒，而神也賜他極多的財產，使他行

事盡都亨通。然而因他向巴比倫使者展示國中一切寶物，神便離開他。vv.32-33 希西家的

善行被先知收錄，壽終後葬在他列祖的墳地裡，死後仍受國民尊敬。他兒子瑪拿西接續作王。 

反思：從希西家的言行，我們汲取到什麼教訓？又有什麼值得學習之處？ 

日期：3 月 13 日    猶大諸王－瑪拿西王朝    歷代志下 33:1-20 

內文：vv.1-11 瑪拿西登基時 12歲，作王 55年，他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外邦人行可憎的事，

重建父親毀壞的邱壇、為巴力築壇、作木偶、敬拜天上萬象，甚至在聖殿中設立偶像和祭壇，

使他的兒女經火、觀兆、用法術、行邪術、交鬼、行巫術，故他引誘眾民行惡是比神在以色



列人面前所滅的列國更甚。為此，神（藉眾先知）警戒他和他的百姓，但他們不聽，故神使

亞述王的將帥攻打他們，用鐃鉤鉤住及用銅鍊鎖住瑪拿西擄到巴比倫。vv.12-17 瑪拿西急難

時悔改，極其自卑地向他列祖的神懇求，結果蒙神垂聽，使他得著釋放，重回故土仍舊作王，

他這時才知耶和華是真神。其後，他鞏固防衛、除掉偶像、重修神的祭壇及在壇上獻平安祭

和感謝祭、吩咐百姓要事奉真神，但百姓卻仍在邱壇獻祭。vv.18-20 瑪拿西得罪神及向神求

赦免的禱告都被何賽（先知）收錄。他壽終後葬在自己宮院裡，他兒子亞們接續作王。 

反思：瑪拿西的事蹟，對我們還有否藉口說自己在神面前沒有悔改更新的機會？ 

日期：3 月 13 日    猶大諸王－亞們王朝    歷代志下 33:21-25 

內文：亞們登基時 22 歲，作王 2 年，他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父親瑪拿西所行，祭祀父親所

雕刻的偶像，也不在神面前像父親向神自卑，故他所犯的罪越犯越大。結果，亞們的臣僕背

叛他，在宮裡殺死他，但國民又殺了那些背叛他的人，立他的兒子約西亞接續作王。 

反思：亞們與父親瑪拿西都不是神看為好的王，但兩者有何分別？這分別又帶給我們有何體會？ 

日期：3 月 14 日  猶大諸王－約西亞王朝（神看為好的王）：約西亞的宗教改革  代下 34:1-33 

內文：vv.1-7 約西亞登基時 8歲，作王 31年，他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列祖大衛所行，他

幼年時已尋求他列祖的神，作王第 12年潔淨聖殿及其他城邑，他除掉偶像、拆毀巴力的壇、

把祭祀偶像的祭司骸骨燒在壇上（王上 13:2 應驗先知預言）。vv.8-28 約西亞作王第 18 年，

他差遣沙番、邑宰瑪西雅、約亞去修葺聖殿，他們就去見大祭司希勒家，將收集到作為修葺

聖殿的錢交給督工，再轉交工匠，而因工匠誠實便不需記帳。修葺期間，希勒家發現律法書，

（或許是《申命記 28 章》）將書交給沙番，沙番唸給約西亞聽，他聽後感到悲慟（撕裂衣

服）及吩咐臣僕去向女先知戶勒大求問神，戶勒大要僕人們回去向約西亞陳明，神必照律法

書所言降禍，因這地的民離棄神，向偶像燒香，惹神的怒氣，但約西亞因敬服神，在神面前

自卑、哭泣，便必得平安，也不親眼見此災禍。vv.29-33 約西亞差遣人去招聚領袖們及百

姓到聖殿，把修葺聖殿時發現的律法書讀給他們聽，並在神面前立約，陳明要盡心盡性地順

服神，遵守神的誡命、法度、律例，神就會照律法書上所言去守約，於是百姓都服從這約。 

反思：約西亞十分重視在聖殿內發現的律法書，這給我們有什麼榜樣？我們又是怎樣理解律法書？ 

日期：3月 14日 猶大諸王－約西亞王朝（神看為好的王）：守逾越節與結語 歷代志下 35:1-27 

內文：vv.1-9 約西亞率民守逾越節：一）分派祭司及勉勵他們各盡其職去做好聖殿的事。二）勉

勵分別為聖的利未人，因約櫃已安放在殿裡，他們不再用肩扛抬約櫃，而要按宗族、班次去

事奉神及服事國民。三）主動獻上祭物來激勵首領們樂意跟從。vv.10-15 祭牲預備好，祭

司和利未人遵照約西亞吩咐各就各位。利未人的職務：替祭司宰殺祭牲及剝皮、把祭肉搬上

祭壇、烹製祭肉、送祭肉給百姓與祭司和歌唱與守門的利未人。vv.16-19 約西亞作王第 18

年與眾人都在耶路撒冷守逾越節（出 12:1-51）及除酵節（利 23:6-8）各 7天，這是自從撒

母耳以來最隆重熱鬧的逾越節（比希西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vv.20-27 約西亞守節及修葺

完聖殿後，埃及王法老尼哥去攻擊靠近伯拉河的迦基米施（王下 23:29，被攻打的是亞述

王），約西亞去抵擋他。埃及王差使者向約西亞陳明出兵既與他無關，也是按他所信的神的

吩附，因神與埃及王同在。可是，約西亞執意不聽，於米吉多平原與埃及軍爭戰時，被埃及

王的弓箭手射中，受重傷後被臣僕用另一架車送回耶路撒冷後就死了。其後，他被葬在他列

祖的墳墓裡，國民感到悲哀，耶利米為他寫哀歌給歌唱的男女去唱，並記載在《哀歌書》上。 

反思：約西亞很可能是因政治環境與心中驕傲而幫亞述，結果被殺。我們有否犯類同的錯誤？ 

日期：3月 15 日  猶大諸王－末後的四王：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西底家  歷代志下 36:1-23 

內文：vv.1-4 約西亞的兒子約哈斯被國民立為王，他登基時 23歲，作王 3個月就被埃及王法老尼

哥所廢及向他罰錢，且被擄去埃及。其後，埃及王立約哈斯的哥哥以利雅敬作王，且改名叫

約雅敬。vv.5-8 約雅敬登基時 25 歲，作王 11 年，他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巴比倫王尼布

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約雅敬被銅鍊鎖著，當要被擄去巴比倫前就死了，而聖殿裡的器皿則

被掠奪到巴比倫，放在尼布甲尼撒所信的偶像的廟裡。約雅敬的兒子約雅斤接續作王。

vv.9-10 約雅斤登基時 18歲（對照王下 24:8），作王 3個月 10天，他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

一年後，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將約雅斤和聖殿裡各樣寶貴的器皿掠奪到巴比倫，並立約雅斤的

兄弟西底家作王。vv.11-21 西底家登基時 21 歲，作王 11 年，他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也

不聽從先知耶利米的勸告在神面前自卑。結果，除了他不歸服神外，眾祭司長和百姓也大大

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穢了聖殿。然而，神的憐憫使祂仍差使者去警戒他們，

但他們卻嘻笑神的使者，藐視他的言語，以致神的忿怒向他們發作，無法可救。所以，神使



迦勒底人的王來攻擊他們。於是，不論男女老幼都被殺於聖殿裡，而聖殿裡與西底家及眾首

領的財寶也被掠奪，並放火焚燒聖殿與耶路撒冷城內的宮殿及拆毀城牆，又毀壞城裡寶貴的

器皿，更把西底家擄到巴比倫（公元前 586 年，猶大滅亡），直到波斯國的興起，這便應驗

神藉耶利米所宣講的預言，因為地土荒涼便守安息，直滿了七十年。vv.22-23 波斯王古列

元年（公元前 538 年），神要應驗藉耶利米宣講的預言，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詔

通告全國，表示因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他，便釋放猶太人（包括過往南北兩國

時被擄去的人）可歸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並願他們所信的神與歸回的人同在（拉 1:1-7）。 

反思：神的公義必要彰顯，故祂容許屬祂的子民，因離棄祂行惡而遇到國破家亡的事，但背後實質

仍是愛，是要人經歷深切的反省後能回轉，再次歸向神。我們能順服神的慈愛與公義嗎？ 

日期：3 月 15 日   從被擄之地的第一次歸回－第一批歸回的被擄者   以斯拉記 1:1-11 

內文：vv.1-4 波斯王古列元年，神要應驗藉耶利米宣講的預言，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

詔通告全國，表示因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他，便釋放猶太人可歸回耶路撒冷重

建聖殿，並願他們所信的神與歸回的人同在。此外，古列也要各地寄居的猶太人甘心地以金

錢、財物、牲畜來幫助歸回的人。vv.5-11 猶大、便雅憫的族長、祭司利未人及一切被神激

動他心的人都準備歸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而除了寄居波斯的猶太人甘心幫助，古列也派庫

官米提利達將昔日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從聖殿掠奪的器皿，按數歸還給猶大的首領設巴薩。 

反思：內文兩次提到神激動人心（v.1、5），這是表明神哪一方面的屬性？我們對此又有何領受？  

日期：3 月 16 日   從被擄之地的第一次歸回－被擄歸回者的名錄（一）   以斯拉記 2:1-35 

內文：vv.1-2 率領第一次歸回耶路撒冷的領袖，當中所羅巴伯（意思－在巴比倫出生的，族譜－

太 1:12-17）及耶書亞（又名約書亞，是大祭司約薩達的兒子，故繼承大祭司職分）為核心

（領袖們是否同時起行則不得而知），而尼希米與末底改不是尼希米記與以斯帖記裡的人。

vv.3-20 氏族群體的歸回名單。vv.21-35 按地點劃分群體的歸回名單（對照 1:5，猶大和便

雅憫城邑居首。從地理看是從「南」往「北」移，再回到「西南」，最後是「北」和「東北」

部；這條路線與約書亞攻取入迦南的路線相同，反映「歸回」有再次「進入迦南」的意思）。 

反思：歸回等於再次進入迦南，這觀念對我們的信仰有何啟迪？我們有時刻歸回神的裡面嗎？  

日期：3月 16 日   從被擄之地的第一次歸回－被擄歸回者的名錄（二）   以斯拉記 2:36-70 

內文：vv.36-39 祭司群體歸回（在家譜中找不到自己屬亞倫後代的，不可供祭司的職分）。vv.40-42

利未人群體歸回（人數稀少，或許是因被擄後轉做其他工作而不願歸回）。vv.43-58 其他殿

役（階級比較低及大多是外邦人，但他們已經長久在猶太人中間生活）。vv.59-63 宗族譜系

不明者（他們被視為不合適擔任祭司，直到有用烏陵和土明決疑的祭司興起）。vv.64-67 會

眾（或許因為只列出猶大和便雅憫支派及無計算婦孺，故總數上有差別）和牲畜總數，這裡

歌唱的與 v.41 歌唱的不同，因 v.41 歌唱的是在聖殿裡供職，只限男性。vv.68-69 禮物摘要

（為重建聖殿而甘心與盡力的捐獻）。v.70 他們歸回耶路撒冷，在自己原居的城裡居住。 

反思：內文反映他們或許有好的經濟能力，但重點是他們甘心與盡力捐獻。我們有這種奉獻態度嗎？  

日期：3月 17 日   從被擄之地的第一次歸回－恢復聖殿敬拜：重建聖殿   以斯拉記 3:1-13 

內文：vv.1-6 歸回原居城裡的猶太人，到了七月初一（節期最多的月分，參附圖）便如同一人聚

集在耶路撒冷。耶書亞和祭司們及所羅巴伯與百姓們為免驚動鄰近國家的人（撒瑪利亞人及

其他民族的外邦人）的敵意，便在原有的根基上築壇，並按摩西律法在壇上早晚獻燔祭、守

住棚節，其後一切聖節皆復甦起來獻祭，但那時聖殿的根基尚未立定。vv.7-13 按照古列所

允准，歸回的人付錢與糧食及請推羅、西頓人砍伐香柏木，然後運到沿海城市，再經海道飄

浮到約帕。第二年二月，所羅巴伯、耶書亞、祭司利未人及歸回的人開始建造聖殿。當匠人

立聖殿根基之時，祭司皆穿禮服吹號及利未人敲鈸，按大衛所定站著讚美神本為善，永發慈

愛，而眾人大聲歡呼；其中見過舊殿的老人哭號，故歡呼和哭號因眾民大聲呼喊而無法分辨。 

反思：他們如同一人去重建聖殿，我們與信徒之間能如同一人去事奉神嗎？有何困難？ 

日期：3 月 17 日   從被擄之地的第一次歸回－敵人反對聖殿的重建   以斯拉記 4:1-24 

內文：vv.1-5 古列年間，撒瑪利亞人去見所羅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長，要求一同建聖殿，因他們所

尋求的神，就是猶太人的神；但所羅巴伯等領袖認為他們信仰不純正，表明建殿與他們無關，

並這是古列允准歸回的猶太人去做的。結果，從古列到大利烏一世，撒瑪利亞人向官員行賄，

阻礙歸回的猶太人重建聖殿。v.6 亞哈隨魯（希臘名：薛西）年間，敵人上奏控告歸回的猶

太人。vv.7-23 亞達薛西一世，比施蘭等人、省長利宏、書記伸帥及其同黨都上奏控告歸回

的猶太人，當中 vv.11-16 及 vv.17-22 是兩封信函，前者（vv.11-16）是指控歸回的猶太人



重建城牆，故他們建成後會不再向波斯繳稅及波斯會失去河西之地的國土。後者（vv.17-22）

是波斯王的覆諭，表示願他們平安，王已閱畢上奏的信函，並已考察過耶路撒冷的歷史，當

中耶路撒冷的記錄不良好，故聽信他們的上奏，下令歸回的猶太人要停止重建城牆。vv.23-24

敵人得到王的覆諭，急忙去耶路撒冷見歸回的猶太人，用勢力強迫停工。結果，重建聖殿便

因而停止，直到波斯王大利烏一世第二年，聖殿才得以重建。（留意 vv.6-23 的內文是一個

插段，因按照年曆表，亞哈隨魯與亞達薛西一世，都是在大利烏一世之後，而聖殿也於公元

前 516 年完工。所以，這裡的記載不是按時間，而是要突出重建過程遇到的阻力，也與尼希

米記連上關係，因尼希米要做的就是重建城牆。） 

反思：所羅巴伯等領袖拒絕信仰不純正的撒瑪利亞人一同建殿，對事奉神的觀念有何學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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