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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查经聚会之五 

      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祷告: 为小组聚会 
 
背景(主题綱领)簡介: (组长分享): 15-20 min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王下 4:1-44     
分组时间: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别討論 1, 2或 3, 4, 5, 6, 7, 8，etc大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

參考, *自由犮揮)？ 

 
经文讨论: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以利沙行的四个神跡：(I,II,III,IV) 

 

I.王下 4：1-7 以利沙为先知门徒寡妇的需要, 使瓶油不绝，表彰神的怜恤，供应贫苦(申

10:18-19; 诗 82:3-4; 赛 1:23; 雅 1:27).  

 

 

Q1. O.I.A. 比较王上 17 以利亚与撒勒法妇人的神跡. 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 

 

王上 17： 
 

人物：以利亚，外邦西頓撒勒法一個寡婦.  

 

地点：外邦西頓撒勒法.  

 

犮生事蹟：因為那地方沒有下雨，基立溪水干了，神用外邦西頓撒勒法一個寡婦养活以利亚.  

 

预言：“罈內的面果不減少，瓶裡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 ”v16. 
 

预言应验. 

 

 

王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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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以利沙，以色列中一個先知门徒的寡婦. 猶太傳統認為這個先知門徒就是王上 18:3 

「俄巴底」. 猶太古史記載此人舉債餵養年輕的先知.  

 

地点：不详 

 

犮生事蹟：有一個敬畏耶和華的先知門徒的寡妻，因有債主來要取她兩個兒子作奴僕, 求助

于以利沙. 以利沙用她家中僅有的财产:一瓶油行神跡: 要她向鄰舍多借空器皿，在家裡關上

門，和兒子在裡面將油倒在所有的器皿裡，倒滿了的放在一邊. 直再沒有器皿了. 油才止住.  

使她可以賣油還債，所剩的，她和兒子可以靠著度日. 
 

没有预言. 妇人照以利沙所言而行, 得到供应. 

 

两个神跡都表彰神的怜恤，供应贫苦. 

 

 

以利亚与撒勒法妇人的神跡: 
 

1.神用任何重要（以利亚）或不重要的人物（寡婦），在困境中彰显祂的大能.  
 

2.寡婦在贫困中献上所有为神所用，神使她献上之物资源源不绝.  
 

3. 这是今天信徒奉献财物的很好提醒：憑信心献上给神的財物神必祝福使信徒不会缺乏.  

 
以利沙为先知门徒寡妇的需要使瓶油不绝: 
 
1.以利沙幫助先知门徒寡妇的這種態度, 是今天屬靈領袖的榜樣. 要照顾事奉神的人的家人

需要. (提前 5:3-16) 

 

2.說明了神的作為, 是根據人的信心和順從程度而有所不同. 也就是說, 如果婦人只借了一

個器皿, 那麼只能裝滿一個, 如果婦人借了十個, 那麼就能裝滿十個. 

 

3.婦人告訴以利沙: 器皿是婦人的, 但器皿裡的油卻是耶和華的, 所以婦人沒有擅自處理, 

而是去問了神人, 以此表明油的支配權在神. 人常誤把神的東西認為是自己的, 而按照自己

的意願擅自處理. 因此耶穌給我們講述了無知財主的比喻(路 12:16-21), 明確告訴我們神才

是真正的所有者. 

 

4. 以利沙要他們“關上門”. 這位婦人一切照著以利沙的命令遵行了(5節),這說明她的信心

大. 此處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即便在人看來很不合理, 但是當人們順從神的旨意時, 會發生

偉大的神跡. 因為神所要的就是信徒的順從(申 30:2;撒上 15:22;徒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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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王下 4:8-37 书念不孕妇人生子，子卻早死，以利沙使他复活.  

 
  

Q2. O.I.A. 书念妇人为什么接待以利沙? 如何接待以利沙? 她有何需要? 以利沙如何报答

她? 可知妇人对神态度如何? 

 

书念是以利沙家鄉与迦密山中途站，书念婦人是大户人家, 對丈夫說：“我看出那常從我們

這裡經過的是聖潔的神人. 我們可以為他在牆上蓋一間小樓，在其中安放床榻, 桌子, 椅子, 

燈檯，他來到我們這裡，就可以住在其間. ” 以利沙虽能对以色列王进言（王下 3），可能

並没有官俸，要靠信众供养，因此常在她家中度宿, 以利沙差仆人基哈西问知妇人不孕, 丈

夫也年老, 因而求子, 以利沙预言他们翌年得子. 预言果然应验. 

 

从此事可知妇人对神态度尊敬, 有能力而且乐于款待神的圣洁仆人. 

 

 

Q3. O.I.A. 为何神使妇人独子早死? 妇人如何求助？为何以利沙不亲自去使他复活, 卻先差

仆人基哈西前去? 

 

孩子因头痛忽然倒斃，神使妇人独子早死可能是要试验妇人的信心. 

 

妇人瞒着丈夫, 趕快骑驢到迦密山, 找以利沙求助. 

 

以利沙不亲自去使他复活, 卻先差仆人基哈西趕快前去, 把以利沙的杖放在孩子臉上，可能

是因基哈西年轻, 可以走路快捷, 先到事主家中作预备的工作.  

 

 
Q4. O.I.A. 以利沙如何使孩子复活？ 使徒彼得也使女徒多加复活（徒 9:36-42）. 讨论信心

与神跡的关系. 今日仍可为死人祷告，求神行神跡吗？分享有关经历* 

  

婦人上了山就抱住以利沙的腳, 不怕基哈西推開她，婦人說：“我何嘗向我主求過兒子呢？

我豈沒有說過，不要欺哄我嗎？”」以利沙吩咐基哈西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不要被人

阻挠，要把以利沙的杖放在孩子臉上. 婦人一定要以利沙立即与她同去, 於是以利沙起身，

隨著她去了. 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臉上，卻沒有聲音，也沒有動靜. 以利沙來到，進

了屋子，看見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 他就關上門，只有自己和孩子在裡面，他便祈禱

耶和華，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對口, 眼對眼, 手對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體就漸

漸溫和了. 然後他下來，在屋裡來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個噴嚏，

就睜開眼睛了. 婦人進來，在以利沙腳前俯伏於地，抱起她兒子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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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与神跡有直接的关系. 婦人对以利沙是神人有绝对的信心. 以利沙並非以人工方法使孩

子复甦, 因为孩子是死了(4:20), 以利沙的杖並无神性. 孩子复活的神跡, 乃是在于以利沙

的祷告(4:33). 

本书中所讲到的事例，哪些是通则-历世历代都应如此？哪些是特例-历史上只发生一次的划

时代事件, 或只在圣经没有完成之前才需要的事件？回答这类问题，要在整本圣经的原则中

理解. 目前福音派与灵恩派的主要分歧, 是从这里产生的. 前者以为神跡是要叫人信耶稣得

永生的标记（约 20:30-31）, 为了建立教会，耶稣升天后, 圣灵建立教会在使徒和先知的根

基上,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弗 2:19-22）, 神跡是罕见的，因为它的功用可能已完成.  

为死人祷告可能引起了有关某些教会（包括天主教）关于煉獄 (PURGATORY)和代替死人受洗

的教训；若有人真正的关注这问题，可作下面是一些初步分析： 

1. 煉獄 (PURGATORY)：是天主教用來描述信徒死後, 靈魂在人死後自認為需要反省被洁净的

地方（或狀態）, 生人为死人祷告可以幫助他们得洁净.  

(A) 沒有經文根據, 人死后要受审判（來 9:27）： 天主教引用次經 II MACC 12:42-45. 

(B) 因信稱義: 羅 3:21, 4:5, 加 3:1-14, 弗 2:8-9 

(C) 基督降在陰間傳福音給死人聽? 彼前(1)3:18-20, (2)4:4-6 

    (1) 不信的死人不可以得救：路 16:19-31, 來 9:27 

(2) (a) 耶穌基督雖死, 靈性上復活, 他的靈在挪亞時代向他同世的人傳道, 這些人因

在生前不信, 死後現在被禁于牢獄, 這是在挪亞洪水時所發生, 只有八人生還!          

    (b1) 福音曾向已死的人在生時傳揚. (b2) 福音曾向在靈性死亡的人傳揚. 

2. 代替死人受洗?  林前 15:29 

保羅解釋死人一定要復活, 提醒哥林多信徒, 其中有人為信主而未受洗而死的親友受洗, 一

定信死人復活, 不違反保羅對洗禮的教訓 (羅 6:3-14), 但他不一定認許這種行動. (林前

15:29-30)               

也有人解释为信主的人为自己必死的身体受洗，使自己的身体可以復活（林前 15:42-44, 47-

49, 53-54, 羅 8:10,23）  

分享有关经历* 

 

III.王下 4:38-41 以利沙在吉甲以面加入鍋中湯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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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王下 4:42-44 以利沙以接受巴力沙利沙人口袋里的二十个大麦餅和新穗子 ,以利沙卻將

这些食物分給眾人， 餵飽一百人.  

 

Q5. O.I. 分析上述两个神蹟的发生过程和背景.  

III.王下 4:38-41 以利沙在吉甲以面加入鍋中湯解毒：以利沙替門徒解毒，在饑荒時門徒饑

不擇食，連野瓜也拿來充饑，結果弄巧反拙. 面加入鍋中湯不能完全溶解，不太可能从化学

的角度来完全改变毒湯解毒. 不可能减少它是神蹟的成份.  

IV.王下 4:42-44 以利沙以接受巴力沙利沙人口袋里的二十个大麦餅和新穗子, （根据摩西律

法以色列人要將部分初熟的收成分別出來歸給神（見出 23:19; 申 26:2），並給祭司作食物

（見民 18:12-13）. 大概由於北國沒有正統屬利未支派的祭司（見代下 11:13-15），所以這

人將初熟的收成帶來給以利沙. ）以利沙卻將食物分給眾人， 吃餵飽一百人. 這個應該也是

在饑荒情況下的神蹟，所以才會需要讓上百人吃飽.  

 

Q6. O.I.A.  分别討论四个神蹟的属灵意义和给我们的教训.  

I. 学习信心的功课，仰赖神的供应.  

II. 神是生命之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III. 用神的方法去克服难题：解毒.  

IV. 以利沙不独食，分享出去的星火可燎原. 正如耶稣分餅的神蹟（太 14:13-21，可 6:30-

44，路 9:11-17，約 6:1-13）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 作整体性總結.) 
 
分组祷告: 15 min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