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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察

2. 解释

3. 应用

归纳法查经



观察的范围：

6个基本问题：何人? 何时? 何地? 何事? 如何? 和因?

作者的语气：建议？命令？劝勉？警告？应许？责备？…

经文的重点：重复的字句，关键性字眼，类比和对比，不同
的比例，引用经文，主要事件，问题与解答…

连接词：如“但是”，“以至”，“为了”，“因为”，
“所以”，“正如”，“那么”，“使”，“若”…

修辞方法：明喻，暗喻，寓言，借代，夸张，反语，拟人…

观察



叙事者透过三个主要的元素来传递信息︰

1）人物 character（故事人物或叙事者）

2）情节 plot （解释、冲突、议决）

3）角度/观点 point of view (即叙事的角度)

当然还包括其他的文学技巧：伏笔、倒叙、压缩、
等

叙事体裁

叙事体裁



列王纪结构

列王纪-结构

王上1-11 联合王国-所罗门

王上12-王下17 分裂王国-南北国

王下18-25 分裂王国-南国



列王纪结构

列王纪下-结构

王下1-8 以利沙的事迹

王下9-17 分裂王国历史直到北国灭国

王下18-25 南国历史直到被掳至巴比伦





王下1:1-18

观察
何人: 亚哈、亚哈谢、王的使者、巴力西卜、

耶和华的使者、以利亚、五十夫长、五
十人、约兰、约沙法。



王下1:1-18

观察
何人: 亚哈、亚哈谢、王的使者、巴力西卜、

耶和华的使者、以利亚、五十夫长、五
十人、约兰、约沙法。

何地: 撒玛利亚、路上、山上。

何时: 不详（可能亚哈谢作王的后期）。



王下1:1-18

观察
何事: 亚哈谢因跌伤而派人去询问外邦神巴力

西卜，因此惹怒了耶和华，最后被神惩
罚而死。

何因: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如何: 神差派他的先知去警告亚哈谢，使他得
以即时回转以免去神的审判



王下1:1-18

观察
重复: 王差派五十夫长重复三次 (9-10, 11-12, 13-14)

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 (2, 3, 6, 16)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 (3, 6, 15)

你必不下你的所上的床，必定要死(4, 6, 16)
使者 (2, 3[2x], 5, 6, 15)

五十夫长 (9[2x], 10, 11[2x], 12, 13[2x], 14)

五十人 (9, 10[2x], 11, 12[2x], 13, 14)

神人 (9, 10, 11, 12, 13)

火 (10[2x], 12[2x], 14)

烧灭 (10[2x], 12[2x], 14)



王下1:1-18

观察
重复: lh‘）עלה )=>上去、起来、拿、献祭 ...[9x]

“起来”（3）

“上” （4,6,7,9,13,16）

“迎着” (6,7)

ירד （yrd )=>下来、拿下来 ...[12x]

“下”（4,6,9,11,16）

“降下了”(10[2x],12[2x],14,）

“下去”（15[2x])



王下1:1-18

观察
对比: 耶和华对比别西卜

耶和华的使者对比王的使者

傲慢的五十夫长对比谦卑的五十夫长

听从神话对比听从王的话

“上去”对比“下来”

其他: 1:1的出现很唐突（cf. 3:5)



王下1:1-18

Wordplay 双关语

巴力西卜的名字

ַבַעל ְזבּוב  => Baal zebub => lord of the flies =>苍蝇王

לַבַעל ְזבּו => Baal zebul => lord the exalted =>尊贵的巴力

描述以利亚的形容词

ָער  ַבַעל שֵׂ =>Baal of hair => lord of hair =>全身长毛



王下1:1-18

分段
A 1-2 亚哈谢生病

B 3-4 耶和华的使者吩咐以利亚对王的使者说话

C 5-8 王的使者对王说话

D 9-14 三个夫长与以利亚的对峙 (9-10,11-12,13-14)

B’ 15 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话

C’ 16 以利亚对王说话

A’ 17-18  亚哈谢病亡



北国君王亚哈谢登基的“前言公式” （王上22:51-53）

王下1:1-18

前言公式 经文 经文内容

1 君王名字 51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

2 同时期另一君王 51 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

3 登基年岁 - -

4 在位年日 51 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5 统治地所在 51 在撒玛利亚登基

6 诸王母亲之名字 - -

7 对王的神学性评估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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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公式 经文 经文内容

1 列出资料来源 - -

2 其余历史性资料 18 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3 注明其死 17
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

的话。

4 注明其埋葬 - -

5 继任者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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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后记 - -

北国君王亚哈谢的“结束公式” （王下1:17-18）

王下1:1-18



亚哈谢三次差派使者去见以利亚，并他们之间的对话：

王下1:1-18

vv 9-10 vv 11-12 vv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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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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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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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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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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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哈谢三次差派使者去见以利亚，并他们之间的对话：

王下1:1-18

vv 9-10 vv 11-12 vv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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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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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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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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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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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下2:1-25

观察
何人: 耶和华、以利亚、以利沙、先知的门徒、

耶利哥城的人、童子。

何地: 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约旦
河对岸、迦密山、撒玛利亚。

何时: 不详（即可能在亚哈谢去世以后）。



观察
何事: 叙述以利亚跟以利沙的道别；

以利沙开始个人的事奉。

何因: 因神要把以利亚接去的时候到了。

如何: 神用火车火马将以利亚接去。

王下2:1-25



观察
重复: 叙述的重复 (2-3, 4-5, 6-7）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2; 4; 6)

地点的重复：
吉甲 =》伯特利 =》耶利哥 =》约旦河 =》约旦河对岸
撒玛利亚《= 伯特利《= 耶利哥《= 约旦河《= 约旦河对岸

行动的重复：
用外衣打水(8,14)

王下2:1-25



分段（以人物）

1-18 以利亚和以利沙

19-25  以利沙

王下2:1-25



分段（以结构）
A 1 以利亚和以利沙从吉甲出发

B 2-3 以利亚和以利沙在伯特利

C 4-5 以利亚和以利沙在耶利哥

D 6-8 以利亚和以利沙度过约旦河，离开先知门徒

E 9-12a 以利亚被接升天
D’12b-18 以利沙度过约旦河，回到先知门徒那里

C’ 19-22 在耶利哥治好耶利哥的水

B’ 23-24 在伯特利惩罚童子

A’ 25 以利沙回到撒玛利亚

王下2:1-25



以利亚跟以利沙三次的对话

王下2:1-25

2:2-3 2:2-3 2:6-8

2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

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

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

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3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

来见以利沙，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

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

道。

他说，我知道，你们不

要作声。

4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

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

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

二人到了耶利哥。

5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

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

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

你，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

作声。

6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

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

等候。

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

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7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

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

边站住。8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

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

开，二人走干地而过。



释经的难题 2:23-24

23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

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
的上去吧。24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

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四
十二个童子。

王下2:1-25



释经的难题 2:23-24
利10章 – 摩西的两个儿子因献凡火立即被神降火烧死
1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
华面前献上凡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2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
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3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
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
亚伦就默默不言。

徒5章-亚拿尼亚夫妇因欺哄圣灵也立即被处死
3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
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4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
价银不是你作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
了。5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王下2:1-25



释经的难题 2:23-24
利10章 – 摩西的两个儿子因献凡火立即被神降火烧死
1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
华面前献上凡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2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
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3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
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
亚伦就默默不言。

徒5章-亚拿尼亚夫妇因欺哄圣灵也立即被处死
3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
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4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
价银不是你作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
了。5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王下2:1-25



综合

1. 谁才是以色列的真神？(掌管生死)

2. 预言与应验

3. 人的傲慢与神的不可轻慢

4. 再伟大的领袖总有离开的一天

5. 神自己预备接班人并应许与他同在

6. 服事的心志需要不断的确定和更新



应用

1. 专心跟随和信靠你的神

2.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
前（箴16:18）

3. 需要预备和培训接班人

4. 务必时刻从神的话语和圣灵支取
服事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