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四季主日學裝備課程 
                           列王紀中的先知與醫治 
            

先知是基督賜給教會裝備聖徒的五重職份之一， 

而先知不只是說預言、看異象、做異夢，且有神蹟奇事隨著。 

本季的課程將從列王紀中來學習先知以利亞與以利沙的事奉， 

如何領受先知的恩膏與能力？ 

先知與醫治的恩賜當如何運用? 

真假先知的區分？先知的品格與試探？ 

願你我經過屬靈的約但河，經歷神的新作為， 

為基督的再來預備合用的百姓，在這時代成為神蹟的器皿。               
 

 

                                                                                         

第一講                                列王與先知                                    劉梅蕾師母 

 

列王紀：   記述以色列王國的歷史，由大衛王的末年，所羅門王的興盛，以色列和猶大的 

               分裂， 北國以色列亡於亞述，南國猶大被擄，每一王的歷史皆以是否行耶和 

               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來衡量，對神忠心，國就興盛，若拜偶像違背神的命令就受 

               患難。而神差派先知警告王和百姓不可拜偶像，不可違背神的心意，先知的工 

               作與角色甚為重要。 

A. 所羅門時代（王上 1-11, 代下 1-9） 

B. 王國分裂：(王上 12-22, 王下 1-25) 

             南國：有五次宗教革新但可惜的是晚節不保。 
                                 亞撒救助於亞蘭來攻打以色列而未依靠神，腳病也不求神醫病。 
                                 約沙法與亞哈家聯姻並一起經營貿易。 
                                 約阿施隨子拜偶像並殺先知撒迦利亞。 
                                 烏西雅因心高氣傲擅闖聖殿上香。 
                                 希西家將家中的財寶顯給巴 比倫看。 
                                 約西亞不明白神的旨意與埃及爭戰致死           

    北國：耶羅波安(北國十支派)（王上 12:20-32）                    
                              *在伯特利和但設立拜金牛贖祭壇，使以色列人 陷入拜偶像罪中, 隨意設 
                                立祭司，忽視摩西律法，准許以色列人在各地邱壇獻祭，私改節期。 
                                各王都是效法耶羅波安拜假神的罪中，宗教道德生活完全崩潰 

Ｃ. 北國的滅亡（王下 9-17）, 南國的被擄（王下 18-25） 

Ｄ. 列王紀中的先知與醫治：以利亞、以利沙、（以賽亞） 

 
 
 
                 



 
 
                                                            列王與先知對照表 

王國時代：掃羅（40）大衛（40）所羅門（40）         

      先知 : 撒母耳、拿單、迦得、亞希雅 

王國分裂：南國（猶大）, 北國（以色列） 

南國猶大           年數 

 

先知 北國以色列    年數 先知 他國 

羅波安         17 示瑪雅 耶羅波安 22 亞希雅  

亞比央      3  拿答  2   

亞撒 41 亞撒利雅 巴沙 24 耶戶  

以拉  2   

心利 7 日   

暗利 12   

約沙法 25  哈拿尼 亞哈 22 以利亞 

米該亞 

亞蘭 

亞哈斯   2  

約蘭 12  

約蘭  8  耶戶 28 以利沙 

阿摩司 

 

亞哈謝  1    

亞他利雅  6  

約阿施 40 約哈斯 17  

亞瑪謝 29 約阿施 16  

烏西雅/亞撒利雅 52 以賽亞 耶羅波安二世 41 何西阿 亞述 

撒迦利雅  6  

沙龍 1 月  

米拿現 10  

比加轄   2  

約坦 16 彌迦＋北何西

阿 

比加 20  

亞哈斯 16 何細亞   9  

希西家 29 北國滅亡主前 722年 

  瑪拿西 55 西番雅 

拿鴻 亞們  2 

約西亞 31 哈巴谷 

 

耶利米 

約哈斯 3 月 

以利亞敬/約雅敬 11 

約雅斤 3 月 

西底家 11 

猶大被擄主前 586年 

 
 



 
 
 
一．聖經與先知 

先知預言基督並作書記錄－（路 24：44, 徒 3:18, 彼前 1:10-11, 彼後 1:19--21） 

                               

二．先知的定義與稱呼 

原意：異象的守望者 

1． 神的代言人，作神的出口，要被當作代表神(出 4:15,16; 申 18:19) 

2． 先見，神人，先知(撒上 9:6,9; 賽 29:10; 哈 1:3)  

3． 見異象者(民 24:4) 

4． 受感說話的人(民 11:29; 彼後 1:19-21) 

5． 神在歷世歷代中使用的器皿，時代的良心(王下 17:13) 

 

三．先知職份的興起與發展 

1． 亞伯拉罕 (創 20:7) 

2． 摩西 (申 18:15) 

3． 撒母耳 (撒上 3:19-20; 12:23; 徒 3:24) 

     －眾先知開始的代表 

4． 以利亞 (太 11:11-13; 路 9:28-36) 

           －先知的代表 

           －以利亞與施洗約翰(太 11:11-14; 路 1:13-17; 76-79，瑪 4:5)          

             火(悔改)，能力 

5． 那先知(約 1:21; 徒 3:22-26; 申 18:18; 來 1:1-2; 啟 19:10) 

－耶穌基督 

6． 新約中的先知(林前 14:3; 弗 2:19-20)  

－是教會建造的根基 

－是五重職事之一，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四．先知的呼召與使命 

1. 是蒙召而非世襲(耶 1:4-5, 9,10，王上 19:16) 

2. 時代的守望者 

3. 呼召百姓悔改順服 

4. 分辯真偽 (王上 

5. 警戒與安慰 

 

五．舊約先知的信息 

1． 宣告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是歷史與萬國列邦的主宰(王上 18:37) 

2． 宣告神的審判與應許，呼召百姓悔改 (珥 2:12-13; 何 6:1-3) 

3． 預告以色列與外邦的命運，彌賽亞的國度 (珥 2:28-31; 亞 12:2; ⋯⋯) 

 



 

 

六．新約的先知  

1. 預備主的道路 

2. 呼召百姓悔改 

3. 建造教會  

 

七．先知的恩賜與職份 (林前 14:1-4; 12:4-10; 弗 4:11-12) 

基本上是『受感說話』(耶 1:9; 賽 6:7) 

        領受神的靈，說神的話 

        先知是主所賜的職份，說出神的話是聖靈的恩賜 

  聖經中的先知是啟示神的話語 

 

      現今教會中先知的職份乃是神話語的再啟示 

    豫言(先知講道)，造就，安慰，勸勉 

    Partial:不是完全的啟示 

Progressive:漸近式的啟示 

Conditional:有條件的啟示 

    知識的言語(現在)—必要成就 

    智慧的言語(將來)－必要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