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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以利沙在北國從事蒙神祝福的聖工－列王紀下2-14  5/13/18 
 

前言： 

從整體看來，這一課帶領我們從以利亞被接升天到以利沙的過世(王下13)。我們記得以利亞對北

國以色列的景象非常的沮喪灰心，他不了解 神為什麼遲遲不懲罰罪惡深重的亞哈家。作為對這

位忠心僕人的鼓勵，神賜給他一個忠心的同工來繼續他的事工，這位同工就是以利沙。以利沙親

眼看見神成就祂對亞哈及耶洗別的懲罰(列王紀下9實現了列王紀上21：21-24的預言)，但他最主

要的事工還是要以色列人知道神對悔改歸向祂的人的憐憫，恩典，及祝福。 

 

I.以利沙受以利亞的薰陶 

以利沙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救贖)。人對以利沙最熟悉的，就是他是“神人”(the man of 

God)。這樣的稱呼出現在列王紀下4：7，16，25，27，40，42；5：8，14；6：6，9-10，15；

7：2，18-19；8：2，8；13：19。以利沙有一個合神心意的品格，即謙卑又順服。從他早年的生

活，直到以利亞被召升天這段時間，我們只從列王紀第二章知道他是以利亞的僕人。他“倒水在

以利亞手上的”(列王紀下3：11)。在許多“先知門徒”的眼中，他是極其微小，但以利沙卻非

常滿足。他謙卑只要服事神的僕人-以利亞就滿足了。他以服事以利亞為樂，並且向他學習如何

事奉主。以利亞可能不是一位很容易相處的人，但他認識 神，也經歷過 神的大能在他身上的影

響。以利沙知道尋求屬靈的大能是最重要的事。當以利亞升天以後，以利沙雖也經歷如此聖靈充

滿的大能，但他並沒去模仿以利亞。雖然他們同感“一靈”，但這靈卻在他們兩個人的身上以非

常不同的方式產生作用，這就好像神創造了玫瑰，也創造了紅杉木，但是他們的香味完全不同。

以利亞大多數的時間都是獨居曠野，而以利沙卻是生活在城市中。以利亞的穿著非常原始，而以

利沙卻是與平常人一樣。以利亞是被召升天，而以利沙能在死後仍然能賜人生命。(列王紀下

13：20-21)。 

 

雖然以利沙的事工與以利亞的完全不同，但我們可以看出它是以利亞嚴厲教導的結果。以利亞等

候神，就好像僕人看主人的手勢一樣(詩篇123：2)，以利沙也有同樣的態度(比較列王紀上17：1

及列王紀下3：14；5：16等等)。以利沙也同樣斥責各樣的罪，例如貪心(列王紀上21：18-24，

26及列王紀下5：26-27)、人的不信(列王紀下7：2)及拜偶像(列王紀上18：40及列王紀下3：

13)。 

 

II.以利沙所行的神蹟 

在以利沙的時代，神用神蹟及先知預言的應驗來向不信 神的人顯出祂的大能，特別是有些先知

的預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在以色列最黑暗的世代，神興起以利沙去面對極其邪惡的君

王及王后。在那個時代，神不斷的向以色列人啟示祂自己。在這樣的時候，神的子民不要灰心，

因為正是在這樣的非常時期，神呼召出最傑出的屬靈領袖。在歷史中，神經常藉著先知所行的神

蹟來吸引那無助、無知的百姓去尋求祂，去認識祂(比較約翰福音3：2；使徒行傳3：11-12). 

以利沙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在這段的以色列歷史中，神為祂的百姓揀選以利沙，並使他行了許

多超自然的神蹟，其中至少有20個例子： 

1.使約旦河成為旱地(王下2：14-15) 

2.改變了耶利哥城的水質(王下2：19-22) 

3.懲罰戲笑以利沙的童子(王下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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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水源給軍隊(王下3：13-27) 

5.加添寡婦的油(王下4：1-7) 

6.使書念的婦人得孩子(王下4：8-17) 

7.救活書念婦人的孩子(王下4：18-37) 

8.使鍋中的毒物不起作用(王下4：38-41) 

9.用二十個餅餵飽一百人(王下4：42-44) 

10. 醫治乃縵的大痳瘋(王下5：1-19) 

11.懲罰基哈西(王下5：20_27) 

12.使失去的斧頭從水裡浮起來(王下6：1-7) 

13.預言敵人的行動(王下6：8-12) 

14.使少年人看見原本看不見的景象(王下6：13-17) 

15.使敵人的眼目昏迷但施恩典給他們(王下6：18-23) 

16.預言將有充足的食物(王下7：1-2，18-20) 

17.預言對不信神的人的懲罰(王下7：2，6) 

18.預言七年的饑荒(王下8：1-3) 

19.預言便哈達的死及哈薛的背叛(王下8：7-15) 

20.預言以色列的勝利(王下13：14-19) 

 

列王紀下13：20-21記載甚至在以利沙死後，神使碰到他屍骨的死人再次活起來。 

 

III.以利沙的事工 

以利沙的事工有許多不同的對象，在以利亞要被旋風接去以前，他事奉的對象是“先知門徒”及

他們的妻子。 

A.服事“先知門徒” 

在撒母耳的時代，有所謂 “先知門徒”，也就是藉著資深的先知，如以利亞，吸引來的一

群年輕人。他們願意去尋求認識神，於是就成為資深先知的門徒。就好像耶穌基督揀選了十

二個人，祂親自訓練他們。當以利亞被旋風接去，他至少有五十位“先知門徒”，他們都知

道以利沙只是以利亞的僕人。這些“先知門徒”都知道以利亞的外衣是他的代表。當以利亞

被旋風接升天時，以利沙大膽地拾起以利亞的外衣，這時他面對著要渡過約旦河的難關。神

讓這些“先知門徒”知道，以利沙不但有以利亞的外衣，而且那使以利亞大有能力的聖靈所

充。於是 神使原先是僕人的以利沙變成他們屬靈領袖。就好像保羅告訴提摩太，作為一位

真正神的僕人的工作是去教導、訓練其他的領袖去完成合神心意的事工(使徒行傳20：20，

25-27，32-35；提摩太後書2：2；希伯來書8：5)。以利沙現在有更多的時間與這些“先知

門徒”生活在一起，他以身作則，並且以話語來訓練他們，讓他們知道神的大能、神的恩

典、神的律法及神的審判。 

當候來以色列迅速的墮落時，這些“先知門徒”繼續成為 神向以色列人啟示的器皿，甚至

在以色列被擄的七十年間，他們仍然繼續工作。以利沙啟示神的良善，當人們把自己的需要

帶到他面前時，他以神蹟來滿足他們。列王紀下2：19-22記載神使水中的化學成份改變，可

以用來澆灌，使所種的蔬菜、水果有豐富的收成。當寡婦在絕望時，以利沙教她依靠神(比

較列王紀上4：17及馬太福音6：33)。“先求祂的國與祂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另一時候，當“先知門徒”在吉甲發現食物中有毒時，神藉著以利沙使食物不至傷害人(王

下4：38-41)。又在另一個機會，當“先知門徒”看到食物不足時，神藉著以利沙顯示，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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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關心人屬靈上的需要，祂也提供我們身體上的需要(王下4：42-44)。大概是由於“先知

門徒”的人數漸漸增加，他們住的地方太小了，於是他們要建一個大一點的居所，他們必須

向別人借斧頭，以利沙使掉到水裡的斧頭浮起來，他要這些“先知門徒”知道，神關心我們

生活的任何細節與需要(王下6：1-7)。我們相信這些“先知門徒”一定愛以利沙，因為以利

沙關心他們的需要及他們所面對的困難。他們也漸漸從以利沙身上學到把所有的事帶到神面

前來，不論事情有多小，就好像把事情帶到父親面前一樣。這些“先知門徒”，為了 神放

棄一切，神也藉著以利沙特別關心他們的需要，要他們知道神的恩典、溫柔、與良善。在這

方面，舊約比新約更清楚的顯示出神的恩典。 

 

以利沙的教導也有失敗的時候，他的門徒基哈西話太多(王下4：29暗示)，並且在面對只有

神才能解決的困難時，他的表現是如此無力(王下4：31)。基哈西終於因為貪戀這世界而無

法再被神所用(王下5：26)。在那對神無知並拒絕神的世代，神必須用嚴厲的方式來教導(王

下5 

：25-27)。以利沙的另一個門徒懼怕從人來的威脅(王下6：13-17)，以利沙就藉著這個機會 

，教導門徒去相信那肉眼看不見的神的保護，神答應以利沙的禱告(王下6：17)，祂就打開

了 

門徒的眼，讓他看到神的天使經常的保護。(比較王下6：7，使徒行傳7：55-56；及希伯來

書1：14)。有時以利沙派這些“先知門徒”去傳達神的預言，例如以利沙派“不知名的先

知”去膏耶戶，使他成為懲罰亞哈及巴力的工具(王下9：1)，有人說這“不知名的先知”就

是約拿，因為在以利沙去逝不久，約拿就成為先知了(王下14：25)。 

 

B.以利亞在以色列四個王朝的事工 

1.約蘭(Johoram) －列王紀下3：1-9：29；歷代志下22：7-9 

約蘭是邪惡的亞哈與耶洗別的兒子，但是他有很好的機會，成為北國的一位好王，因為

神派以利沙來幫助他及他的王國。但是約蘭不理睬以利沙的同在，甚至在他自己需要幫

助時，他仍然不去求助於以利沙(王下3：10-11)。當他的屬下提醒他，神有醫治的大能

時， 他並不理會。當亞蘭的將軍乃縵到他的王宮去求助的時候，他根本忘記了以利沙

的存在(王下5：8)。甚至當約蘭因為自己把全國陷在罪中而遇到困難時，他沒有自我反

省，反而要殺以利沙，就好像他的父母親要殺以利亞一樣。雖然如此，神藉著以利沙去

祝福那渴慕認識 神的百姓。雖然有人再三提醒約蘭(王下6：9-10，23，32-33)，他也

曾經轉向以利沙尋求他的建議，也想多知道 神的作為(王下8：4)，只可惜，這些改變

是短暫的。最後，約蘭選擇與耶洗別相同的路線，拒絕先知的帶領，所以他的下場也是

一樣，被人所殺，王位被篡。 

 

2.以色列王－耶戶(Jehu)－列王紀下9：1-10：36；12：1；歷代志下22：7-8；何西阿

書1：4 

耶戶首次在聖經中出現是以亞哈王將軍的身份(王下 9：5)。那時，他聽到了在亞哈與

耶洗別無故殺了拿伯以後以利亞所說的預言(王下9：25)，他並不知道，自己就是去執

行這預言的人。在以利沙膏了耶戶為王以後，耶戶充滿了熱血，要除去所有拜巴力的廟

堂，除去亞哈和耶洗別所有的子孫。神要使用耶戶成為懲罰亞哈與耶洗別的工具。雖然

這樣的懲罰是公義的表現(王下10：30)，但是很明顯的，耶戶作得太過份了，他大肆屠

殺，這是神不認可的(何西阿書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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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耶戶的表現，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人的熱心有時會超過 

神的心意，人常常會以不正當的方法去成就神的事工。第二：雖然有時我

們看到有些神的事工被邪惡的人所完成，但是這絕對不是說人就不必為自

己的行為負責，相反的，人必須完全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從耶戶往後的行動，可以看出來他並不是真的為主發熱心“只是耶戶不盡心遵守耶和華

以色列神的律法，不離開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裡的罪。”(王下10：31)。相反

的，耶戶選擇同時敬拜耶和華，拜金牛犢也拜迦南人的偶像，並使用他們敬拜的方式

(王下10：31)。他所受的懲罰，可以從現在存在大英博物館的一個碑表現出來，這個碑

顯示耶戶跪在亞述王面前，他的鬍鬚垂到地上。 

 

3.約哈斯(Jehoahaz) －列王紀下13：1-9 

這段經文雖然沒有提到以利沙的名字，但他預言神的懲罰將要臨到以色列(王下8：

12)。神使用外邦人亞蘭王哈薛來懲罰約哈斯，但當約哈斯向神呼求時，神就幫助他(王

下13：4-5)。 

 

就好像今天大多數的人，當神幫助他們渡過緊急的難關後，他們很快就忘

記，而回去過那屬世的生活。約哈斯也不例外，他回頭拜偶像，就好像箴

言26：11 所說的“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轉過來吃他所吐

的”。 
 

4.約阿斯(Joash) －列王紀下13：10-14：16；歷代志下25：17-25 

約阿斯的生活也如對所有其他的以色列王的描述“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離開

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陷在罪裡的一切罪，仍然去行”(王下13：11)。但是他卻有

令人嘉許的一點：當以利沙病危時，他去看訪了他，並且為以利沙的死而悲傷(王下

13：14-19)。約阿斯死的時候，以色列非常富裕，神原本可以藉以利沙來使用約阿斯，

但約阿斯卻選擇拜偶像，失去了蒙福的機會(王下13：19)。 

 

你是否選擇去得到神完全的祝福呢？ 
 

C.乃縵的故事－以利沙對外邦人的善行－列王紀下5：19 

以利沙的事工也臨到外邦人身上，不像當時大多數的人，以為神只祝福以色列人。以利沙憐

憫這些沒有聽過耶和華的外邦人，神藉著以利沙對他們的愛心來啟示祂自己。乃縵就是其中

的一個例子。這是個感人的故事，顯出許多人的信心，其中提到一個被擄的小女子，她相信

那使她從家鄉被擄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要萬邦的人都認識祂的神。乃縵的故事是一個傳

福音時非常好的例子： 

 

1.乃縵設想神醫治他的方法 

乃縵要神按照他所期望的方式來醫治他(王下5：11)。就如現今世代的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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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乃縵因為驕傲，拒絕神拯救他的方法 

乃縵不喜歡以利沙告訴他去潔淨受醫治的方法，因為這方法傷到他驕傲的心，他認為自

己國中的水不是更好嗎(王下5：12)？這告訴我們，按照我們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工

作，絕對不足以使我們的靈性得以潔淨及醫治。多少人不願相信，只要靠耶穌基督的寶

血，我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的事實(馬太福音26：28；希伯來書9：22；10：19；彼得前

書1：18-19；約翰一書1：7)。如此的說法被這些人所厭棄，是因為他們怕會放棄人的

智慧，而被人看成愚拙。 

 

3.乃縵接受那智慧的僕人所給的建議 

如果有人還沒有在“約旦河(代表耶穌基督的寶血)”被洗淨，必須仔細思想想列王紀下 

5：13的教導。 

 

4.乃縵接受被拯救的條件 

乃縵為了要經歷神的大能，他決定接受神給他的條件。相反的，如果乃縵堅持自己的驕

傲及知識，他就永遠無法經歷從神來的喜樂與被潔淨、被醫治後從神來的自由。 

 

現今，也有許多人想以自己的方法除去屬靈上的”痳瘋症”、罪惡感或壞習

慣，不願意去接受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拯救的事實(約翰福音14：6)。因此，

他們一直無法經歷神的同在，以致於擔當這些罪到永恆。 
 

D.以利沙對以色列敵人及亞蘭王的事工 

1.以利沙與便哈達－列王紀下6：8~21 

從列王紀下6：19~23節可以看到以利沙對外邦人的和善與憐憫。以色列王原本可以殺亞

蘭王，但卻被以利沙的阻止，因此，亞蘭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侵犯以色列。 

 

2.哈薛聽到以利沙的預言 

當以利沙告訴哈薛神的審判時，他完成了神給他的使命，但是不像耶戶，他並不願意看

到以色列人受苦，這與耶穌的心態相同(路加福音13：34-35)。以利沙雖然知道神的審

判是無法避免的，但他仍然為以色列選擇如此的下場而哭泣。 

 

E.以利沙對個人的事工 

以利沙以許多不同的方式來表示他對個人的關心，這從他問話中就可以知道，例如“我可以

為你做什麼呢？”(王下4：2，13)。當書念婦人沒有把她心中真正的盼望告訴他時，以利沙

願意繼續追問(王下4：14)。後來，以利沙也願意在她有困難時，更進一步地幫助她(王下

4：32-37)。當饑荒臨到這拜偶像的國家時，以利沙並沒有因為太忙而不顧她(王下8：1-

6)。他不但關心人在肉體上的需要，也關心人在屬靈上的需要。神藉著以利沙表現出神不同

的屬性(請讀詩篇27：10；31：19-24；以賽亞書48：17；49：15-16；馬太福音6：27，33；

路加福音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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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與以利沙同一時代的五位猶大的王 

以利沙在北國當先知的這段時間，南國猶大也經歷過許多王。 

A.約沙法(Jehoshaphat)南國的王－列王紀下3 

當以利沙在北國當先知時，約沙法在南國作王。約沙法經不起周圍鄰國給他的壓力，而決定

與北國的約蘭王聯盟，一起去攻打摩押(王下3：6-10)。雖然約沙法對神只有微小的信心，

但神仍然幫助三位以色列的王(王下3：14)。由於如此錯誤的聯盟，不但給他自己家庭帶來

許多不幸，也使南國猶大受到災難，甚至延續以後的四代。 

 

B.約蘭(Jehoram) －歷代志下21：1-20 

南國約蘭(Jehoram)與北國亞哈王的兒子約蘭的名字相同，很容易混淆不清。由於約沙法 

與北國的聯盟是在神的旨意之外，當約沙法的兒子娶了亞哈及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為妻

時，約蘭就把他父親(約沙法)想盡辦法要除去的偶像又重新建立了起來(代下21：6；王下8 

：25-26) 。約蘭也殺了他所有的弟弟們(代下21：4)，他在經過兩年痛苦的疾病以後死去

(代下21：16-20) 。更可悲的是在歷代志下21：20說約蘭去逝“世人無人思慕. . .  不在

列王的墳墓裡。” 

 

C.亞哈謝(Ahaziah)－列王紀下11；歷代志下22：10 - 23：21 

亞哈謝的母親亞他利雅及他的父親約蘭是造成整個南國墮落的根源。聖經中很清楚地指出亞

他利雅“使他行惡”(代下22：3)，“以致敗壞”(代下22：4)。亞哈謝與他祖父約沙法一

樣，與邪惡的北國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代下22：6)。所以當神使用耶戶懲罰亞哈時，亞哈謝

也 

同時遭到殺害(代下22：9)。 

 

D.亞他利雅(Athaliah)在南國掌權六年 －列王紀下11；歷代志下22：10-21 

亞他利雅(亞哈的女兒，約蘭的妻，亞哈謝的母親)與她母親耶洗別一樣，可以說是聖經記載

中最邪惡的婦女。當她的兒子－亞哈謝被殺以後，她殺了所有王家的後代，但是由於亞哈謝

的妹子約示巴把約阿施與乳母藏起來。約阿施(Joash)成為王室唯一的幸存者(王下11：1-

3)，亞他利雅只掌權了六年，撒但想利用她除去大衛支派，但沒想到由於她如此的壓迫，卻

使猶大王受到祭司耶何耶大的教導和訓練，於是神的話重新被重視、重新開始敬拜真神(代

下23：16到24：4)。 

 

E.約阿施(Joash/Jehoash) －列王紀下12；歷代志下22：10 - 24：27 

約阿施雖有好的開始，卻以悲劇收場，神給他很好的機會，讓他受耶何耶大的教導，但是敬

虔的心並沒有在他心中生根(請讀馬太福音13：20-21)。他只有在耶何耶大在世的時候表現

出敬虔的態度，但在耶何耶大去逝以後，他的原形畢露。無論如何，約阿施掌權的早期是一

個很重要的時期、是一個復興的時期，聖殿被修復，在約沙法以後就消失的獻祭又恢復了

(代下24：4-14)。神再一次教導猶大，讓他們經歷到回到神面前時所受到的祝福(以賽亞書

29：17-19)。約阿施的統治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1. 他的早年渴慕神的話－歷代志下24：4-14 

2.他可怕的背教(Apost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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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何耶大死後，這軟弱的王很快的就被過犯所勝、被拜偶像所引誘，他拒絕了神派遣去

幫助他的先知。不但如此，他甚至殺了那因聖靈感動給他警告的先知撒迦利亞(耶何耶

大的兒子) (代下24：17-19)，這很可能就是耶穌在馬太福音23：35所提到的事件。 

 

3.他神的審判帶來悲慘的結局－歷代志下24：23-26 

聖經中告訴我們神使用亞蘭來懲罰約阿施及他的後代(代下24：24)。約阿施受重傷(代

下24：25)，被他的僕人在宮中殺害(王下12：20)，這是要懲罰他殺害耶何耶大兒子撒

迦利亞的罪。 

 

結論： 

這一課帶我們從耶羅伯安二世，一直到第一位小先知約拿(王下14：25) 。從此以後，就進入 

了一個新的階段，開始有先知記下來的預言。對以色列歷史有一個明確的了解，(並且知道他 

們屬靈的狀況)，會幫助我們了解並接受小先知書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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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學習以色列歷史到目前為止的心得   分享日期 5/20/18 
 

1。你認為學習以色列歷史重不重要？為甚麼？ 

 

 

 

 

 

 

2。從學習以色列歷史中，是否改變了一些你對神的認識？舉例？ 

 

 

 

 

 

 

3。在以下的歷史人物中，你學到甚麼功課？從這些人物的經歷，你對神有甚麼認識？（任選） 

撒母耳 

掃羅 

大衛 

所羅門 

耶羅伯安 

北國的王 

南國的王（到目前為止） 

以利亞 

。。。 

4。到目前為止，那些人的本性，神的屬性給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