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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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何人: 以色列王约兰、摩押王、犹大王约沙法、

以东王、以利沙、耶和华、以色列的臣
子、军队、摩押王的长子。

何地: 不详（从以东的旷野的路上去）

何时: 不详（约兰当以色列王以后）

王下3:1-27



观察
何事: 摩押人背叛以色列人，所以被以色列联

军攻打，结果却“无功而返”。

何因: 可能因为亚哈王去世，摩押就趁机背叛
以色列。

如何: 以色列王企图联合犹大和以东来攻打摩
押，却不果，后来却靠神的帮助成功打
败摩押，但最后却又似乎失败。

王下3:1-27



观察
重复: 水=》关键词；之前的危机是缺水，最后

却遍地满了水，水使摩押陷入危机中
（8x）

“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
押人的手里”（2x)

王下3:1-27



观察
其他: 对话；预言与应验；

有点令人错愕的结局

两个危机：1)摩押的叛逆；2）缺水

先知在以色列人的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

与王上22的事件平行（可能是相同的事件）

和合本在翻译上的两个错误

王下3:1-27



观察
v. 11

“从前服事以利亚的”
(原文作“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

=>“以前他是以利亚的助手”(当代)

=>“who used to pour water on the hands of Elijah”

王下3:1-27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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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下1:17

1 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了
以色列王十二年。 王下3:1

16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
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作了犹大王。 王下8:16

王下3:1-27



王下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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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约兰的罪为何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
摩押人是谁？
为何摩押要向以色列进贡？
为何摩押王要背叛以色列王？
以东人是谁？
摩押和以东的地理位置在那里？
为何摩押王要献长子为燔祭？
为何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

王下3:1-27



分段

A 1-3 前言公式

B 4-27 以色列与摩押的战争

王下3:1-27

A 1-3 前言公式

B 4-12 以色列人出去攻打摩押

C 13-19 以利沙的预言

D 20-27 摩押出去攻打以色列人

2 段

4 段



分段
1-3 以色列王约兰登基(前言公式)

A 4-5 以色列被摩押王背叛

B 6-8 以色列王前去攻打摩押

C 9-12 以色列联军遇到困难-缺水

D 13-19  以利沙提出解决方案

C’ 20-23  摩押人被迷惑-满了水

B’ 24-25  摩押人前去攻打以色列人

A’ 26-27  摩押人被打败

王下3:1-27



北国君王约兰登基的“前言公式” （王上3:1-3）

王下1:1-18

前言公式 经文 经文内容

1 君王名字 1 亚哈的儿子约兰

2 同时期另一君王 1 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

3 登基年岁 - -

4 在位年日 1 作了以色列王十二年

5 统治地所在 1 在撒玛利亚登基

6 诸王母亲之名字 - -

7 对王的神学性评估 2-3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

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力的柱像。

然而，他贴近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

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



4 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
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5 亚哈死后，摩押王
背叛以色列王。 3:4-5

王下3:1-27

摩押人 罗得与大女儿生的后裔

亚扪人 罗得与小女儿生的后裔



6 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7 前行
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
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
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
8 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
野的路上去。 3:6-8

王下3:1-27



6 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7 前行
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
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
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
8 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
野的路上去。 3:6-8

王下3:1-27

8 然後约沙法说：「我们從哪条路上去呢？」约兰说：
「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 和修



9 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
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10 以色列王说，哀哉。
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11 约沙法
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
从前服事以利亚的（原文作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12 约沙
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
都下去见他。 3:9-12

王下3:1-27



9 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
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10 以色列王说，哀哉。
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11 约沙法
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
从前服事以利亚的（原文作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12 约沙
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
都下去见他。 3:9-12

王下3:1-27

危机不是要我们埋怨神，而是要我们转向神。



13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
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我们
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14 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事奉
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
你，不顾你。15 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16 他便说，耶和
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17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
18 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
19 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佳树，塞住一切水泉，
用石头糟踏一切美田。 3:13-19

王下3:1-27



13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
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我们
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14 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事奉
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
你，不顾你。15 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16 他便说，耶和
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17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
18 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
19 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佳树，塞住一切水泉，
用石头糟踏一切美田。 3:13-19

王下3:1-27



20 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
遍地就满了水。21 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
们争战，凡能顶盔贯甲的，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
边界上。22 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
看见对面水红如血，23 就说，这是血阿。必是三王
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哪，我们现在去抢夺财
物吧。 3:20-23

王下3:1-27



24 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
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
押人，直杀入摩押的境内，25 拆毁摩押的城邑，各
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种佳树，
只剩下吉珥哈列设的石墙。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

3:24-25

王下3:1-27

神使联军的危机变为转机，
关键不在乎人的计谋，只在乎神的指引



26 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七百拿刀
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27 便
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
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或作招人痛恨），于是三王
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 3:26-27

王下3:1-27

“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
“有极大的愤怒临到以色列”（和修）



26 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七百拿刀
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27 便
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
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或作招人痛恨），于是三王
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 3:26-27

王下3:1-27

成功还是失败？





分段

A  1-7 以利沙解决先知门徒的妻的困境

B  8-37 以利沙使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C  38-41 以利沙消除食物中的毒

D  42-44 以利沙用20个大麦饼喂饱100人

王下4:1-44



1-7 以利沙解决先知门徒的妻的困境

王下4:1-7

关键词： 油；器皿



1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
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取我两个儿子作
奴仆。2 以利沙问她说，我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告诉我，你
家里有什么。她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
3 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4 回到
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
满了的放在一边。

5 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
儿子把器皿拿来，她就倒油。6 器皿都满了，她对儿子说，再
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

7 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
子可以靠着度日。

王下4:1-7



分段

A  1-7 以利沙解决先知门徒的妻的困境

B  8-37 以利沙使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C  38-41 以利沙消除食物中的毒

D  42-44 以利沙用20个大麦饼喂饱100人

王下4:1-44



B 以利沙使孩子从死里复活 – 结构

王下4:8-37

A       8-20 以利沙赐给妇人儿子，长大却死了
B      21-37 以利沙医治孩子，活了

A  8-10 妇人为以利沙预备小楼
B  11-17 以利沙要为妇人做事-赐给她儿子
C 18-20 孩子长大，死了

A’ 21-25a     妇人预备去找以利沙
B’ 25b-30 妇人要求以利沙做事-医治她的孩子
C’ 31-37 孩子被医治，活了



王下4:8-37



分段

A  1-7 以利沙解决先知门徒的妻的困境

B  8-37 以利沙使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C  38-41 以利沙消除食物中的毒

D  42-44 以利沙用20个大麦饼喂饱100人

王下4:1-44



C 以利沙消除食物中的毒

王下4:38-41

38 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
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
徒熬汤。
39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
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40 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
说，神人哪，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
41 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
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



分段

A  1-7 以利沙解决先知门徒的妻的困境

B  8-37 以利沙使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C  38-41 以利沙消除食物中的毒

D  42-44 以利沙用20个大麦饼喂饱100人

王下4:1-44



D 以利沙用20个大麦饼喂饱100人

王下4:42-44

42 有一个人从巴力沙利沙来，带着初熟大麦作的饼二
十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

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

43 仆人说，这一点岂可摆给一百人吃呢？

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
人必吃了，还剩下。

44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
如耶和华所说的。。



综合

1. 以利沙所行的神迹

2. 以利亚的神成为以利沙的神

3.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如何面对和化解危机

4. 先知在以色列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

5. 以利沙供应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小
至饮食，大至生死



应用

1. 面对危机时，学习转向神和依靠
神，切勿埋怨神。

2. 学习全心信靠神，因为神的道路
永远高人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