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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纪上、下》合称为《王国记一、二、三、四卷》，列
王纪的内容承接《撒母耳记》，记录了从所罗门继位（主前970年）到犹大王约雅斤
被释（主前560年）大约四百年的历史。这是一部国度的兴衰史，神的百姓从所罗门
的盛世开始，很快盛极而衰，经历南北分裂、起起落落，最终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掳
去，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掳走。

• 《士师纪》所记录的三百年，是 “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二十一25）
的失败历史。而《列王纪》所记录的四百年，虽然百姓有了王，但北国的以色列王
都带头拜偶像，“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王上十四16）；南国的犹大王则在顺服神与
拜偶像之间来回摇摆，即使是努力带动国度复兴的希西家和约西亚，也不能阻止百
姓属灵光景的每况愈下；最后，南北两国都落到神公义的审判里。这四百年，也是
神彻底对付偶像的四百年，有了这四百年惨痛的教训，被掳回归的百姓再也不敢拜
偶像了。



• 《列王纪》不但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先知的话语，所以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
被列为《早期先知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的最后一卷。
《早期先知书》记录了神的百姓从进迦南到被掳巴比伦的历史，但先知的作品从来
都不是为了写历史而记录历史，他们更关心的是神借着历史所显明的心意，好作为
后人的鉴戒。

• 因此，《列王纪》中人物、事件所占的篇幅，并不是根据其政治地位、执政时间或
治国成就，也没有罗列所有的历史资料，而是按照属灵的意义加以取舍、整理，评
价君王的标准是他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王上十五5），还是 “行耶和华眼
中看为恶的事”（王上十一6）。例如：北国的暗利当时在国际上很有影响，但在本
书中却没有什么存在感；北国亚哈王的夸夸之战（Battle of Qarqar）是以色列历
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却被作者完全无视；南国玛拿西五十五年漫长的统治，被
一笔带过；而忠心顺服神的希西家、约西亚，神差遣挽回百姓的先知以利亚、以利
沙，则着墨甚多。



列王紀上下

本书所记录的历史可分成八个阶段：

1.所罗门继承大卫的王位（王上一–二章）；
2.所罗门的荣耀（王上三–十一章）；
3.南北分裂（王上十二–十三章）；
4.先知以利亚之前的历史（王上十四–十六章）；
5.以利亚先知时期的历史（王上十七–王下一章）；
6.以利沙先知时期的历史（王下二–十三章）；
7.北国以色列被掳之前的历史（王下十四–十七章）；
8.南国犹大最后的历史（王下十八–二十五章）。



前章回顾

22：1-40 章：亚哈死亡

1.先知的警告 (v.1-28)
亚哈之死是出于神的刑罚，这是先知宣告的。亚哈被假先知引诱，与亚兰王对战。

2.亚哈死亡 (v.29-40)
亚哈不接受先知的警告，结果真的在基列拉末战死沙场。

A．亚哈的防备 (v.29-30) 亚哈对先知的话半信半疑，为求安全，他改换衣服上阵，想掩敌人耳
目，但叫约沙法王照旧穿王服，以引敌人注意。人心诡诈，真是表露无遗。可怜约沙法王还蒙在鼓
中，你一片真心，可人要害你。
B．亚哈死 (v.31-40) 亚哈虽有防备，但当死期到的时候，他还是要死。亚兰王吩咐军兵只捉杀
亚哈一人，因此，当他们发现约沙法不是他们的目标时就放过了他。敌人随便一箭，就刚好射中亚
哈战衣的甲缝，他就这样死于乱箭之中了。

3.亚哈的儿子亚哈谢(v. 41-53) 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
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事奉敬拜巴
力，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經文：列王紀下1：1-18

1 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

2 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

你们去问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3 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

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4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

5 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

6 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

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

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

7 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



經文：列王紀下1：1-18

8 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

9 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

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哪，王吩咐你下来。

10 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

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11 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

神人哪，王吩咐你快快下来。

12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

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13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

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哪，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

看为宝贵。



經文：列王紀下1：1-18

14 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

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15 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

他下去见王，

16 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

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

17 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

兰接续他作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

18 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主題：以利亞與亞哈謝

分段

1. 以利亞預言亞哈謝必死(王下一1~8)

2. 亞哈謝差遣軍兵欲捉拿以利亞(王下一9~16)

3. 哈謝如以利亞之預言而死(王下一17~18)



1.以利亞預言亞哈謝必死 (v.1-8) 

1) 亞哈謝求問假神 (v.1-4)
1 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
2 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
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
你们去问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我这病
能好不能好。
3 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
他们说，你们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4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
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

•摩押曾先后被大卫（撒下八2）和暗利征服。亚哈去
世以后，摩押王米沙可能见到继位的亚哈谢的身体软
弱（2节），所以起来反叛，脱离以色列独立。第三章
就叙述与摩押的征战。
•“以革伦”（2节）是非利士五城中最北的一个。 “巴
力·西卜”（2节）的意思是“苍蝇之主”。在新约中，”。
•别西卜”（太十二24）被用来称呼鬼王。
•“耶和华的使者”（3节）可能是一位天使。天使没有
称亚哈谢为“以色列王”，而是“撒马利亚王”（3节），
可能特地要突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3节）这句话。
•人一旦开始拜偶像，必然会越拜越多，寻找更灵验的
偶像。经过了迦密山的神迹和米该雅的预言，亚哈谢
对他父母敬拜的腓尼基巴力和亚舍拉都失去了把握，
但还是不肯回转归向以色列的神，而是派人去非利士
求问传说中比较灵验的非利士偶像“巴力·西卜”。



1.以利亞預言亞哈謝必死 (v.1-8) 

2) 以利亞責備昏君 (v.5-8)
5 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
什么回来呢？
6 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
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
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
革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
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
7 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
话的，是怎样的人。
8 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
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

•亚哈谢可以弃绝自己的神（耶十五6），但信守的神
却永不弃绝自己的百姓（赛四十一9；何十一8），所
以再一次差遣以利亚，让神的百姓知道在悖逆的以色
列中仍然有神（3节）。

• “身穿毛衣，腰束皮带”（8节），是先知以利亚标志
性的粗陋服装。
•施洗约翰也“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太三
4），表明他的使命与以利亚相同（可九12-13）。



2.亞哈謝差遣軍兵欲捉拿以利亞(v.9-16)

1) 五十夫⾧去抓人 (v.9-12)

9 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

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

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哪，王吩咐你下来。

10 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

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

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11 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

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哪，王吩

咐你快快下来。

12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

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

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亚哈谢“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
（9节），是想囚禁或杀害先知，以为这样就可
以解除先知的咒诅。
•第一位五十夫长只害怕王权，却不敬畏神，所以
对以利亚说： “王吩咐你下来”（9节）。而神就
像当年在迦密山一样（王上十八38），从天上降
下火来，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10节），
是要向百姓表明： “耶和华是神”（王上十八37），
王连神的先知都不能随意“吩咐”（9节），更不能
不敬畏、顺服神了。
•第二位五十夫长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更张狂
地说： “王吩咐你快快下来”（11节），结果同样
没有好下场。



2.亞哈謝差遣軍兵欲捉拿以利亞(v.9-16)

2) 五十夫⾧去求問 (v.13-16)

13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

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

说，神人哪，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

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14 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

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

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15 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

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

16 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革伦

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

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

•第三位五十夫长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在神面前
自卑，所以神的怜悯就立刻临到他，天使让以利
亚 “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15节），只有神的
话才能指挥神的先知。
•以利亚曾在耶洗别的恐吓面前 “起来逃命”（王上
十九3），现在却毫不畏惧。因为神的话来了，
神的权柄也来了，这权柄胜过地上一切君王的权
柄。以利亚带着神的权柄去见王，宣告了神的审
判（16节）。



3.哈謝如以利亞之預言而死 (v.17-18)

1) 亚哈谢果然死了 (v.17-18) 

17 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

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

约兰接续他作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

儿子约兰第二年。

18 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

诸王记上。

• 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立刻顺服，当亚哈谢再来邀请时（49
节），就不肯继续与他和合伙造船。

• 约沙法是一位敬畏神的王，他与亚哈父子交好（44、49节；王
下3:7），却无法给他们带去正面的影响，带起他们同样敬畏神。
亚哈谢与第二位五十夫长一样（11节），同样学不到教训，所
以没有像父亲亚哈那样自卑（王上二十一29），作王一年就病
死了。

• 「亚哈谢」（17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掌握」，「约
兰」（17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被称颂的」。行恶
「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王上十六33）的亚哈，竟然
给两个儿子起了这么属灵的名字，实在是一个讽刺。但亚哈心
中的「耶和华」，其实只是他所想象的金牛犊。并不是自称信
神、信耶和华的人，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只有那位在圣
经中自我启示的三一真神，才是我们所信的神。

神三次提醒百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3、6、16节）？并且亲自用祂的作为回答了这个问题：百姓
虽然悖逆，但信实的神还是他们的神，祂仍然在他们中间施行审判，也仍然在他们中间显出恩典和怜
悯。今天，有些信徒的生活好像也是“教会中没有神”，明明知道“耶和华是神“（王上十八37），遇到
难处还是到处找偶像帮忙，追求各种势力、方法和技巧，就是不肯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单单倚靠神。
这是因为他们所敬拜的神和亚哈谢一样，只是金牛犊。



•从王上20到本章，这四章都有共同的主题，是在迦密山的神迹之后：
• 显明“耶和华是神”（3节；王上20:13、28；王上21:19；王上22:38）；
• 显明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罗2:4），百姓越悖逆，神越赐下恩典

和话语， “并没有弃绝祂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罗11:2），因为“照着拣选的
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罗11:5）。

• 显明人的全然败坏，不但神迹（王上18章）不能使人的心回转，恩典（王
上20章）、律法（王上21章）、榜样（王上22章）或是历史的教训（王下
一章），都不能使未蒙拣选的人回转归向神。因此，神说：「日子将到，我
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31:31），由圣灵亲自动工， “将我
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耶31:33）。因为亚当里的旧人已
经“全然败坏”（申31:29），只能倚靠基督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罗
7:24），重新「 “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
圣洁”（弗4:24）。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