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4-33, 7,8



王下 5:1-27     以利沙使乃缦得医治

王下 6:1-6 以利沙替门徒找回斧子的头

王下 6:7-23     以利沙使亚兰军队进攻受挫，
并恩待被掳的亚兰军队



王下 6:24-7:20 亚以利沙预言神将拯救撒玛

利亚脱离亚兰人的围困

王下 8:1-6 书念妇人因以利沙重获田产

王下 8:7-15 以利沙预言哈薛杀害便哈达

王下 8:16-24 犹大王王约兰

王下 8:25-29 犹大王亚哈谢





观察
何人: 便哈达、以色列王、妇人、以利沙、长

老、王的使者、耶和华、军长、四个长
大麻风的人、亚兰军队、赫人的诸王、
埃及人的诸王、守城门的、众守门的、
王的臣仆、众人

何地: 撒玛利亚

何时: 不详（约兰当以色列王期间）

王下6:24-7:20



观察
何事:

何因:

因亚兰人围困撒玛利亚而导致的饥荒使
北国以色列民不聊生

如何: 以利沙预言神会拯救撒玛利亚脱离围困

-

王下6:24-7:20



观察
重复: “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

舍客勒” (1, 15, 18)

“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 (17, 20)

“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 (2, 19)

“黄昏” (5,7)

以利沙的预言 (1, 18)；军长的回应 (2, 20)

其他: 重复前几章的题材：长大麻风；为以色列王解围

王下6:24-7:20



王下5:1-27

地
理

以色列

犹大

以东

亚扪

摩押

以兰

主前830的
巴勒斯坦



分段

A 6:24-31 有关撒玛利亚饥荒的情景

B 6:32-7:2 以利沙预言神的拯救

C 7:3-20 预言的应验

3 段
内容

王下6:24-7:20



分段

A 6:24-25 前言：城被围困与饥荒

B 6:26-31 叙述城里的饥荒的凄惨情景

C 6:32-7:2 以利沙预言围困和饥荒很快会结束

B’ 7:3-16 叙述城里的饥荒和围困如何解决

A’ 7:17-20 后语：围困和饥荒结束（预言应验）

王下6:24-7:20



24 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
利亚。25 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
头值银八十舍客勒，二升鸽子粪值银五舍客勒。

王下6:24-7:20



王下6:24-7:20

便哈达一世
王上

15:18-20
与以色列王巴沙（主前908-886）结盟

便哈达二世
王上

20章

与以色列王亚哈（主前874-853）有过

军事上的冲突

便哈达三世
王下

15:3

哈薛之子，与之前两个便哈达豪不相干；

屡次打败以色列王约哈斯（主前814-798）



26 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
主，我王阿。求你帮助。27 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
处帮助你。是从禾场，是从酒榨呢？28 王问妇人说，你有什
么苦处。她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
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29 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
了。次日我对她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她却将
她的儿子藏起来了。30 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
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31 王说，我今日若
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地降罚与我。

王下6:24-7:20



32 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
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
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
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33 正
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
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王下6:24-7:20



6:32 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
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
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
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33 正
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
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7:1 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
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
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2 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人
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
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

王下6:24-7:20



7:3 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疯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
死呢？4 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
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
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5 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
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6 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
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贿买赫人的诸王和埃
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7 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棚，
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8 那些长大麻疯的到了营边，进了帐棚，
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棚，
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9 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作的不好。今
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
我们与王家报信去。10 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
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棚都照旧。
11 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

王下6:24-7:20
神特喜欢和眷顾弱势群体；在人看为最无用的人，

神却愿意使用他们来成就他的美意



7:3 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疯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
死呢？4 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
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
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5 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
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6 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
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贿买赫人的诸王和埃
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7 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棚，
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8 那些长大麻疯的到了营边，进了帐棚，
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棚，
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9 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作的不好。今
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
我们与王家报信去。10 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
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棚都照旧。
11 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

王下6:24-7:20

Flashback 倒叙



12 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
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
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13 有一个臣仆对王
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
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打发人去窥探。14 于是取了
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
15 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急跑时丢弃
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16 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
人的营盘。于是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卖银
一舍客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王下6:24-7:20



17 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
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18 神人曾
对王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二细亚大麦要
卖银一舍客勒，一细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舍客勒。19 那军长对
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
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20 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
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

王下6:24-7:20





观察
何人: 以利沙、书念妇人、耶和华、以色列王、

基哈西、太监

何地: 撒玛利亚

何时: 不详 - 1. 可能在基哈西长大麻风之前；

2. 可能在以利沙去世之后

王下 8:1-6



观察
何事:

何因:

书念妇人欲得回失去的田产

如何: 神借着以利沙所行的事感动以色列王，
使他把田产以及田里的出产全都归还给
妇人

因躲避饥荒而离开家乡而失去田产

王下 8:1-6



观察
重复: 关键词：房屋田地（3, 5, 6）

其他: 与第七章的相同点：饥荒

比较：妇人的要求vs王所给的围

王下 8:1-6



分段

A 1-3 以利沙与书念妇人

B 4-5 以色列王与基哈西

C 6 以色列王与妇人

3 段
人物

王下 8:1-6



1 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
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2 妇人就起身，
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3 七年完了，那妇
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

4 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
告诉我。5 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
活，她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
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她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

6 王问那妇人，她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她派一个太监，说，
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她，自从她离开本地直到今日，她田地的出产
也都还给她。

王下 8:1-6

书念妇人尊敬和供应神的仆人以利沙，

所以神也赐给她更大的恩典。





观察
何人: 以利沙、便哈达、哈薛、耶和华

何地: 大马色

何时: 不详（约兰当以色列王期间）

王下 8:7-15



观察
何事:

何因:

便哈达患病派人去问以利沙会不会好

如何: -

-

王下 8:7-15



观察
重复: 关键词：病；耶和华指示我

其他: 与第1章的相同点：王患病向先知求问

王下 8:7-15

15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
就要膏哈薛作亚兰王，16又膏宁示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
并膏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

王上19:15-16



分段

A 7-9a 便哈达与哈薛

B 9b-13  哈薛与以利沙

C 14-15  哈薛与便哈达

3 段
人物

王下 8:7-15



分段

A 7 前言-便哈达患病

B 8 便哈达差派哈薛去见以利沙

C 9a 哈薛去见以利沙

D 9b-13  以利沙预言哈薛将篡位

C’ 14a 哈薛离开以利沙

B’ 14b     便哈达问哈薛以利沙怎样说

A’ 15      结语-便哈达被哈薛杀死

王下6:24-7:20



7 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
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

8 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
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9 于是哈薛用四十个骆驼，驮着大马色的各样美物为
礼物，去见以利沙。

王下 8:7-15



[哈薛] 到了他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
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10 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
我，他必要死。

11 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致他惭愧。神人就哭了。

12 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

[以利沙] 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
保障，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

13 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

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作亚兰王。

王下 8:7-15



14 哈薛离开以利沙，回去见他的主人。

主人问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
你必能好。

15 次日，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
了。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

王下 8:7-15





【犹大王约兰】
16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
的儿子约兰登基作了犹大王。17 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在耶路撒冷
作王八年。18 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
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19 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
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20 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
自己立王。21 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益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
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22 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立拿人也背叛了。

23 约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24 约兰与他列祖同
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

王下 8:16-24

王朝总述

结束公式

政治事件





【犹大王亚哈谢】
25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十二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
谢登基。26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
他母亲名叫亚他利雅，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27 亚哈谢效
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
亚哈家的女婿。

28 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末去，与亚兰王哈薛争
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29 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末
与亚兰王哈薛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
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

王下 8:25-29

王朝总述

政治事件



综合

1. 认识以利沙的生平与服事

2. 认识先知的多重功能

3. 认识弱势群体在神的旨意中所

扮演的角色

4. 认识先知行神迹的真正意义



应用

1. 相信神依然在我们生活的大小事
上掌权。

2. 不在乎事奉的大小，只在乎有没
有忠心完成神所托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