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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猶大的約沙法王和先知以利沙    4/29/18 
 

 

約沙法王是猶大為數不多的幾個好王之一。  他遵循他屬神的父親亞薩(Asa)的腳步﹐統治了猶

大二十五年。 因為約沙法在亞哈 (Ahab) 統治以色列第四年時繼承猶大國的王位﹐所以他與臭

名昭著的以色列王亞哈同一時代。 這樣﹐約沙法又和先知以利亞同一時代。 

 

I.  約沙法 ： 猶大國的第四代君王 - 歷代志下 17-20 

盡管約沙法在他掌管猶大國的二十五年間也犯過一些錯誤﹐但他仍是猶大國最屬神的君王之一。

當我們在研讀約沙法如何帶領他的國家事奉神時﹐我們不禁想到我們自己的使命。因為我們身體

就是神的殿，所以我們被造的身體和性格使我們與神相交，把神的國度彰顯出來，榮耀主名；而

對一個家長來說，他的國度就是他的家庭，神叫他去領導他的家庭。 我們每個人都有像約沙法

那樣的使命去帶領自己的家人去事奉神﹐ 榮耀神。 

 

A.  約沙法建立猶大王國的基礎 

1. 約沙法的寶貴財富 -  歷代志下 17﹔ 19﹕5 -11  

當約沙法繼承猶大的王位時﹐他有兩筆很寶貴的財富。一方面，他受到他那屬神的父親

亞撒王的良好家教訓練 ( 歷代至下 20﹕32-33)。亞撒雖然有一些個人過失﹐但作為一

個君王﹐他在事奉神上給兒子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另一方面﹐約沙法受到神的祝福﹐有

一個虔誠信主的先知耶戶--先見哈拿尼的兒子﹐來幫助他。 

 

2.  約沙法在猶大國的作為 - 歷代志下 17﹕3 - 18﹕1 

a.  約沙法定意尋求神(歷代志下 17﹕4 - 5)﹐所以耶和華堅定他的國。 

b.  約沙法除掉丘壇和偶像。約沙法拒絕巴力﹐不妥協﹐立定心意要從他的王國除

掉一切的丘壇、偶像 (歷代志下 17﹕6)、和乩童(列王紀上22﹕46)。這在新

約中和我們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都有相應的重要意義﹕我們必須脫下舊衣﹐捨

去舊我﹐才能穿上新衣﹐成為新人、新我﹐變為聖潔。羅馬書12﹕2要求我們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約沙法選擇了棄除這些丘壇、偶像﹐你在你日常生活中是否還有什

麼丘壇、偶像未能除去呢﹖ 

c.  約沙法自己堅持行在神的命令中。 

d.  約沙法遣送臣子去向百姓教導耶和華的律法。約沙法並不是簡單地告訴百姓去

遵守神的誡命﹐然後任憑百姓去行；他是有計劃、有步驟地讓臣子、祭司帶著

耶和華的律法書﹐走遍猶大各城去教訓百姓 (歷代志下 17﹕7 - 9)。 
 

  你在家中有否有計劃地讓家人去認識神和神的話語呢 ﹖ 

  你是否為了使神的話語更簡單易懂﹐更容易被青少年理解接受而努 

  力禱告呢﹖ 
 

e.  約沙法是一個精明的統治者 (歷代志下 17﹕11 - 18﹕1)。他建造營寨和積貨

城﹐使猶大國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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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5:15 -17: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

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

白主的旨意如何。”神托託付給我們每個人管理家庭﹐教育子

女﹐與同事相處﹐參與教會事奉, 團契事工等任務﹐我們能否像

約沙法那樣精明管理呢 ﹖ 

 

3.  約沙法定意尋求神的旨意﹐完成神交給他的任務。  

所以神也特別恩待他。 “所以耶和華 堅定他的國﹐猶大眾人給他進貢﹔約沙法大有尊

榮貲財”( 歷代志下17﹕5)。 

 

B.  約沙法的錯誤結盟所帶來的第一次過錯 -  歷代志下 18﹕2 - 19﹕3 

從以上幾章我們可以看出神的憐憫使得約沙法的王國免受戰亂。而北國以色列在行惡的亞哈

王和耶洗別的統治下﹐築丘壇﹐拜巴力﹐戰事不斷。 當約沙法處於繁榮之時﹐他決定與亞

哈結政治聯盟﹐甚至讓他兒子約蘭娶了亞哈和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為妻，從而導致了他的

第一次過錯。 

我們基督徒應當向非基督徒表現我們的愛心﹐甚至成為“罪人的朋友”(馬太

福音11﹕19)。 但我們也要儆醒﹐不要因為追求我們個人的喜樂和滿足而與這

個世界同流合污﹐更不要因為追求世上的“友誼”而走上偏離神的道路。 
 

1.  約沙法與亞哈結盟 

a.  亞哈與亞蘭王便哈達早期的爭戰 - 列王紀上 20﹕1-19 

在約沙法和亞哈結盟之前﹐亞哈已經和亞蘭王便哈達有了兩次戰爭。  在第一次戰

爭中﹐便哈達雖有絕對优勢的兵力，卻敗給了亞哈。當時耶和華想要建立亞哈的信

心﹐便施以恩典，如此說﹕“這一大群人你看見了麼 ﹖ 今日我必將他們交在你手

裏﹐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列王紀上 20﹕13)。亞哈王只有“少年人”232人﹐

士兵7000人﹐卻擊敗了勢眾的亞蘭王。這證明只要有耶和華的同在﹐就能以少勝

多。 

次年春季﹐便哈達又進攻亞哈﹐因他的臣僕對他說﹕“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

他們勝過我們﹔但在平原與他們打仗﹐我們必定得勝。”(列王紀上 20﹕23)。 然

而神的憐憫再次降臨﹐讓亞哈大打勝仗﹐期望“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列王紀

上 20﹕28)。 

儘管神兩次用他的大能幫助亞哈擊敗敵人﹐亞哈為了財富和喜樂﹐還是選擇與被擊

敗的便哈達結盟﹐違背了神的旨意。 

b.  神通過米該雅對亞哈的警告 - 列王紀上 22﹕1-28 

在以色列和亞蘭(敘利亞)第二次戰爭後﹐他們有了三年的平安。然而﹐由於亞哈的

愚蠢﹐基列的拉末還在敘利亞手中﹐敘利亞答應亞哈在大馬士革設立市場的承諾

(王上20:34)也沒有兌現。  因此﹐當約沙法來拜訪亞哈時﹐亞哈想法騙得約沙法

率領猶大的軍隊來與他配合去收復基列的拉末 (列王紀上 22﹕2-4)。 在這時﹐ 

約沙法堅持要亞哈“請你先求問耶和華”(列王紀上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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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上22﹕5-12 栩栩如生地描寫了亞哈和約沙法兩位國王﹐披著皇袍﹐坐在撒

馬利亞的皇宮寶座上的情景。亞哈王的先知們一個一個冠冕堂皇地向他們預言此戰

必勝。 在這一片殷勤討好的讚美聲中﹐約沙法忽然覺得好像缺乏聖靈的權威與他

們同在﹕“這裏不是還有耶和華的先知﹐ 我們可以求問他嗎 ﹖”亞哈的回答反映

了他的一貫對神的態度﹕“還有一個人﹐是音拉的兒子米該雅﹐我們可以托他求問

耶和華。只是我恨他﹐因為他指著我所說的預言﹐不說吉語﹐單說凶言。”(列王

紀上 22﹕7-8)  最後他們把忠實而有勇氣的先知米該雅帶到寶座前來。米該雅的

預言在列王紀上22章和歷代至下18章都有完全的記載，可見其重要。 

先知米該雅的話語不同別的“先知”﹐在當時他也許是少數派﹐但他的話是從神那

裡來的﹐是真實的。亞哈把他投入監獄﹐“等我平平安安地回來”(列王紀上22﹕

27)。事實上亞哈正如先知米該雅的預言所述﹐再也回不來了。 

在我們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我們不也經常喜歡聽別人的讚美之詞而

厭煩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嗎﹖ 有時我們說想要徵求他人意見﹐而實際上

只是要從他人嘴裡來證實自己的想法﹐並非真正地去尋求神的旨意。 

2.  約沙法和亞哈錯誤結盟所帶來的災難 - 歷代志下18﹕28 - 19﹕3 

a. 戰爭失敗 

• 約沙法的危險﹕如果不是神的憐憫﹐約沙法早已命喪沙場了。亞哈故意請約

沙法披上王袍﹐使其成為眾敵的目標。然而﹐當約沙法絕望地向神呼求﹐

“耶和華就幫助他﹐神又感動他們離開他”(歷代志下18﹕31)﹐使他免於一

死。 

• 亞哈的死﹕亞哈雖然憎恨先知米該雅不順耳的話﹐一意孤行去基列打仗﹐但

還是把自己打扮成一名普通戰士。“有人隨便開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

縫裏”(歷代志下18﹕33)。亞哈至少在他臨死之前應該認識到偽裝也沒法逃

避神對他的審判。 

b.  先知耶戶對約沙法的譴責   

約沙法雖然平安地從戰場回到耶路撒冷﹐但他受到了神通過耶戶對他的嚴厲譴

責 “耶和華的忿怒臨到你”。 

c.  約沙法兒子與亞哈女兒結親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由於約沙法與亞哈聯盟﹐他的兒子娶了亞哈和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這樣的

婚姻使得約沙法的兒子深受亞哈的影響﹐以致他繼承王位後﹐偏離神的道﹐使

猶大國蒙受災難。這種不受神祝福的聯盟﹐禍及三代﹐值得我們深思。 

C.  約沙法禁食禱告戰勝敵人(歷代志下20﹕1-30) 

1.  約沙法受到戰爭的威脅 

這是舊約聖經最美的章節之一。在亞哈王死後不久﹐摩押、亞門和米烏尼人浩浩蕩蕩從

以東沿海聯合來攻擊猶大國。猶大每個人都感到害怕。 約沙法的懼怕使他來到神的面

前﹐“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歷代志下20﹕3)。 

當我們遇到緊急狀況時﹐我們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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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沙法的緊急措施 

a.  定意尋求耶和華 (歷代志下20﹕3) 

b.  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歷代志下20﹕3) 

c.  約沙法帶領全民向又真又活的神禱告 

(1) 約沙法大聲表達他信賴神和祂的大能(歷代志下20﹕6) 

(2) 約沙法提醒會眾神過去對他們的愛和拯救 (歷代志下20﹕6-8) 

(3) 約沙法回顧神對所羅門王的應許 (歷代志下6；20﹕9) 

(4) 約沙法將他們所面臨的困難和懼怕一一傾述在神的面前 (歷代志下20﹕

10-12) 

(5) 約沙法特別求神幫助，並求神指示該如何行 (歷代志下20﹕12) 

3.   神對約沙法禱告的回應  -  歷代志下20﹕14 - 24 

  a. 通過先知雅哈悉應允對猶大的拯救 (歷代志下20﹕15-17) 

b. 通過先知雅哈悉下了三條命令﹕ 

(1) 不要害怕﹐勝敗不在乎你們﹐乃在乎神 (歷代志下20﹕15) 

(2) 要下到耶和華預先安排好的地方去迎敵(歷代志下20﹕16) 

(3) 不要爭戰﹐看耶和華為你們施行拯救 (歷代志下20﹕17) 

c.  通過神祭蹟 - 當猶大人在歌唱頌讚耶和華時﹐神就讓摩押﹐亞門和西珥山人

互相殘殺﹐彼此滅絕。 

4.  神的解救給猶大國帶來的喜樂 -  (歷代志下20﹕25 - 30)  

猶大國從來沒有如此地愛神﹐他們以彈琴﹐鼓瑟﹐吹號來敬拜神。 

你的家庭、教會在經歷神的解救後﹐是否也像猶大國一樣感謝神﹐敬拜神

呢﹖ 

II.  先知以利沙 – 接續以利亞的以色列先知 

A.  以利沙 - 以利亞所訓練的先知 - 列王記上 19﹕19-21 

1.  以利沙被呼召  

以利沙原是巴勒斯坦北邊的一個農夫。有一天當他在耕地時﹐以利亞把自己的外衣搭在

他身上，他就明白了這是神在呼召他出來像以利亞一樣做先知。當以利沙躊躇﹐要回家

與父母道別時﹐以利亞要他絕對地委身於神。 列王記上 19﹕20並非與以利沙爭辯﹐以

利亞或許會這樣說﹕“如果你不能用全心來服事神﹐那你就回到你原來的生活去吧”。 

我們能否用我們的全身全心來服事我們的神呢 ﹖ 

2.  以利沙被訓練  

以利沙是在以利亞的訓練和培養下成為先知的。他和以利亞這位老先知在一起生活、做

工有八九年之久。從以利亞對神的態度和以利亞的榜樣﹐以利沙認識到這位又真又活又

不時顯神蹟的大能的神。隨著跟隨以利亞的時間增長﹐以利沙更認識到以利亞個性的偉

大和與神的親密﹐這使得以利沙渴望能獲得像以利亞那樣與神相交的經歷和能力。 

B.  以利亞升天之前對以利沙的三重試驗 - 列王記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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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利亞快要升天之前﹐為了確保以利沙不妥協於那些貪圖享樂、離棄神的以色列人的神而

成為的忠心僕人﹐他需要讓以利沙自己有奉獻給神的態度和百折不撓的決心。因此﹐以利亞

在升天前﹐三次試驗以利沙﹐讓他在原地等候﹐而自己按神的命令前行。 

1.  伯特利 (列王記下 2﹕2-3) - 伯特利象徵與神同在的開始。雅各第一次是在此與

神相遇﹐以耶和華為他的神﹐自己要作耶和華的僕人。也是在這裡以利亞第一次告

訴以利沙神要自己繼續前行﹐而以利沙可以選擇在原地等候，以此試驗以利沙是否

願為神付出更大的努力往前行。 

許多基督徒就是停留在初信主的階段﹐以為那就是神為我們所預備的﹐從

而失去了神為我們預備的更豐盛的祝福。 

2.  耶利哥 (列王記下 2﹕4-5) - 在這裡﹐以利亞再次讓以利沙等候以試驗他的決

心。以利沙堅決跟隨以利亞，這象徵他靈命上的勝利﹐他對神的堅信﹐和他願意服從神

的意願。 

3.  約旦河(列王記下 2﹕6-8) -  約旦河象徵了到達神的應許之地前的死亡之河﹐舊

的自我和罪在此死亡，全新和永恆的生命就在此開始。以利亞再次讓以利沙等候﹐但以

利沙還是堅持要和以利亞一起去﹐穿越約旦河。 

4.  以利沙的要求和以利亞的升天 (列王記下 2: 9-11) - 只有在以利沙證明了他有決

心跟隨神之後﹐以利亞才給予他機會以滿足他的請求 (列王記下 2﹕9)。以利沙要求得

到加倍的聖靈來幫助他的事工。當我們向神請求時﹐我們通常所求的是什么呢 ﹖以利

亞的升天是非常獨特的﹐路加福音9﹕30-31 記述了登山變像﹐以利亞和摩西與耶穌一

同說話。以利亞的升天對我們當今的世界來說是個謎﹐唯有我們的神可解釋這一切，

“隱秘的事，是屬於我們的神的；唯有顯明的事，是永遠屬於我們和我們的子孫的”

(申29:29)。 

C.  以利沙屬靈力量的改變 - (列王記下 2﹕13 - 14) 

1.  以利沙個人對神的大能的信心 (列王記下2﹕13-14) - 以利沙不用再依賴以利亞的

禱告和神蹟﹐他自己已被聖靈感動﹐依靠神的聖靈的大能做工了。那些先知的門徒

們也明白聖靈已感動以利沙了(列王記下2﹕15)。 

2.  以利沙的事工 - 盡管出自於同一聖靈感動﹐以利沙和以利亞的事工方向有很大的

區別。以利亞是“烈火的先知”﹐重在嚴厲的懲罰﹐改革﹐和正義的警告﹐他與神

有非常良好的關係。以利沙的事工更著重於與百姓之間的關係。以利亞遠離人群居

住﹐而以利沙生活在百姓之中。以利沙的事工著重在啟示神的恩典和憐憫。 以利

沙的第一件神蹟便是為百姓把惡水變為清潔。以利沙下一個事工是為他們的百姓在

緊急狀況下尋求神的帶領和拯救(列王記下 3)。事實上以利沙大部份的事工神跡就

是在揭示神對百姓的恩典﹐醫治﹐和安慰。 

神有祂的主權。聖靈在每個人身上所做的工可以是不一樣的。有的人

做先知﹐有的人做門徒﹐有的人當主日學老師﹐有人做關懷探訪﹐等

等。 

3.  列王記下 2:23-24是一段難解的經文，經常引起爭論。從故事看，似乎神對這些嘲

笑以利沙的兒童懲罰得太嚴重了。其實，童子應該翻譯為少年人﹐撕裂應作為抓傷。少

年人嘲笑以利沙也就是嘲笑神﹐在舊約時代﹐神為了彰顯正義﹐保證神的道能被傳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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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嚴懲辱罵神所揀選的先知是有道理的。但在新約時代﹐神的恩賜和憐憫是佔主導地

位的。 

 
 

 

第十二課             討論日期：5/6/18 

 

讀上週發的講義及其中所提到的經節。 

1.  請分享你讀了講義以後的心得，那些信息給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讀列王記下 5，6 

2. a. 根據列王記下第5章來說明一個罪人為何及如何來到耶穌基督十字架前請求潔淨﹖  

 

 

 

    b. 這個故事中，那一個人是你想要學習的榜樣？為什麼? 

 

 

 

3. 簡潔的描述以利沙在第6章中所行的神蹟? 藉著所行的神蹟, 你對神有甚麼認識?  

 

 

 

 

4. 列王記下第6章中所記載的什麼事實，在新約希伯來書1:14及約翰一書4:4也有同樣的說法  

 

 

 

讀列王記下 7，8 

5. 根據列王記下第7章, 你從麻瘋病人的態度上學到什麼功課﹖(舉出經文)  

 

 

 

6. 為什麼列王記下7:17-20及8:1-2所記載的警告及祝福，也適用在我們每日的生活中﹖  

 

 

 

7. 根據列王記下第7章, 神如何祝福書念的婦人?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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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據列王記下 7:7~29, 簡短的敘述亞蘭及南國的王. 

 

 

 

請列王記下9，10 

9. a. 根據列王記下9章；以利亞的預言如何實現了﹖(參閱列王記上19，21章)  

 

 

 

  b. 分享你所認識到神的原則(參閱加拉太書6:7及彼得後書3:2-11)  

 

 

 

  c. 在列王記下第10章中，那一段經文也強調相同的信息？ 

 

 

 

10. a. 舉出耶戶好的及不好的個性‧ 

 

 

 

    b. 今日基督徒是否也有相同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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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討論日期：5/13/18 

讀歷代志下21(有關約沙法的兒子)及歷代志下22-24(有關祭司耶何耶大)  

1. a. 從歷代志下21章中，說明約蘭墮落的原因﹖ 

 

 

 

   b. 對約蘭的死有什麼悲哀的描述﹖ 

 

 

 

   c. 根據歷代志下22章，約沙法的孫子亞哈謝墮落的原因是什麼﹖這也給我們作父母親的一 

個 警告     

 

 

2. a. 在歷代志下23章中，那一件事最引起你的興趣？ 

 

 

 

     b. 耶何耶大的什麼特性給你最深的印象﹖ 

 

 

 

 

3. a. 根據馬太福音23:34-39，耶穌基督所引用的事件，說明歷代志下24章中所記載的罪行。  

 

 

 

 

     b. 犯了罪的結果是什麼(歷代志下24章) 

 

 

 

     c. 你學到了甚麼功課？ 

 

 

 

讀歷代志下25章及列王記下14章  

4. 根據歷代志下25章, 你對人有甚麼認識, 為什麼? (根據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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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列王記下 15，16章及希伯來書 12:5-14 

5. 請描述北國以色列這段時期的國情? 為什麼?  

 

 

 

 

6. 請描述南國猶大這段時期的國情? 為什麼? 

 

 

 

 

7. a.那一段經文告訴我們神興起敵人要使以色列及猶大悔改﹖  

 

 

 

   b. 神用什麼方法使我們悔改(參閱 士3:1~4; 林前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