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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列王纪的神迹

1 使先知的地位被加强和合法化

2 作为一种教导措施，使人能够相信那位

永活的神。

=》不是强调神迹如何或怎么会发生，

而是强调其意义



关于列王纪的神迹
37耶和华阿，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38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
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39众民看见了，就俯
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王上18:37-39

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
是真的。 王上17:24

乃缦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
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
的礼物。 王下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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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9:1-15 耶户被膏作以色列王

B 9:16-26 耶户杀约兰
C 9:27-29 耶户杀亚哈谢
D 9:30-37 耶户杀耶洗别

B’ 10:1-11 耶户杀亚哈众子
C’ 10:12-14 耶户杀亚哈谢弟兄
D’ 10:15-28 耶户杀拜巴力的人及毁坏巴力庙

A’ 10:29-36 耶户作以色列王总论





观察
何人: 【有角色扮演的人物】以利沙、门徒、耶户、

耶和华、众军长、耶洗别、约兰、亚哈谢、守
望的人、亚哈谢的臣仆、两三个太监。

【名字被提及的人物】宁示、约沙法、亚哈、
耶罗波安、巴沙、哈薛、拿伯、拿伯众子、以
利亚。

何地: 基列的拉末、耶斯列

何时: 主前 841

王下 9:1-37



观察
何事:

何因:

因以利沙吩咐门徒去膏抹耶户作以色列
王；耶户作王后就立即清理门户。

如何: 神借着耶户来应验对亚哈家的预言

-

王下 9:1-37



观察
重复: “耶和华如此说” (3, 6, 12)

“我膏你作以色列王” (3, 6, 12)

“你转在我后头吧” (18, 19)

“平安不平安” (17, 18, 19[2x])

“平安” (22[2x])

其他: 王下第二个部分的开始。

王下 9:1-37



王下 9:1-37

地
理
位
置



分段

A 1-15 耶户作以色列王之前

B 16-37 耶户作以色列王之后
2 段
内容

王下 9:1-37

A 9:1-15 耶户被膏作以色列王

B 9:16-26 耶户杀约兰
C 9:27-29 耶户杀亚哈谢
D 9:30-37 耶户杀耶洗别



【以利沙预言耶户作王】1 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
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末去。2 到了
那里，要寻找宁示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
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3 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
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作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
要迟延。

王下 9:1-15



4 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末去了。5 到了那里，看见众军
长都坐着，就说，将军哪，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
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哪，我要对你说。6 耶
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
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作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7 你
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众先知
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8 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
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9 使
亚哈的家像尼八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希雅儿子巴沙的家。
10 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葬埋。说完了，少
年人就开门逃跑了。

王下 9:1-15



3 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作以
色列王。

6 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作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
7 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众
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8 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
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
9 使亚哈的家像尼八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希雅儿子巴沙
的家。10 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葬埋。

王下 9:1-15

21【以利亚对亚哈说】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
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22我必使你的家

像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希雅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
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23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
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 王上21:20-23 



11 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一人问他说，平安
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
也知道他说什么。12 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地告诉我们。
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作
以色列王。13 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
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作王了。

王下 9:1-15



【预言应验】14 这样，宁示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
约兰。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把守基
列的拉末。15 但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
所受的伤。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
列报信去。16 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因为约兰病卧在那
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

王下 9:16-37

28 他【亚哈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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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29



17 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
来，就说，我看见一群人。约兰说，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
们，问说，平安不平安。18 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户，说，王问
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
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19 王
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这人到了他们那里，说，王问说，平安
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
20 守望的人又说，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车赶得甚猛，
像宁示的孙子耶户的赶法。

王下 9:16-37



【约兰被杀】21 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
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列
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他。22 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阿，平安
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
23 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阿，反了。24 耶户
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仆倒在车
上。25 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
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
对亚哈所说的预言，26 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
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
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这田间。

王下 9:16-37



【约兰被杀】21 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
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列
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他。22 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阿，平安
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
23 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阿，反了。24 耶户
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仆倒在车
上。25 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
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
对亚哈所说的预言，26 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
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
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这田间。

王下 9:16-37



【亚哈谢被杀】27 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就从园亭之路逃
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莲姑
珥的坡上击伤了他。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28 他的臣
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
与他列祖同葬。29 亚哈谢登基作犹大王的时候，是在亚哈的
儿子约兰第十一年。

王下 9:16-37



【耶洗别被杀】30 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
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31 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
主人的心利阿，平安吗？32 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
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33 耶户说，把她扔下
来。他们就把她扔下来。她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她践
踏了。34 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
妇人葬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35 他们就去葬埋她，只寻
得她的头骨和脚，并手掌。36 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
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
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37 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
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

王下 9:16-37

23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别
的肉。 王上 21:23





观察
何人: 亚哈、七十个儿子、耶户、耶斯列的首领、长

老、教养亚哈众子的人、家宰、邑宰、使者、
耶斯列的众民、耶和华、亚哈的大臣、密友、
祭司、亚哈谢的弟兄、约拿达、撒玛利亚的众
民、巴力、巴力的众先知、众祭司、拜巴力的
人、耶和华的仆人、护卫兵、众军长、耶罗波
安、以色列人、哈薛、迦得人、流便人、玛拿
西人、约哈斯。

王下 10:1-36

何地: 耶斯列、撒玛利亚



观察
何时:

何事:

主前 841

何因: -

因以利沙吩咐门徒去膏抹耶户作以色列
王；耶户作王后就立即清理门户。

神借着耶户来应验对亚哈家的预言如何:

王下 10:1-36



观察
重复: 关键词：信、巴力、杀

其他: 认识耶户 – 行事迅速、心怀叵测、心狠
手辣、斩草除根

王下 10:1-36



分段

B’ 10:1-11 耶户杀亚哈众子
C’ 10:12-14 耶户杀亚哈谢弟兄
D’ 10:15-28 耶户杀拜巴力的人

及毁坏巴力庙

A’ 10:29-36 耶户作以色列王总论

王下 10:1-36



1 亚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利亚。

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
亚哈众子的人，说，2 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
器械，坚固城，3 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
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坐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
的家争战。

4 他们却甚惧怕，彼此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
怎能站得住呢？5 家宰，邑宰，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打
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
遵行，我们不立谁作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

王下 10:1-28



6 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时候，
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那时王的儿子七十人
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

7 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七十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
耶斯列耶户那里。

8 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耶户说，将
首级在城门口堆作两堆，搁到明日。9 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
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
是谁杀的呢？10 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
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11 凡亚哈家在
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
留下一个。

王下 10:1-28



12 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

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13 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
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
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14 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跟从的
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四十二人，
没有留下一个。

王下 10:1-28



15 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
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
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
车。16 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
请他坐在车上，17 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
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

王下 10:1-28



18 耶户招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事奉巴力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19 现在我要
给巴力献大祭。应当叫巴力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力的人，并巴力的众祭司，都到
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
巴力的人。20 耶户说，要为巴力宣告严肃会。于是宣告了。

21 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力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
巴力庙，巴力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22 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
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力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23 耶户和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进了巴力庙，对拜巴力的人说，你们察看察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
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力的人。24 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
安排八十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脱逃，谁放的
必叫他偿命。

25 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
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力庙的城去了，26 将
巴力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27 毁坏了巴力柱像，拆毁了巴力庙作为厕所，直
到今日。28 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力。

王下 10:1-28



29 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30 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
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坐以色列的
国位，直到四代。31 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
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32 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
33 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珥起，就是基
列和巴珊的迦得人，流便人，玛拿西人之地。

34 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35 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作王。
36 耶户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二十八年。

王下 10:29-36



综合

1. 认识神如何借着耶户应验对

亚哈家审判的预言

2. 认识耶户如何为耶和华大发热心



应用

1. 相信神是信实和公义的，他的

话语一字一句总不落空。

2. 操练对神热心，但必须按真知识

（罗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