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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沙法和亞哈試圖從敘利亞人手中
奪回基列的拉末

 ◆ 這章的描述一個非常有趣的企圖
涉及將兩個王不同的思路的故事

 ◆ 儘管談論的爭戰 但主要的是要表
明 無論人類做出了一切的努力
神仍是要履行 的計劃

 ◆ 在這種情況下 兩個王得到的是截
然相反的結果

 ❖ 亞哈死了 33-34節
 ❖ 約沙法卻得拯救 也受到了警告

18 31-32 19 1-3

 ◆ 這章的記載與列王記上第22章相
似 更改並不多

 ◆ 由於本章的上下文不同 這些更改
對瞭解整個故事的非常重要

 ❖ 列王記是關於亞哈在與敘利亞戰
爭中與以利亞和先知的對抗

 ❖ 歷代志中亞哈是一個配角支持約
沙法的行為

 ◆ 這章中看到神是公義的 慈愛的
 ❖ 神的懲罰 潔淨 的子民
 ❖ 神的憐憫 給人有悔改的機會
 ❖ 神的拯救 要人在困難時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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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約沙法大有尊榮 資財 就與亞哈結親 2過了幾年 他下到撒馬利亞去見亞
哈 亞哈為他和跟從他的人宰了許多牛羊 勸他與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末 3以
色列王亞哈問猶大王約沙法說 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嗎 他回答說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民與你的民一樣 必與你同去爭戰 4約沙法對以色列王
說 請你先求問耶和華 5於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四百人 問他們說 我們
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 他們說 可以上去 因為神必將那城交在
王的手裡 6約沙法說 這裡不是還有耶和華的先知我們可以求問他嗎 7
以色列王對約沙法說 還有一個人 是音拉的兒子米該雅 我們可以託他求問
耶和華 只是我恨他 因為他指著我所說的預言不說吉語 常說凶言 約沙法
說 王不必這樣說 8以色列王就召了一個太監來 說 你快去將音拉的兒
子米該雅召來 9以色列王和猶大王約沙法在撒馬利亞城門前的空場上 各穿朝
服 坐在位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們面前說預言 10基拿拿的兒子西底家造了兩
個鐵角 說 耶和華如此說 你要用這角牴觸亞蘭人 直到將他們滅盡 11
所有的先知也都這樣預言說 可以上基列的拉末去 必然得勝 因為耶和華必
將那城交在王的手中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2
�俥㽺㾶Ⰸ竑碽筆珮徨徂褕⼒脠ⅿ➩倱岋珯

1. 歷代志的作者重複了17 5b
1) 強調約沙法的財富和榮譽
2) 然後提到約沙法與亞哈的婚姻聯盟

2. 與亞哈結親
1) 與異族通婚持續發生在以色列的歷史中 歷代志下19 2
2) 在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以後的日子裡 通婚的問題仍然存在         

以斯拉記10 2-5 尼希米記13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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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節經文傳達的信息
1) 從人的角度來看

(1) 與亞哈的婚姻結盟可能在兩個王國之間帶來和平
(2) 約沙法可能認為這樣的婚姻會帶來了很大的嫁妝以及政治和軍事利益

2) 從神的角度來看
(1) 約沙法無需出於政治或國防原因或而出於財務原因而加入這樣的聯盟
(2) 約沙法應尋求神的保守
(3) 約沙法沒有尋求神 因而冒犯了神
(4) 約沙法的兒子約蘭與亞哈的女兒之一亞他利雅 21 6 結婚 後果很慘

22 10-12 23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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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過了幾年
1) 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參考
2) 根據列王記22 2 這是三年之後

2. 亞哈用盛大的宴會 宰了許多牛羊 表示對約法沙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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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勸他與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末
1) 亞哈的真正目的是希望約沙法加

入攻打拉末的軍事行動
2) 亞哈用 勸 的方式

(1) 催促 誘惑 誘導
(2) 引誘犯罪或背叛       

申13 6 歷代志上21 1
4. 這段經文顯示了歷代志的作者強烈譴

責約沙法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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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你先求問耶和華
1) 約沙法要求從亞哈的先知那裡尋求主的忠告
2) 古代以色列的先知

(1) 在軍事戰略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2) 先知為神的戰士提供預言 歷代志下11 1-4 列王記上20 13 28 列王

記下3 11-19 6 12-22 7 1-7 13 14-20  歷代志下220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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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色列王招聚先知四百人
1) 亞哈的回應是召喚他的四百位先知
2) 其中沒有一位是耶和華接受的先知
3) 真正的先知的標誌之一是他常常獨自站出來反對其他先知主張的意見 36

16 列王記下17 13-15 尼希米記9:26 耶利米書25 4 26 4-5 28;
29 24-32 參見馬太福音23 33 37

3. 這裡不是還有耶和華的先知我們可以求問他嗎
1) 對於約沙法來說 所有這些先知都同意這一事實 足以證明他們正在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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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哈承認他討厭一個人 因為他一直在批評他
2. 約沙法對亞哈的譴責表明約沙法還是敬畏神的
3. 亞哈下令把頑強的先知米該雅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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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他們在等米該雅的時候
1) 亞哈和約沙法到撒馬利亞城門前的廣場
2) 亞哈的所有先知與他們同在

2. 基拿拿的兒子西底家把耶和華描繪成公牛 刺殺萬國 直到萬國被毀為止 參
申命記33 17

��↷䎛䔼劅ℎ欎䠀䥥褕竑睥癙獍↷䥥茟㤐撯䔼䥥茟褕䠉⇆紛荁膸蓽褕䧕┑⨑笼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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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那去召米該雅的使者對米該雅說 眾先知一口同音地都向王說吉言 你不如
與他們說一樣的話 也說吉言 13米該雅說 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我
的神說什麼 我就說什麼 14米該雅到王面前 王問他說 米該雅啊 我們
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 他說 可以上去 必然得勝 敵人必交
在你們手裡 15王對他說 我當囑咐你幾次 你才奉耶和華的名向我說實話
呢 16米該雅說 我看見以色列眾民散在山上 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華說 這民沒有主人 他們可以平平安安地各歸各家去 17以色列王
對約沙法說 我豈沒有告訴你 這人指著我所說的預言不說吉語 單說凶言
嗎  18米該雅說 你們要聽耶和華的話 我看見耶和華坐在寶座上 天上
的萬軍侍立在他左右 19耶和華說 誰去引誘以色列王亞哈上基列的拉末去陣
亡呢 這個就這樣說 那個就那樣說 20隨後有一個神靈出來 站在耶和華面
前 說 我去引誘他 耶和華問他說 你用何法呢 21他說 我去
要在他眾先知口中做謊言的靈 耶和華說 這樣 你必能引誘他 你去如此
行吧 22現在耶和華使謊言的靈入了你這些先知的口 並且耶和華已經命定降
禍於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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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基拿拿的兒子西底家前來 打米該雅的臉 說 耶和華的靈從哪裡離開我與
你說話呢 24米該雅說 你進嚴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 就必 看見了 25以
色列王說 將米該雅帶回 交給邑宰亞們和王的兒子約阿施 說 26 王如此
說 把這個人下在監裡 使他受苦 吃不飽喝不足 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來

27米該雅說 你若能平安回來 那就是耶和華沒有藉我說這話了 又說
眾民哪 你們都要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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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帶米該雅的使者敦促他同意亞哈王其他先知的預言
2. 米該雅的回答符合他作為真正先知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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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列王記上22 15的記載 做了微小但很重要的修改
2. 列王紀中先知們有三次預言鼓勵亞哈去攻取拉末 列王記上22 6 12 15

1) 可以上去 因為主必將那城交在王的手裡 列王記上22 6
2) 必然得勝 因為耶和華必將那城交在王的手中 列王記上22 12
3) 必然得勝 耶和華必將那城交在王的手中 列王記上22 15

3. 歷代志中重覆亞哈先知的前兩個預言
1) 可以上去 因為神必將那城交在王的手裡 歷代志下18 5
2) 必然得勝 因為耶和華必將那城交在王的手中 歷代志下1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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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歷代志用米該雅的預言取代第三個預言
1) 必然得勝 敵人必交在你們手裡 歷代志下18 14
2) 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答覆
3) 將真正先知口中的神與虛假言論分離

5. 歷代志的作者為了保護神的正直與誠信 所以修改列王記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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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哈認出了米該雅語氣中的諷刺 並要求他坦率地說
2. 米該雅引用了以色列人熟悉的的形象預言他們的未來

1) 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民數記27 17 撒迦利亞書10 2
2) 這民沒有主人 以賽亞書13 14
3) 他們可以平平安安地各歸各家去 撒迦利亞書13 7

3. 亞哈把這看作是個人的侮辱 而不是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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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段經文描述耶和華在天上的 會議
2. 這 會議 解釋以色列人要攻擊基列的拉末的原由
3. 會議 討論以色列的戰爭

1) 將亞哈的死和以色列 北方 軍隊的失敗定為目標
2) 撒謊的先知不僅是騙子 而且是受魔鬼啟發的人
3) 這一切都在神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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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上的萬軍 參與這會議 結果
1) 天軍代表以色列參戰
2) 有時 宇宙大能的戰士也加入
3) 他們共同對抗神的敵人
4) 如列王記下6 15-19 7 6 以賽亞書13 1-13 約珥書3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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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該雅諷刺的話激怒了西底家 他 打米該雅的臉
2. 耶和華的靈從哪裡離開我與你說話呢

1) 西底家認為神的靈與他同在
2) 米該雅說的預言不是神的話 因他沒有神的靈

3. 你進嚴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 就必看見了
1) 米該雅用雙關語回答希底家
2) 西底家是 先見 Seer 但看不見
3) 在神審判的那日

(1) 西底家會 看見 或 發現 神的靈在做什麼
(2) 西底家必會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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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的兒子約阿施
1) 它可能是職位的名稱
2) 在巴勒斯坦發現的印記都帶有專有名稱
3) 約阿施可能是一位警官

2. 亞哈把米該雅關在監牢裡
1) 限制米該雅的口糧 耶利米書38 9
2) 一直關到亞哈從戰場上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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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該雅的話證明他確實是神的先知 而其他先知的話語沒有任何根據的
2. 這節經文的意義

1) 亞哈認為他的離開只是暫時的 所以監禁米該雅也是短暫的
2) 米該雅認為亞哈否定神的話語 所以神審判亞哈會死在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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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以色列王和猶大王約沙法上基列的拉末去了 29以色列王對約沙法說 我要
改裝上陣 你可以仍穿王服 於是以色列王改裝 他們就上陣去了 30先是亞
蘭王吩咐車兵長說 他們的兵將 無論大小 你們都不可與他們爭戰 只要與
以色列王爭戰 31車兵長看見約沙法 便說 這必是以色列王 就轉過去
與他爭戰 約沙法一呼喊 耶和華就幫助他 神又感動他們離開他 32車兵長見
不是以色列王 就轉去不追他了 33有一人隨便開弓 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縫
裡 王對趕車的說 我受了重傷 你轉過車來 拉我出陣吧 34那日陣勢越
戰越猛 以色列王勉強站在車上抵擋亞蘭人 直到晚上 約在日落的時候 王就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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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要改裝上陣 你可以仍穿王服
1) 亞哈改裝的理由 可能是在戰爭時避人耳目                  

創世紀38 14 撒母耳記上28 8 列王記上14 2
2) 亞哈希望如此他可以逃避預言 35:22
3) 亞哈可能預料到 亞蘭王的命令是針對他的

(1) 處於危險之中的是約沙法在亞哈的王袍中
(2) 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證亞哈的安全

2. 沒有任何人 事 物能逃離神 詩篇13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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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代志中常常出現的情況 神回應在爭戰中痛苦的祈禱
2. 耶和華就幫助他 神又感動他們離開他

1) 列王記上22 32沒有記載這節經文
2) 即使在約沙法不該參與的爭戰 神還是是他的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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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位無名的弓箭手隨便射出的箭 在神的指引下 就射到亞哈
2. 列王記上記載有關亞哈的死

1) 列王記上22 35-38詳細描述亞哈的死亡的事
2) 顯示為以利亞在列王記上21 19的預言的應驗

3. 歷代志記載有關亞哈的死
1) 省略以利亞預言應驗的經文
2) 省略列王記關於亞哈受傷去世的細節
3) 簡要的概述了亞哈的不幸
4) 以約沙法回到耶路撒冷 19 1-3 為亞哈之死事件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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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沙法與亞哈結盟 18:1-11
 ❖ 約沙法得尊容後與亞哈結盟
 ❖ 亞哈慫恿約沙法一起攻打拉末
 ❖ 亞哈的先知都預言戰勝

 ◆ 米該雅警戒的預言 18:12-27 :
 ❖ 米該雅預言戰敗
 ❖ 米該雅預言亞哈陣亡
 ❖ 米該雅受辱和被囚

 ◆ 米該雅預言的應驗 18:28-34 :
 ❖ 亞哈陣亡
 ❖ 約沙法被神拯救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約沙法與亞哈結盟是愚蠢的
 ❖ 亞哈不接受米該雅的預言
 ❖ 神懲罰亞哈 神憐憫約沙法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我們要思考
 ❖ 有沒有不合神心意的行為
 ❖ 神懲罰罪的目的是什麼
 ❖ 神憐憫人的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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