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05/23/2021 主日信息：安息與得勝 - 王諾亞弟兄 】 

經文：列王記下 4:8-37 

弟兄姐妹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在這裡與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的話。如果我們讀聖經的列王紀下，

我們會看見很多以利沙所行的神跡。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的列王記下第四章，以利沙在

書念這個地方所行的一個很特別的神跡。以利沙當時常常會經過書念這個地方，為什麼呢？因為

他常去迦密山，在往迦密山上的路途中，他會經過書念這個地方。 

 

王下四章 8-37節「一日，以利沙走到書念，在那裡有一個大戶的婦人強留他吃飯。此後，以利沙

每從那裡經過就進去吃飯。婦人對丈夫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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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臺，他來到我們這裡，就可以住在

其間。一日，以利沙來到那裡，就進了那樓躺臥。以利沙吩咐僕人基哈西說：你叫這書念婦人

來。他就把婦人叫了來，婦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僕人說：你對他說：你既為我們費了

許多心思，可以為你做什麼呢？你向王或元帥有所求的沒有？他回答說：我在我本鄉安居無事。

以利沙對僕人說：究竟當為他做什麼呢？基哈西說：他沒有兒子，他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說：再

叫他來。於是叫了他來，他就站在門口。以利沙說：明年到這時候，你必抱一個兒子。他說：神

人，我主啊，不要那樣欺哄婢女。婦人果然懷孕，到了那時候，生了一個兒子，正如以利沙所說

的。孩子漸漸長大，一日到他父親和收割的人那裡，他對父親說：我的頭啊，我的頭啊！他父親

對僕人說：把他抱到他母親那裡。僕人抱去，交給他母親；孩子坐在母親的膝上，到晌午就死

了。他母親抱他上了樓，將他放在神人的床上，關上門出來，呼叫他丈夫說：你叫一個僕人給我

牽一匹驢來，我要快快地去見神人，就回來。丈夫說：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為何要

去見他呢？婦人說：平安無事。於是備上驢，對僕人說：你快快趕著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

遲慢。婦人就往迦密山去見神人。神人遠遠地看見他，對僕人基哈西說：看哪，書念的婦人來

了！你跑去迎接他，問他說：你平安嗎？你丈夫平安嗎？孩子平安嗎？他說：平安。婦人上了

山，到神人那裡，就抱住神人的腳。基哈西前來要推開他，神人說：由他吧！因為他心裡愁苦，

耶和華向我隱瞞，沒有指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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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說：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見人，不要向他問安；人若向你問

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臉上。孩子的母親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

前起誓，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以利沙起身，隨著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臉上，卻沒

有聲音，也沒有動靜。基哈西就迎著以利沙回來，告訴他說：孩子還沒有醒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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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叫基哈西說：你叫這書念婦人來；於是叫了他來。以利沙說：將你兒子抱起來。婦人

就進來，在以利沙腳前俯伏於地，抱起他兒子出去了。」 

  

A. 以利沙在書念行的神跡 

聖經告訴我們在書念有一大戶人家，就是很有錢的家，那裡面有一個婦人很特別，她看見以利沙

經過書念，她很有熱情，就強留以利沙到她家裡來吃飯，以利沙就就跟她去吃飯。以後每次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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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念，以利沙就自動的來到書念婦人的家，跟她一起吃飯，因為她盛情難卻，所以他就常常去

吃。吃了一段時間之後這個婦人就對她先生說：以利沙這個人很特別，他是一個聖潔的神人，因

為在以利沙身上她看見他跟一般人不一樣，所以就跟她丈夫商量，在他們的樓上蓋個小房子。裡

面準備一些簡單的床、傢具、桌子、椅子、台燈，讓以利沙不但每次經過的時候能一起吃飯，甚

至還可以在這個房間裡面休息。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以利沙就請這位婦人來到他面前說：你為我

做了這麼多事情，有什麼我可以幫你做的？因為我們都知道以利沙跟當時的王和元帥關係都很

好，所以他說：如果你有什麼需要向王、向元帥求什麼，你可以跟我講，我可以幫助你。但是這

位婦人說：我在本鄉安居無事，意思就是說我沒有什麼缺乏的，她該有的都有。以利沙就納悶，

他就問他的僕人基哈西說：到底我們可以為這位婦人做什麼呢？ 

 

基哈西就告訴以利沙說：這個婦人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兒子，以利沙就請這位婦人來說：明年這

個時候你可以生一個孩子。這位婦人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太好的消息，她說你不要欺騙我了，因

為婦人的先生已經老了，不太可能生孩子了，可是很奇妙，隔年以後果然這位婦人生了一個孩

子，所以這個家庭非常的高興，因為這是老年得子，然後孩子就慢慢長大。結果有一天他到父親

那邊去，他們正好在收割，父親跟一些僕人在田裡面，他就來看他父親，突然覺得頭痛，所以這

位婦人的丈夫馬上就讓僕人把這個孩子送到婦人這位媽媽的身邊，沒有多久這個孩子居然死了。

所以這位婦人就把這個孩子抱到以利沙的房間，放在以利沙的床上，然後就告訴她的丈夫趕快備

驢，我要去見神人，就是以利沙。她丈夫說今天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有什麼急事，你要去找以

利沙嗎？她說平安無事，沒事。她也不告訴她的先生，她只說平安無事。她急忙備著驢就去迦密

山見神人以利沙。以利沙老遠就看到了，就趕快派他的僕人基哈西去問這位婦人說：你有什麼特

別的事？她也不跟僕人講，只說：平安！  

 

一直到來到以利沙面前，就撲倒在他的腳前，就跟他講說：你為什麼欺哄我？我以前並沒有跟你

求孩子，你給我了孩子，孩子現死掉了。以利沙就趕緊派他的僕人基哈西，帶著他的杖趕去這個

房間裡面，把杖放在孩子的身上，盼望能夠叫這個孩子活過來。可是這個婦人很特別，她沒有因

此就跟著僕人回去了。她對以利沙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並在你面前起誓我不離開你，意思

就是說我一定要跟著你。以利沙只好跟著她回去了，回去的路上基哈西就告訴他孩子沒醒過來，

以利沙進了房間之後把門關起來禱告耶和華，然後他就伏在這個孩子的身上，眼睛對著眼睛、口

對著口、手對著手伏在孩子身上，慢慢地這孩子有點溫度了，過了一會兒他再伏上去，經過了一

陣子之後，這孩子連打了七個噴嚏就活過來了。所以利沙就把這孩子活活地交給了這個婦人，這

個就是以利沙所行很多神跡裡面的其中一個神跡。 

 

B. 神蹟背後的意義 

我們知道神跡都很特別，神跡是神才能做的事情，人沒有辦法做。所以我們一般對神跡都非常好

奇。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一章特別告訴我們，他說：猶太人就很喜歡神跡。希利尼外邦人喜歡尋

求智慧，但是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你可以看見猶太人他們曾經經歷過很多的神跡，

他們對神跡非常好奇，非常喜歡。當然，今天我們也是一樣，如果在教會裡有神跡我們都會非常

的興奮、非常的稀奇。但是在聖經裡面提到神跡的時候，常常用 Sign 這個字，就是預兆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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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跡。那什麼叫做預兆？什麼叫 Sign 呢？就像我們在高速公路上開車，你要去一個地方，你會

在高速公路上看到這些指路牌子，那個 Sign上面告訴你，你要去的地方大概還有多少公里，或

者多少英里，你大概在什麼時候你就要準備下去了，往你的的目的地去。所有 Sign本身不是目

的，是要指往你去的地方那才是你的目的地。所以同樣的聖經神跡用 Sign 告訴我們，神跡的本

身並不是它的目的地，這個神跡所要引導我們要去注意神的心意，那才是我們所要明白、所要知

道、所要追求的。所以我們就從書念婦人，以利沙所行的神跡來看，到底這個神跡要向今天的我

們顯明神的什麼意思，好讓我們能夠明白、而且能夠尋求神的心意。 

 

我們知道以利沙在聖經裡面特別代表我們復活升天的主，這是以利沙在聖經裡面特別給我們看到

的。因為我們知道以利沙跟著以利亞他的師傅曾經去過很多地方，最後就經過了約旦河，然後經

過了約旦河之後，以利亞就升天了。但是以利亞把外衣留給了以利沙，所以，以利沙又用外衣再

把約旦河的河水分開，然後他就回來了，之後他就行了很多的神跡。我們知道約旦河在聖經裡面

常常代表「死」的意思。所以，以利沙跟著以利亞經過了約旦河，代表經過了死，然後以利亞復

活升天了，以利沙再回來，所以他代表復活升天的主。 

 

在書念這個大戶人家預表的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上次交通過當保羅在寫提摩太前書的時候，那時

候教會的光景還相當的正常，所以他講到教會乃是神的家，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這是神的家。但是到提摩太后書，那光景已經開始改變了，所以他稱神的家為大戶人家，大戶人

家裡面會怎麼樣呢？有金器、有銀器、有木器、有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人如果

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可以做貴重的器皿，為神所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所以大戶人家在末後世

代，特別是預表教會的光景，這個時候教會的光景已經開始有一點參雜，本來按照神的心意，教

會裡面所有神的兒女都應當是貴重的器皿，但是慢慢慢慢因為有參雜，所以教會就變成有些成了

貴重器皿，有些就成為卑賤的器皿。貴重跟卑賤的差別：一個是金、銀；一個是木器、瓦器；

金、銀就說出了這個人所能夠彰顯的都是神的性情、神的生命，這是貴重的器皿。如果我們在教

會，人在我們身上所看見我們生命的發表，乃是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的發表，那這是一個貴重的

器皿。什麼是卑賤的器皿？就是我們所發表的仍然是我們天然的肉體，我們沒有辦法彰顯主的自

己，我們彰顯的乃是我們墮落的天性跟肉體，那我就成了卑賤的器皿，所以教會成了大戶人家。

在書念我們看見這裡的大戶人家，它是什麼都有，因為大戶人家很有錢的，它有外面各樣的服

事，外面有各樣的工作，但在神的眼中它裡面有了參雜。它什麼都有，但是缺少什麼呢？缺少最

重要的，就是缺少兒子，兒子在聖經裡面特別代表神那種剛強的生命，男孩子剛強的生命。所以

它什麼都有，但缺少神剛強的生命，神兒子剛強的生命在教會中的彰顯。但是感謝主在這裡有一

個婦人，她強留以利沙吃飯，以利沙也跟她一起吃飯，我們知道「吃飯」 在聖經裡面特別講

到 「交通」說的。所以要與主一同坐席，就是與主一同吃飯，一同交通。所以這個婦人她跟以利

沙不斷地交通，就預表了我們在教會裡面，我們如果能夠常常與主交通，交通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帶進了啓示，所以這個婦人能告訴她的丈夫說：我發覺以利沙這個人是聖潔的神人。 

 

她怎麼會有這種啓示呢？乃是從與以利沙的交通來的。以利沙只是經過書念，他沒有行神跡，他

沒有講一篇大的道理，但是人在他身上看見了他的特點，乃是聖潔的神人。今天也是一樣，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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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斷地、常常與主交通，不管外面的環境怎麼樣，不管教會的光景怎麼樣，如果我們個人能

夠與主常常有隱密處的交通，我們就會對主有更多、更深的啓示。有了這個啓示之後，她有更進

一步的行動，她現在開始蓋了一個小房子，預備了簡單的傢具，讓以利沙以後每次經過的時候可

以住在這裡。所以交通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住在基督裡，基督也住在我們裡面。聖經告訴我

們：我們若親近神，神也必親近我們。所以與主不斷地交通，常常住在主裡面，主也住在我們裡

面，帶進的結果就是生下了兒子。換句話說，那個屬靈生命就開始剛強起來。以前我們剛剛信

主，我們的生命如果不長大，我們仍然像一個嬰孩，沒有剛強的生命。但是藉著不斷地與主交

通，住在主裡面，就發覺現在神兒子的生命在我們裡面長大。所以這個孩子就慢慢長大了，但是

很可惜，有一天突然身體不舒服他就死掉了。這個婦人很特別，死掉兒子這是一件大事，但是當

她丈夫問她：你為什麼要備驢去見以利沙的時候，她說：平安無事，她說沒事。當她往迦密山的

路上，以利沙的僕人基哈西問她有沒有什麼事情？平安嗎？她說：平安，一直到以利沙的面前。

出了那麼大的事情，她居然沒有事，平安，為什麼？因為她的眼目一直盯在迦密山的以利沙。迦

密山是什麼地方？如果我們讀過以利亞的傳記，以利亞曾經在迦密山上有過一次很大的屬靈爭

戰。 

 

以利亞所在的時候，可以說是當時以色列國最荒涼、最墮落的時候，本來以色列國和他們所拜的

乃是金牛犢，拜偶像、拜金牛犢。但最起碼他們還稱這個金牛犢是帶他們出埃及的耶和華。但是

到以利亞的世代，那個時候是亞哈做以色列王，他娶了西頓王（外邦王）的女兒耶洗別為妻，從

那個時候他們正式拜巴力把耶和華的名除去，而以利亞乃是在這個世代裡面被神興起做先知。後

來他來到了迦密山，與拜巴力的 450個先知，以及拜亞舎拉的 400個先知，在那裡有屬靈的爭

戰。後來我們知道他藉著禱告降下火來，顯明神是真實的神，然後把這些拜巴力的先知全部除

滅。所以迦密山乃是代表屬靈爭戰得勝的地方。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書念的婦人，在她失去兒子之

後，她能夠說平安無事，為什麼？因為她的眼目一直盯在升天得勝的主的身上，這就是以利沙所

代表的。今天我們也會在我們的生活當中，遇見很多環境非常的惡劣，是我們沒有想到的，常常

把我們帶到「死地」；就好像兒子死了，帶到死地。我們怎麼樣來面對我們周遭所發生的這些艱

難、這些困難、這些突然的打擊呢？我們怎麼樣能夠安息在這個裡面呢？我們的眼目只有盯在這

位復活升天得勝的主身上。就好像希伯來書所告訴我們的：我們要轉眼仰望這位使我們信心、創

始成終的主，所以我們需要盯睛在主的身上。因為一看環境我們就落下來了，一看環境我們就死

亡了，但是，當我們來仰望主的時候，我們就得生命。就好像在曠野，當這些以色列人在那裡抱

怨的時候呢，有火蛇出來咬他們，很多人就死了。所以神叫摩西做了一個銅蛇，舉起來，人仰望

銅蛇，人就活了，人看自己的傷口，人就死了。 

 

今天也是一樣，我們要來仰望，這位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在一切艱難的環境底下我們就能

夠活過來，這就是為什麼書念的婦人能夠說平安無事，因為她的眼睛一直盯在迦密山上的以利

沙。她來到以利沙面前，以利沙派了他的僕人，拿著他的杖去救這個孩子。照理說我們這樣就可

以滿足了，以利沙已經派他的僕人，帶著他的杖去。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應當學習，這位書念婦

人所學習的，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沒有真正完全的仰望主。我們可能仰望主所興起來周遭幫助我們

的人，就像這個僕人一樣。但是書念婦人知道，這件事情只有以利沙、只有我們的主才能做這件

事情。所以她在以利沙的面前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並在你面前起誓，我不會離開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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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利沙就跟著她去，果然這個僕人沒有辦法解決這麼大的難處。所以以利沙就關上門禱告

神，就伏在這個孩子的身上。聖經上特別提到 「眼對眼，口對口，手對手」，幾次之後呢，這個

孩子打了七個噴嚏就活過來了。換句話說，七個噴嚏就說出了他戰勝了死亡，得勝，而且得勝有

餘，七個噴嚏說出了他把一切死亡都拋棄掉了。為什麼以利沙要用「眼對眼，口對口，手對手」

伏在孩子身上呢？因為在這一個故事裡面就給我們看見，這個神跡所要預表的告訴我們 - 我們從

主這裡得的生命乃是一個死而死而復活的生命。神兒子的生命來自死而復活的生命。但死而復活

的生命，要能夠真正彰顯出來呢，神常常要把我們帶到死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跟隨主的路

上，我們越愛主，越追求主，常常有更多的難處發生在我們的身上。難道神不能保守我們嗎？事

實上神經常是借著這些難處，把我們帶到死地。讓我們經歷什麼叫做死，而且從死而復活。就好

像保羅所說的，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我已經死了，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了，現在活著

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換句話說他現在呢，活著的不再是他自己了，是基督，基

督的生命在他裡面活。這就是為什麼，以利沙需要眼對眼，口對口，手對手伏在孩子身上。因為

當這個孩子活過來以後，當我們真的經歷的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之後，我們的眼光，就

不再是按照從前這個老舊的眼光看事情了，我們乃是以主的眼光來看事情。其實在最艱難的環境

裡面，我們也能夠看見神善良、成全、和喜悅的旨意。 

 

不僅如此，我們的口也不再按照從前我們想要怎麼說話就怎麼說話，我們的口乃是按照主要我們

怎麼說，我們就怎麼說。我們的手也不再憑著自己的意思來做工了，我們乃是按著主的心意來做

工。就好像主在地上的見證，主在地上說：子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只有看見父所做的他才做，

只有聽見父所說的他才說。所以整個以利沙在書念所行的神跡就給我們看見，今天如果我們要在

屬靈的道路上行走，離不開我們要常常與主交通，常常住在主裡面。我們生命在慢慢成長的過程

中，我們會經過很多的艱難，好像環境要把我們帶到死地，我們常常要被打倒好像沒有辦法活過

來。但是如果我們的眼睛能夠常常定睛在迦密山上的以利沙，就是已經復活升天得勝的主身上，

那我們經過了死，把我們從死地帶往復活這個階段後，我們活著就不再是我。不再憑自己看東

西、不再憑自己看事情、不再憑自己說話、不再憑自己行事，乃是讓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C. 兩種安息 

但這一個神跡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 這個書念的婦人遇見了以利沙有這麼偉大的經歷，但聖經上是

沒有提她的名字，只提這個地方的名字書念，書念本身是什麼意思呢？書念在原文的意思是說兩

種安息的地方；簡單的說就是兩種安息，什麼叫做兩種安息？如果我們讀馬太福音十一章，在那

裡我們就看見主耶穌說了一段話。 

 

馬太福音十一章 25-30節 

•那時，耶穌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

就顯出來。 

•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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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

知道父。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而主耶穌在說這一段話之前，發生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施洗約翰被關在監獄裡

面，我們知道施洗約翰是主耶穌的先鋒，他把主耶穌介紹給世人，這位就是基督，因為他看見聖

靈像鴿子降在主的身上，所以他說這就是在我以後要來的，我連給他解鞋帶都不配，提鞋子都不

配。所以他是主耶穌的先鋒，把主耶穌介紹給世人的，但是他因著被希律關在監獄裡面，生命都

有危險了，可是他聽到主耶穌在外面行了好多的神跡。所以這個時候他的信心有一點搖動了，他

就派了門徒來見主，甚至用話激主，到底我們在等候你呢，你是彌賽亞啊，還是在等候別人？意

思是說你行了這麼多神跡，你為什麼不來救我？所以這是主在當時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祂最

親近的人，把祂介紹到世人面前的，祂的先鋒都開始好像懷疑祂開始用話刺激祂了。所以這是第

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講到主耶穌當時在好多的城市裡面，行了好多的神跡，可是這些人心

非常的剛硬，不悔改。所以在這兩件事情底下，主耶穌的反應是什麼？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

你！因為你的旨意向聰明通達的人就隱藏，向嬰孩就顯露。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

以你看見，主耶穌碰到這麼大的難處，就好像我們，如果今天我們在服侍主，服侍到一個地步連

我們最親的人，最好的弟兄姐妹都開始懷疑我們，而我們為主做那麼多，付上那麼多的代價，居

然沒有任何的果效。弟兄姐妹，你看這個時候我們的心會怎麼樣？我們可能抱怨，我們可能不再

服侍，我們可能逃離開我們的崗位。但是主怎麼講？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他知道父不僅

是天上的主，祂也是地下的主，祂管理天地。祂也告訴我們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向著嬰孩就顯

露，向著聰明通達的人就隱藏。很多時候我們為什麼會不明白神的心意，因為我們太聰明通達，

我們太會計算。如果我們的心單純像個嬰孩，單單的依靠、單單的信靠，我們就會明白神的心

意。而且不但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而且知道這是神的美意。然後主耶穌接下來講了一段

話：就是一切發生在祂的事情上的，都是父給祂的。一切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是父允許發生

在我身上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換句話說呢，主耶穌只在乎父知不知道。很多時候我們被

人誤會了、被人誹謗了、被人說壞話了，很多時候我們工作沒有果效，別人在批評我們的時候

呢，我們很在乎別人的看法。 

 

但是主在乎什麼呢？主只在乎父知道。一切我父交付我的，一切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

有人知道子。所以主只在乎父知道就好了，除了子與子所指示的人，沒有人認識父。換句話說，

主也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願意在一切發生的事情上，我們只在乎父知道就好。別人不知道，別人

誤會沒有關係，只要父知道就好。如果我們是這樣的人，我們就能夠像主所說的，我們能夠指示

別人來認識父。為什麼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告訴別人，或者怎樣把別人帶到父面前來認識父呢？因

為很多時候我們自己都不認識父。我們為什麼不認識父呢，因為我們常常在乎別人知不知道我

們，我們不在乎父知不知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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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耶穌接下來就講到了兩種安息；第一種安息他講到：凡勞苦擔重擔的就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是你們得安息，所以這是一種安息。接下來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

樣式，這樣你們的心裡，在原文就是你們的魂裡，就可以享受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

擔子是輕省的。所以你看到這裡提到了兩種安息：第一個安息你不需要付代價；你只要有勞苦重

擔，你就可以來到主面前，你就可以得到安息。我們以前都是背重擔的人，勞苦重擔，我們都背

著很多罪惡的重擔。但今天我們只要來到主的面前，來親近他，來相信接受他，我們就可以得到

安息，我們靈裡面就可以得到安息。我們有了永生，因為我們的罪惡不再受永遠的審判，我們得

到安息了，但這個安息還不夠，還有另外一個安息，這個安息你要付代價的，因為主耶穌是柔和

謙卑，我們常常是驕傲剛硬。所以我們要負主的軛，學主的樣式。換句話說，我們把我們自己奉

獻給主，祂掌管我們的一生。他興起各樣的環境來，也許在家裡面、也許在工作的場所、也許在

教會裡，興起很多的環境來，要我們怎麼樣呢？要我們負祂的軛，學祂的樣式。意思就是說，要

我們學習他的柔和謙卑。如果我們能這樣的話呢，我們就能得享魂裡的安息，魂的安息就說出了

魂的救恩，這跟我們進國度有關係，跟我們要過得勝的生活有關係。好像剛才那個書念的婦人，

剛開始她有一個安息，她什麼都不缺乏，但後來的安息呢她學到了，她不管環境多麼惡劣，她就

是注視在迦密山上的以利沙，這也是我們所要學習的工作。如果我們不管環境多惡劣，發生什麼

樣的事情，如果我們都是轉眼來仰望這位使我們信心創始的主，我們願意負祂的軛，學祂的樣

式，我們的魂裡面就能夠享受安息。 

 

D. 安息與賞賜 

接著這個婦人經歷了以利沙在她身上所行的神跡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如果我們讀列王記下第

八章：1-6節，我們就知道那時候發生的一些事， 

 

•以利沙曾對所救活之子的那婦人說：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為耶和華命

饑荒降在這地七年。 

•婦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話帶著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 

•七年完了，那婦人從非利士地回來，就出去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 

•那時王正與神人的僕人基哈西說：請你將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訴我。 

•基哈西告訴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復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兒子的那婦人為自己的房屋田地

來哀告王。基哈西說：我主我王，這就是那婦人，這是他的兒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 

•王問那婦人，他就把那事告訴王。於是王為他派一個太監，說：凡屬這婦人的都還給他，自從

他離開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產也都還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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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以利沙告訴她說，耶和華準備命令飢荒降臨將在這個地方七年。這個地方當然包括了書

念，所以你要帶著你的孩子趕快離開。所以孩子跟著媽媽就離開了，去了非利士地住了七年，就

沒有經歷這個飢荒。 

 

但是她回來之後呢，發覺她的田地，和田裡出產的穀物都被人家侵佔了。所以她就跑去找當時的

以色列王去申冤。那這時候很特別，在她去的時候，這個王正好跟以利沙的僕人基哈西在說話。

基哈西跟他講了很多關於以利沙的神跡，所以他很稀奇，他就說你再給我多講一些。正好講到以

利沙曾經在書念救活了這個婦人的孩子的時候，這個婦人帶著孩子來了。所以，基哈西告訴王說

這就是我講的這個婦人跟她的孩子。所以王知道了這個婦人跟孩子來的目的以後，他就派人去把

她的田地跟她田地的出產，全部歸還給她。 

 

那這件事情預表什麼意思呢？我們知道七年的飢荒，是很大的飢荒。聖經上用七年的飢荒，代表

神很厲害的審判。但是在這個審判的時候，這個婦人跟孩子去到別的地方去了，沒有經過這些審

判。這告訴我們什麼？這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在跟隨主的路上，我們不斷的親近主，住在主裡

面，主記藉著環境來煉淨我們，帶領我們學習在苦難中來順服祂。常常眼目盯著這位使我們信心

創始沈重的主，我們學習柔和謙卑，負祂的軛，學祂的樣式，讓我們的魂生命能夠蒙拯救。讓我

們能夠有得勝的生活。當全地要面臨神的審判的時候，我們可以預先被提，不需要接受審判。就

好像神應許啓示錄這些得勝者，特別是非拉鐵非的得勝者說：「當普天下有災難來的時候，他們

不需要經過災難，因為他們會被提，預先被提。」不僅被提，還要得賞賜，他們在地上失去的，

他們都要得回來。換句話神給他們預備了那些不會朽壞、不會玷污、不會衰殘永遠的基業為他們

存留，好讓他們豐豐富富進神的國。 

 

所以願主幫助我們藉著今天這個以利沙在書念所行的神跡，告訴我們不要被這個神跡的外表所吸

引、好奇，盼望神再一次來做這個叫死人復活的事情。當然神今天仍然會行神跡，但是我們更需

要知道神跡乃是一個 Sign ，要我們真正明白神的心意，而且照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願主幫

助我們，讓我們都能夠在末後這個世代，雖然整個教會普遍的光景像個大戶人家，但是我們仍然

可以靠著我們不斷地來親近主，住在主裡面，讓我們生命成長，讓我們來榮耀主！我今天的話我

就停在這裡，願神祝福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