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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歷史書 第八堂 列王紀下 

一、簡介 

作者：耶利米（猶太法典「他勒目」以耶利米為作者）。本書記載猶大國和以色列國諸王

的事蹟，所以命名為‘列王紀’ 。在希伯來文聖經中，列王紀上和列王紀下原為一卷。 

時間：896-587B.C.；地點：埃及與巴比倫 

目的：向被擄的人指出以色列國亡之因由。列王紀下著重以色列王國衰亡之原因、過程及

後果；作者以先知的眼光看以色列的存亡全在乎遵守先知所傳神的話。 

鑰字：(一) ‘神人’; (二) ‘怒氣’; (三) ‘耶和華如此說’ 
王下 6:16 神人說、不要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17以利沙禱告說、

耶和華阿、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見。耶和華開他的眼目、他就看

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 
王下 17:23 以致耶和華從自己面前趕出他們‧正如藉他僕人眾先知所說的。這樣、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人人人人從本地被擄到亞述、直到今日。(北國亡) 
王下 24:2 耶和華使迦勒底軍、亞蘭軍、摩押軍、和亞捫人的軍、來攻擊約雅敬毀滅猶猶猶猶

大大大大、正如耶和華藉他僕人眾先知所說的。(南國亡) 

主旨：當神看見自己的百姓背叛祂、遠離祂，事奉外邦可憎的偶像時，祂先打發‘神人’來
警告他們，盼望他們悔改，回到神面前。所以那些神人來的時候，就說‘耶和華如此

說’ 。如果他們不聽從，神的義怒才開始發作，把他們交給仇敵，甚至亡國、被

擄。列王紀下開始於以利亞的離世和以利沙的進入職事。以利沙接續了以利亞先知

的職事。他的名字的意義是‘耶和華是救主，’也是對當時代一個厲害的見證。他

工作的範圍是在以色列北國；雖然王和百姓遠離神、拜偶像，可是施慈愛的神仍然

在他們中間興起先知來教導、拯救他們。 

二、列王紀下王朝與先知表 

南 國（猶大、便雅憫, 建都耶路撒冷） 北 國(十支派, 建都撒瑪利亞) 

亞哈謝 (1年,惡) 
約阿施 (40年,好) 
亞瑪謝 (29年, 好) 
亞撒利雅〈烏西雅〉(52年, 好) 
約坦 (16年, 好) 
亞哈斯 (16年,惡) 
希西家 (29年, 好) 
瑪拿西 (55年,惡) 
亞捫 (2年,惡) 
約西亞 (31年, 好) 
約哈斯 (3月,惡) 
約雅敬 (11年,惡) 
約雅斤 (3月,惡) 
西底家 (11年,惡) 

主前 586年亡於巴比倫 

撒迦利雅 
以賽亞 
彌迦 
那鴻 
耶利米 
西番雅 
那鴻 
哈巴谷 
戶勒大 
但以理 
烏利亞 
以西結 
俄巴底亞 

約蘭 (12年,惡) 
耶戶 (28年,半好半惡) 
約哈斯 (17年,惡) 
約阿斯 (16年,惡) 
耶羅波安第二 (41年,惡) 
撒迦利亞 (6月,惡) 
沙龍 (1月,惡) 
米拿現 (10年,惡) 
比加轄 (2年,惡) 
比加 (20年,惡) 
何細亞 (9年,惡) 

主前 722年亡於亞述 
  

以利亞 
以利沙 
約拿 
阿摩司 
何西阿 
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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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與內容 

根據內容，本書可分為四大段：以利亞末後的職事、以利沙的職事、以色列國的衰敗和亡

國、猶大國的衰敗和亡國。 

(一) 以利亞末後的職事 

1. 以利亞在亞哈謝面前的警告（一 1～16） 

2. 以利亞被提升天（二 1～12） 

(二) 以利沙的職事 

1. 分水過河（二 13～14） 

2.  ‘以利亞的靈感動以利沙’（二 15～18） 

3. 治水（二 19～22） 

4. 咒詛譏誚神、敵擋神的少年（二 23～25，‘童子’應譯作‘少年’） 

5. 責備約蘭，並預言水源和勝利（三 4～27） 

6. 助寡婦償債（四 1～7） 

7. 書念婦人接待先知，並得酬報（四 8～17） 

8. 使書念婦人之子復活（四 18～37） 

9. 以麵解毒（四 38～41） 

10. 以二十個餅飽百人（四 42～44） 

11. 治癒乃縵的大麻瘋（五 1～19） 

12. 基哈西貪財致患大麻瘋（五 20～27） 

13. 復得沉斧（六 1～7） 

14. 助以色列王對付亞蘭王的侵略（六 8～七 20） 

15. 預言七年饑荒（八 1～6） 

16. 預言哈薛作王（八 7～15） 

17. 遣使膏耶戶作王（九 1～10） 

18. 最後預言以色列王打敗亞蘭王三次（十三 14～19，22～25） 

19. 骸骨使死人復活（十三 20～21） 

(三) 以色列國的衰敗和亡國 

亞述王陷撒瑪利亞，以色列國亡（十七 5～41） 

(四) 猶大國的衰敗和亡國 

巴比倫王陷耶路撒冷，猶大國亡（二五） 

 

列王紀下這卷書一章記載先知以利亞末後的職事，從二章到十三章記載先知以利沙的職

事。在十七章裡，我們看到北邊以色列國的滅亡，然後聖靈就著他們的歷史而作的評語。

十八至二十章，記述希西家王之下的大復興。然後自二十二到二十三章，記述約西亞王之

下的另一次復興。這些就是列王紀下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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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王紀下關鍵人事物 

(一) 先知以利沙 

1. 蒙神揀選 

王上 19: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與巴力親嘴

的。19於是以利亞離開那裏走了、遇見沙法的兒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頭有十

二對牛、自己趕著第十二對‧以利亞到他那裏去、將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 
王上 19:21 以利沙就離開他回去、宰了一對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給民喫隨後就起身跟隨

以利亞服事他。 
以利沙使十二對牛同時負軛，他是全心殷勤的在工作，同時他的心已經預備好了，等候神

的呼召。當呼召的時刻來到時，是否我們預備好切斷一切後退的路來響應主呢？ 

2. 得以利亞雙倍的靈 

王下 2:6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耶和華差遣我往約但河去、你可以在這裏等候‧以利沙

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二人一同

前往。7 有先知門徒去了五十人、遠遠的站在他們對面‧二人在約但河邊站

住。8 以利亞將自己的外衣捲起來、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開、二人走乾地而

過。9 過去之後、以利亞對以利沙說、我未曾被接去離開你、你要我為你作甚

麼只管求我。以利沙說、願感動你的靈加倍的感動我。10以利亞說、你所求的

難得、雖然如此、我被接去離開你的時候、你若看見我、就必得著‧不然、必

得不著了。 
王下 2:11 他們正走著說話、忽有火車火馬、將二人隔開、以利亞就乘旋風昇天去了。12

以利沙看見、就呼叫說、我父阿、我父阿、以色列的戰車馬兵阿。以後不再見

他了‧於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為兩片。13他拾起以利亞身上掉下來的外

衣、回去站在約但河邊。14他用以利亞身上掉下來的外衣、打水、說、耶和

華、以利亞的 神在那裏呢。打水之後、水也左右分開、以利沙就過來了。 
王下 2:15 住耶利哥的先知門徒從對面看見他、就說、感動以利亞的靈感動以利沙了。他

們就來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於地。 
以利沙要求得以利亞雙倍的靈，他要為神如此的發熱心，甚至於願意接受加倍的試煉和加

倍的苦難。只因要加倍的得著以利亞的靈，他必須一路的從吉甲(輥掉肉體)到伯特利(神的

家)，到耶利哥(屬靈的爭戰和得勝)，到約但河外(模成主的死)。以利沙經過了這些以後，

他才回去，從此能借著生命服事他所到的每一個地方。 

3. 復活生命的職事 

在列王紀下以利沙所有這些神跡裡，他將生命和復活帶給人們。他分開了約但河的水。他

治癒了耶利哥的水。在曠野裡為三個王帶來了水，使他們免於死亡。他使器皿裡的油增

多，充滿了那寡婦，就是先知的妻子和她兒子們所借來的一切器皿，使他們能以維生。他

使書念婦人的小男孩從死裡活過來。他解了湯鍋裡的毒。他使大麥餅變多而吃飽了一百

人。他治癒了乃幔的麻瘋病。他開了他僕人的眼，使他能看見神的大車火馬圍繞著整個

城。他宣告勝過亞蘭人的得勝。而且即使在他死後，有死屍碰著了他的骸骨，那個死人就

復活過來了。那乃是復活生命的職事。 

王下 13:20 以利沙死了、人將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21有人正葬死人、

忽然看見一群人、就把死人拋在以利沙的墳墓裏‧一碰著以利沙的骸骨、死人

就復活站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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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君王希西家 

1. 是一位效法大衛所行的君王 

王下 18:3 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 
在列王的歷史中，神用大衛衡量每一位君王，因為大衛代表了合神心意的那位君王，他遵

行了一切神的旨意。希西家行了大衛所行的一切事，因為他的心像大衛一樣是完全的向著

神的。今天神要用一個標準來量每一件事，不僅要來量事奉，要量生命，要量工作。這標

準就是那位比大衛更大的，我們的主耶穌：祂要照著主耶穌來量每一件事。 

2. 是一位倚靠神的君王 

王下 18:5 希西家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在他前後的猶大列王中沒有一個及他的。6
因為他專靠耶和華、總不離開、謹守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誡命。 

王下 18:28 拉伯沙基：你們當聽亞述大王的話。. . .  35這些國的神有誰曾救自己的國脫離

我的手呢‧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麼。 
王下 19:19 希西家：耶和華我們的 神阿、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使天下萬國

都知道惟獨你耶和華是 神。 
王下 19:35 當夜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清早有人起來、一

看、都是死屍了。 
希西家信靠主。他在位的第十四年，亞述王西拿基立上來圍困猶大的城邑。他包圍了耶路

撒冷並且作出無理的要求。在那樣的情況下，希西家全心的信靠主。他只向主呼求，主就

搭救了他。 

3. 是一位落入驕傲而失敗的君王 

王下 20:5 你回去、告訴我民的君希西家、說、耶和華你祖大衛的 神、如此說、我聽見

了你的禱告、看見了你的眼淚‧我必醫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華的

殿。6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壽數‧並且我要救你和這城脫離亞述王的手‧我為

自己和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必保護這城。 
在那神給他的十五年中希西家落入驕傲裡，此段時間中發生了兩件可怕的事情。一件就是

當巴比倫王聽見希西家得了醫治，他就差遣使者向他道賀。希西家是何等的因自己國家的

豐富和財寶而自豪，以致于受了使者的慫恿和引誘。他們其實是來窺探的。他把他國中一

切的都給他們看。因這緣故，神告訴他，整個國家和他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擄。所發生的第

二件事，就是在這十五年中他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叫瑪拿西。這個兒子是最壞的君王之

一；因著他的罪，神定意要滅猶大國。 

(三) 君王約西亞 

1. 是一位歸向耶和華的君王 

王下 22:2 約西亞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行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王下 23:25 在約西亞以前、沒有王像他盡心盡性盡力的歸向耶和華、遵行摩西的一切律

法‧在他以後、也沒有興起一個王像他。 

2. 是一位帶領眾民歸回約書的君王 

王下 23:2 王和猶大眾人、與耶路撒冷的居民、並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無論大

小、都一同上到耶和華的殿‧王就把耶和華殿裏所得的約書念給他們聽。 
王下 23:21 王吩咐眾民說、你們當照這約書上所寫的、向耶和華你們的 神守逾越節。22

自從士師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猶大王的時候、直到如今、實在沒有守過

這樣的逾越節‧23只有約西亞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華守這逾越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