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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上17章-列王紀下4章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舊約讀經班#32
2007年8月26日, 王文堂牧師



基督徒讀聖經歷史

1. 從歷史的進行看上帝的心意
a. 神的心意是救贖, 救贖的目的是做神的子民

b. 人的責任是聖潔, 聖潔的方法是分別與順服

2. 從團體的興衰看個人的責任
a. 在救贖的團體中, 人人都與救贖者有個人的關係

b. 救贖團體的興衰, 是個人與神關係的興衰之總合

3. 從生活的實例看真理的應用
a. 真理的基礎在新約

b. 生活的實例在舊約



列王紀上下的大綱

1. 所羅門時代, 王上1-11章
2. 南北朝前期, 王上12-16章
3. 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的事工, 上17-下8
4. 南北朝中期, 王下8-17章
5. 南北朝末期, 王下18-25章



南北列王

北國: 計9朝, 19王, 208年
南國: 計1朝*, 19王, 344年

*王后亞他利雅篡位7年另計



南國初期諸王 (王上14-16章)

1. 羅波安：在位17年
2. 亞比央: 在位3年
3. 亞撒：在位41年

除去國中的孌童及偶像

貶了祖母瑪迦太后之位，燒掉她所造的偶像

將金銀分別為聖，奉到耶和華的殿中

借助於亞蘭王便哈達，擊敗以色列王巴沙

4. 約沙法：在位25年
除去國中的孌童

設立總督治理以東



北國初期列王 (王上14-16章)

一. 北國第一個王朝：耶羅波安王朝
1. 耶羅波安：在位22年
2. 拿答：在位2年，為臣子巴沙所殺

二. 北國第二個王朝：巴沙王朝
3. 巴沙：在位24年

一作王就殺了耶羅波安全家，應驗先知亞西雅的
預言

先知耶戶責備巴沙，預言他全家被殺

4. 以拉：在位2年



北國初期列王 (王上14-16章)

三. 北國第三個王朝：心利王朝

5. 心利：在位7天
一做王位就殺了巴沙全家，應驗先知耶戶的預言

自焚而死

四. 北國第四個王朝：暗利王朝

6. 暗利：在位12年
原來是以色列的元帥

建造撒瑪利亞城，遷都於此



北國初期列王 (王上14-16章)

四. 北國第四個王朝
7. 亞哈：在位22年

娶西頓王之女耶洗別為妻，並在撒瑪利亞建造巴力的廟

亞哈、耶洗別與先知以利亞為敵

神使亞哈戰勝亞蘭王便哈達

亞哈與耶洗別奪取拿伯的葡萄園

亞哈與猶大王約沙法聯軍攻打亞蘭，被流矢射死

8. 亞哈謝：在位2年
求問以革倫的神巴力西卜

先知以利亞預言其必死

先知以利亞與以利沙



北國初期列王 (王上14-16章)

四. 北國第四個王朝

9. 約蘭：在位12年
與猶大王約沙法並以東王，三王合攻摩押

亞蘭王圍攻撒瑪利亞

被將軍耶戶射殺



列王紀中的先知

1. 拿單
2. 亞希雅
3. 示瑪雅
4. 無名神人
5. 耶戶
6. 以利亞
7. 米該雅
8. 以利沙
9. 約拿
10. 以賽亞
11. 戶勒大(女)
12. 其他: 無名的先知



有關先知

先知的定義：為神傳遞信息的人（申18:18）。

先知的驗證：凡他所說的都必成就（申18:22；
撒上3:19-20）
先知的權柄：來自於神的話語：「耶和華如此
說」。

先知的堅忍：先知往往是不受歡迎的，在逆境中
過一生。

最大的先知：摩西（耶穌之外）。



烈火先知以利亞

1. 基立溪旁：神叫烏鴉來養活他的僕人。

2. 撒勒法的寡婦：神叫一個外邦女子來養活以色
列的先知。

3. 婦人之子復活：舊約中第一次使死人復活。

4. 迦密山上：獨自向巴力的先知挑戰，神降火燒
掉祭物。

5. 羅騰樹下：厭倦逃亡，向神求死。

6. 何烈山上：自表忠誠，向神訴苦。



烈火先知以利亞

7. 天火燒死五十夫長和他的兵：王的權柄大，還
是神話語的權柄大？

8. 火車火馬，旋風接走：除了以諾之外，唯一未
曾嚐過死味的人

9. 以利亞與施浸約翰（瑪4:5，太11:14）：使
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10. 以利亞與耶穌（太17:1-5）：登山變相。

11.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雅5:17-
18）：你也可以有像以利亞那樣的信心表現。



一位小人物的啟示

俄巴底的例子（王上18:1-16）
他是亞哈王的家宰（皇室總管），是亞哈王的親信

亞哈與王后耶洗別熱衷於拜邪神巴力

聖經對俄巴底的評語是：「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華。」
（王上18:3）
敬畏神的實例之一：耶洗別殺耶和華眾先知的時候，俄
巴底將一百個先知藏了

敬畏神的實例之二：俄巴底在路上恰與以利亞相遇，就
俯伏在地說：「你是我主以利亞不是？」

結論：即使老闆反對神, 你還是可以做一個虔誠的基督
徒。



出賣自己的亞哈王

1. 在北國的九個朝代中，以暗利王朝和耶戶
王朝時間最久，影響最大

2. 亞哈是暗利的兒子，在位22年
3. 亞哈也是耶洗別的丈夫，約沙法的親家，

亞他利雅的的父親

4. 亞哈受到耶洗別的聳動，在撒瑪利亞建造
巴力廟，又做亞舍拉像，將全國帶入拜邪
教的狂熱之中。



出賣自己的亞哈王

5. 先知米該雅預言亞哈將會戰亡，亞哈因此而囚禁米該雅

6. 亞哈與南國的約沙法聯軍，在基列的拉未與亞蘭王惠
戰，亞哈雖然改裝上陣，但卻被流矢射入甲縫而亡，正
如米該雅所言

7. 聖經對亞哈的評語是：「從來沒有像亞哈的，因他自
賣，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別的聳
動，就照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趕出的亞摩利人，行
了最可憎惡的事，信從偶像。」（王上21:25-26）

8. 亞哈從光明入黑暗，從信真神到拜巴力，徹底出賣了自
己



強勢王后耶洗別

1. 耶洗別是西頓王謁巴力（根據史學家約西弗，
謁巴力身兼巴力的祭司，統治推羅西頓32年）
的女兒，她是一個熱衷的巴力敬拜者。

2. 巴力，或女神亞斯他錄（亞舍拉），屬於生殖
崇拜，是一種道德敗壞的邪教。

3. 耶洗別派人去殺耶和華的眾先知（王上18:4 
4. 迦密山事件之後, 耶洗別要殺以利亞
5. 耶洗別殺了拿伯, 奪取他的葡萄園
6. 耶洗別被耶戶派人擲殺
7. 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剿滅南國猶大的王室



亂世忠貞米該雅

1. 在亞哈和耶洗別的時代，全國陷入拜巴力的熱
潮，連許多耶和華的先知都變節了，但卻仍有
一些屬靈的忠貞份子，如以利亞和米該雅等
人，堅守自己的本位，雖然不合潮流，仍然對
主堅貞不移

2. 亞哈雖將米該雅囚禁，米該雅卻不屈服
3. 在屬靈混亂的時候，大部分的人會跟著潮流

走，對神忠貞的人將會受到排擠和逼迫，所以
必須有一顆願意付代價的心

4. 耶穌對他的門徒說：「若有人願意跟從我，就
當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多行奇事以利沙

1. 在亞哈和他兒子的時代，耶和華的先知與巴力
崇拜者展開了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耶和華的
先知以以利亞和以利沙為代表。

2. 聖經中神跡最多的三個時代：摩西的時代，以
利亞和以利沙的時代，耶穌和使徒的時代。神
以大能，使他的僕人勝過黑暗的勢力。

3. 以利沙原本是農夫，神指定他為以利亞的接班
人

4. 以利亞和以利沙都被稱為「以色列的戰車馬
兵」，表示使以色列得勝的是神的話語。



多行奇事以利沙

5. 以利亞升天之前，以利沙說：「願感動你的靈加倍感動
我」

6. 以利沙所行的頭兩個神跡：第一個是對善意尋求者的祝
福：治好惡水。第二個是對惡意譏笑者的咒詛：母熊撕
裂42個童子（youths少年人）。

7. 三王（北國約蘭，南國約沙法，以東王）合攻摩押，因
為沒有水喝而去請以利沙尋求神的旨意，以利沙預言他
們得勝

8. 以利沙幫助孤兒寡婦，以一瓶油裝滿了所有的器皿
9. 以利沙使書念婦人的兒子從死裡復活
10. 先知的門徒吃野菜中毒，以利沙行神跡解毒
11. 以利沙以二十個大麥餅餵飽一百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