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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第一至四章

第一章

我们读完了列王记上，主要讲北国的君王亚哈及其邪恶的妻耶洗别带领百姓拜偶像，把以

色列国的道德与灵性带到了最低潮。更确切地说，他们带人敬拜巴力。这巴力来自耶洗别

的家乡西顿，是西顿的一个主要的假神。因为耶洗别将巴力带给以色列人敬拜，使以色列

人陷入严重的灵性背叛。

列王记上的末了，讲到亚哈王之死。其子亚哈谢登基接续为王，但为期仅两年。这期间，

曾经给以色列进贡的摩押国背叛了以色列。它位于约旦河东，就是现今约旦。

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列王纪下 1：2）

亚哈谢意外受了伤，于是就吩咐他的仆人到以革伦去求问以革伦的神，就是巴力西卜。

巴力的字意是主。百姓敬拜它，但它并不是造物主。事实上，这个巴力西卜是个苍蝇神。

因此，这些以革伦人在敬拜苍蝇。

在我看来，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平日那么聪明的人拒绝敬拜真神，却去相信这些偶像，做

出如此愚蠢的事。我真的奇怪人们背离又真又活的神时，总会有近乎疯狂的观念。大卫

说：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篇 53：1）

无疑的，当人试图着将神排除于其生命之外时，就会犯极其愚蠢的罪。你能想象谁敬拜苍

蝇，称它为自己的主吗？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对这样的人有深刻的见解：



2/16
列王纪下第一至四章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

就昏暗了。（罗马书 1：21）

保罗告诉我们：

他们…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罗马书

1：25）

有人见到一朵花，就说这是神。看到一棵树，就说那是神。这与看一只苍蝇为神没有什么

不同，因为他们在同样敬拜自然。他们说：「我在自然中找到了神。」正如保罗所说：

「他们敬拜事奉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之主。」

这是在以不合理性的方式看受造的世界。你本来看到的是神创造的世界，却去敬拜受造之

物，而不是造物主。真正合符理性的方式应该是惊叹受造之物设计的精巧，进而敬拜造物

之主。

实际上，苍蝇的设计非常巧妙，它们是害虫，但同时也是令人惊异的小生物。我对它们想

进房屋的决心及能力非常惊叹。它们好像在门口巡逻，等到门一开就钻了进来。

我喜欢观察苍蝇，曾在显微镜下研究过许多苍蝇。我对它们近乎三百六十度的视角大为惊

奇。你从后面偷偷靠近，它们也能看见。它们有绝佳的视力。苍蝇的眼睛有这么宽的视野

真的让我十分着迷。

它们翅膀下帮助它们飞行时保持平衡的回转装置也非常让我深受吸引。它们在天花板上着

陆时，能够让脚先着地，这也总让我十分好奇。它们要在靠近天花板多近之处翻转过来才

能脚先着地呢？你想过这些问题吗？它们真是令人惊异的小生物。但当然，它们不应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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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崇拜。

但是可怜的人，一但将真神排除在外，就在敬拜一事上变得如此无知，崇拜那些受造之

物。以理性看来，这是极其愚蠢的行为。他们崇拜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观念中的神。

他们自己的思想。

他差遣仆人到以革伦去求问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看他是否能从这次意外受伤中恢复。

先知以利亚迎着使者们说：

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

你们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

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列王纪下 1：3－4）

这是他登基两年后从主听到的信息。

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列王纪下 1：5）

我命令你们去以革伦的。

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

和华如此说：（列王纪下 1：6）

他要我们带耶和华的口讯给你，就是你必定要死。

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

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列王纪下 1：7－8）

施洗约翰性格粗犷。无疑，以利亚亦然，腰间围着一件皮袄，全身多毛，上身赤体，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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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神亲近，大有能力的人。

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

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哪，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

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

五十人。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

「神人哪，王吩咐你快快下来。」（列王纪下 1：9－11）

以利亚仍坐在山顶上，这第二个五十夫长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去见他。」

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神的火

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

去。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哪，愿我的性命，和你这

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列王纪下 1：12－13）

我只是在执行我的任务，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所有的人也都有家室，但是王要求你去见

他，假若你不介意，我们迫切希望你能去。

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

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

以求问么？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藉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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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列王纪下 1：15－18）

请注意，此时统治北国和南国的王名字都叫约兰，这让人有点混淆不清。亚哈谢很年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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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王，二年后就死了。他没有儿子，死后便由他的兄弟约兰登基作以色列的王。他与犹

大国的王同名，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参照两国君王的事有些困难，因为南北两国的君王都

叫约兰。

第二章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列王纪下 2：1）

以利亚要离世的时辰到了，上次我们对以利亚做过简要介绍。这位有趣的人物将会再来，

佷可能现在就在世上某个角落，因为他将要见证神，是再次对以色列作七年见证的二位见

证人之一，即启示录十一章中提及的两个见证人之一。

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很靠近那时辰，所以很可能他就在世上某处，等着教会被提。这样他

就可以开始自己对以色列的事奉工作。

而在这个历史时刻，以利亚将被旋风接到天上，以利沙跟着他到了吉甲，也就是耶路撒冷

的北边约十五里的山中。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

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列王纪

下 2：2）

他们实际上是从吉甲往伯特利走。先是向东走，下到耶利哥，再来到伯特利。

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

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

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列王纪下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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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伯特利到耶利哥是一个弯曲的山谷，一路都是下坡，大约有十八英里的路程。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

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

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但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

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但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

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列王纪下 2：4－8）

这五十位先知门徒看到先知拿衣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真是难得的经

历。

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作甚么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

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

阿，我父阿，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阿。」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

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但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

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

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

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列王纪下 2：9－15）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外衣和恩赐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以利亚完成他的使命后，被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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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了天，而祈求得到双倍圣灵的以利沙也得到了圣灵的膏抹，能以继续以利亚的事工。

他取了以利亚的外衣来打水，问：「以利亚的神在那里呢？」

我常想到「神迹」一事，以利亚的神到底在那里呢？我对今日许多据说有神迹奇事发生的

奋兴会中的气氛不太满意，我不信神需在那种像马戏团那样热闹的气氛下才能作工。在那

种情绪高涨的情况中，神常常没有得到当得的荣耀，那些带领聚会的人常作些奇怪的事，

让人的注意力都在他们的身上，根本无法想到主。确实有人故意想吸引人的注意。

我常想为何我们现在不能看见更多的大神迹。我知道神有能力行神迹，因此问：「 以利亚

的神在那里？」时，他是在说神无疑能行明显可见的神迹。

有人说神迹只在使徒时代才有，这我绝对不赞同。他们认为在历史中最后的神迹来到时，

神说：「好了，这是最后一个神迹，从此以后，就让他们自学，教会借着人的聪明才干，

在世上自我扩张。」

我不相信因为我们未见神迹，就说明神缺乏行神迹的大能，或者不愿再行神迹。上次我求

神赐我行异能的恩赐时，神对我说，祂已将那比行神迹更好的恩赐赏给我。从此我就不再

向祂求行神迹的恩赐。但我很高兴的是，祂使我们的团契成了一个真正的，在基督的爱里

合一，并由其主宰的团契。因此我心里非常满足。

跟保罗有些类似，我曾三次求主赐我行神迹的恩赐。神也用类似回答保罗的话说：「不要

再求了，只要满足于你所有的。」

我明白拥有行异能的恩赐对某些人来说非常难，若拥有此恩赐，我可能会使用不当。如果

有人有此恩赐，所有的人，甚至他的兄弟都想从中获利。他还可能进行全国巡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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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你可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行神迹，使人惊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此作为吸引他们

奉献的节目。因此，有这恩赐的人要对付各方的压力，极不容易。

从这个角度看，我真的对神未应允我的请求感到高兴。但我深信在基督的身体中必有用得

上这恩赐的地方，不然圣灵从开始就不用赐这恩赐。

在这个不信的世代，我能看到神迹奇事有它的价值。我常想能承受这一恩赐的人是怎样的

人！他要面对以神迹为中心的所有媒体。毫无疑问的，报章，杂志，电视等都想约他做做

节目，捧他。这真的很难应付。老实说，我还真的不认为谁能把这恩赐应付得很好。

以利亚的神在那里？神从未改变过，昨日今日都是一样，祂仍然存在。但我们的生活使我

们离祂越来越远。我们为繁荣的社会，工业文化而骄傲，却不知这社会有太多的事使我们

分心，使我们的注意力摆在物质事物之上，而不是在主的身上。

以利亚和以利沙同行时，是从吉甲到伯特利，然后到耶利哥城，最后再到约但河及外约但

河地区。在大自然中散步，脚踏在未污染的土地上，你就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在高速公路

上你是感受不到的。从伯特利到耶利哥的路上，你的心可以默想亲近神。但如果你想在那

弯弯曲曲的路上边开车边默想，那准会跌到悬崖下面去。

可见，现代社会带来的各种方便对属灵的进步反而有害。要建造象以利亚，以利沙这样行

异能的恩赐，那种环境是不可缺的。以利亚的神在那里呢？

以利沙用衣服打水，水就分开了。以利亚所行的神迹，现在以利沙也能行了。这就证明了

以利沙的请求已蒙应允。他要求能继承以利亚的职事，能领受与以利亚相同的灵，并且是

双倍来证明他继承了同样的恩赐。现在他行了同样的神迹。这证明他有主的呼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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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

你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他们居然向他下拜，你要怎么办呢？每次有人彰显神的能力或圣

灵的恩赐，就会有人向他们下拜。人们看见为神作工的器皿就归荣耀给这器皿。很少器皿

能承受得住这样的尊荣。

他们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傅，或者耶和华的灵将

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列王纪下 2：16）

这话不全真实，以利亚是被旋风刮走，但旋风可能只是把他吹到某地，掉到沙漠某处，或

被吹到山上或掉到谷底，可能受了伤躺在地上。

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

去罢。」他们便打发五十人去，寻找了三天，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

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么？」（列王纪下 2：16－

18）

人常浪费力气就是为了坚持作一些事情，他们用尽方法求你，使你不好意思拒绝，最后你

只好说，去作吧。但你知道根本什么也作不成。

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

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

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

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列王纪下 2：19－22）

这大约是主前一千年写的，那时耶利哥城的水仍是好的，那时的泉水仍是好的。不久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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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里喝过那里的水，它仍旧很好，神实在治好了耶利哥的水，直到今日水仍是很好。那

地的出产也非常富饶。

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列王纪下 2：

23）

这里译为「童子」，给人错误的概念，以为是一群六七岁的孩子，叫着：「你这老秃头，

要上那里？」但在希伯来文里是指青少年，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所以不是小孩。这些坏青

年嘲笑神的先知。

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列王纪下 2：24）

很难想象他为何这样做，除非他们是对神人太不尊敬了。

…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列王纪下 2：24）

很有意思的是，那时那里有很多的树。现在该地很荒凉，除了石头外，别无所有。

…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列王纪下 2：24）

这里没说母熊杀这些人，只说伤了他们。

以利沙从伯特利上迦密山…（列王纪下 2：25）

就是海边的海法地区。

…又从迦密山回到撒玛利亚。（列王纪下 2：25）

撒玛利亚离地中海大约九英里远，离海法地区的迦密山约廿五英里，离迦密山的某些地方

可能还要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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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现在读到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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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

下 3：1）

所以当约沙法仍为犹大王时，亚哈的另一个儿子约兰开始做王，他在位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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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 3：2－

3）

在约但河外，即今日的约旦地的摩押背叛以色列，他们曾被征服，每年将十万羊羔

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进贡给以色列王。

摩押王背叛以色列时，约兰王就召集以色列男丁，并差人请犹大王约沙法与他一起

去打摩押，约沙法回答说：「好啊，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就是你的民」。他们商

量：「从那里去攻打呢？」最后说：「就从以东吧。」就是说，他们要向南走，打

击摩押的南边，以东也加入他们的队伍。

他们出发了，在死海南边往以东而行，然后从约但河对岸往北攻打摩押。他们来到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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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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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沙法

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么。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



12/16
列王纪下第一至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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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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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罢。」

（列王纪下 3：9－13）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来说没有用，因为以色列全地是拜偶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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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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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

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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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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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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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

了水。（列王纪下 3：13－20）

在死海旁边的大峡谷中，常有这种状况发生。在一个大热天，突然峡谷中出现激流，它是

因别处降雨流过来的。比如你穿越沙漠时，可能看到远山有些乌云，山上下雨后，小溪谷

就满了水。虽然你所在的地方没下雨，但溪谷却满了雨水汇成的激流。这种事在那里也同

样会发生。他们没见到雨，也未听到风，但是山谷中却充满了从以东来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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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列王纪下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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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早晨的旭日是红的，反映在水上，摩押人看见就说：「他们一定彼此攻击，我们去收拾残

局吧。」他们就冲进去抢夺财物。当然，以色列人正等着他们来呢！这样，摩押就战败

了。以色列人继续进攻，毁灭了他们的城池。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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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作什么呢？

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列王纪

下 4：1－2）

以利沙说：「你和两个儿子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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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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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倒油。器

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

了。」（列王纪下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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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 4：7）

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

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

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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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住在其间。」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列王纪下 4：8－

12）

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向王

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

当为他作甚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列王纪下 4：13－

14）

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

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阿，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列王纪下 4：16）

别让我抱太大的希望。但一年后她就怀了自己的儿子。

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阿，我的头阿。」

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

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

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

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列王纪下

4：18－23）

这就好像人们问：「你今天去教会干嘛？今天不是星期日。」

于是备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迦密

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的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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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他，问他说，你平安么？你丈夫平安么？孩子平安么？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罢，因为他心里愁

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列王纪下 4：24－27）

这段话写在这里，就是要防止日后的人，比如今天我们读了以利沙的故事，以为他有特殊

的能力能知道人的心思意念。神特别把这段话加在这里，要叫你知道这能力是神的恩赐，

如果神不给，他会和我们常人一样。他只能知道神向他启示的事。他有点惊讶，神向他隐

藏了有关这书念妇人的事。

我常常为神能向我显示一些事惊讶。但他却为神没向他启示而惊讶。事实是，这妇人碰到

了麻烦，但主并没告诉他是什么事。

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列王纪下 4：28）

你现在知道我心都在这孩子身上。

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不要在途

中停下与人说话。」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

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列王纪下 4：29－30）

从这里，我看到了母亲的爱，是看到了母爱的力量和决心。我是指她不愿接受任何次好

的：「别差一个仆人来打发我，我来是要请你的，我决不在这里就离开你。」她坚持要 以

利沙与她同去，不肯接受让基哈西拿他的杖放在她儿子的头上。

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

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



16/16
列王纪下第一至四章

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

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

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以利沙叫基哈

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

进来，在以利沙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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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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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知道是甚么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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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

来，给众人吃罢。」锅中就没有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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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说：「这

一点岂可摆给一百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罢。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

必吃了，还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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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纪下 4：31－44）

这使我们想起基督在新约中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妇女和孩童还不算在内。这里是一样

的神迹，以利沙在此用那人带来的饼和玉米喂饱了一百人，还有剩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