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 1-3 月主日學裝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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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的課程將由先知以利亞與以利沙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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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的第一個 90 天， 

生命河能建立先知門徒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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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進度 
1. 1/13 第一講  何謂先知?  

2. 1/20 第二講  以利亞的心志與能力  

3. 1/27 第三講  以利亞所行的神蹟與奇事 

4. 2/03 第四講  先知的代價與試驗 

5. 2/10 第五講  以利沙如何領受雙倍的恩膏？ 

6. 2/17 第六講  以利沙所行的神蹟與奇事  

7. 2/24 第七講  以利沙的預言—供應的神蹟 

8. 3/02  第八講  爭戰的預言/ 如何回應先知預言 

9. 3/09  第九講  預言(神的話)與醫治 

10. 3/15 第十講  先知與醫治的恩賜當如何運用? 

 

劉梅蕾師母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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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何謂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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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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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以利亞的心志與能力 

 

一. 先知以利亞 

1. 以利亞這個名字的意義: 我的上帝是耶和華 

2. 寄居在基列(王上 17:1)書 17:1,6；耶 8:22，46:11)是提斯比人 

3. 北國(以色列國)的先知 

4. 處於亞哈王的時期 

 

二. 施洗約翰與以利亞 

1. 施洗約翰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 

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 (路 1:13-17)                    

2. 是預言中當來的以利亞(太 11:7-15, 瑪 4:5-6)           

3. 復興萬事(太 17:9-13，徒 3:18-20，路 3:3-17) 

a. 悔改的心(修直、填滿、削平……)韒 

b. 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c. 領受聖靈與火的洗禮 

  

三. 以利亞的事工(王上 17:1, 18:1-2, 16-46) 

1. 不禱告不下雨 

2. 神的話臨到奉神差遣 

3. 指出罪來 

4. 招聚百姓上迦密山作選擇 

“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 “順從神或順從巴力？” 

5. 真假先知? (申 18:20-22, 耶 14:13-16, 亞 13:2, 太 7:15,  

          約壹 4:1, 啟 16:13) 

6. 重修已毀壞的祭壇，獻上燔祭 

7. 求告降火顯應的神 

8. 劬勞代求，觀看七次 

9. 神的靈降下 

10. 束腰奔在亞哈前頭，直到耶斯列城門   

 

 作業:  1. 請簡述聖經中先知發展的幾位代表性的先知 

        2. 為何說施洗約翰是那要來的以利亞？ 

        3. “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對你有何啟發？ 

4. 在現今的環境裡，當如何持守以利亞的心志，帶出能力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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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以利亞的神蹟與奇事 

 

一. ＊求天不降雨 (王上 17:1-7，雅 5:17-18) 

1. 神的話語臨到 

2. 藏在基立溪旁 

3. 經歷烏鴉叼餅和肉的供應 

 

二. ＊撒勒法的寡婦(王上 17:8-24，路 4:25-26) 

1. 神的話語臨到以利亞，受差往西頓的撒勒法 

2. 寡婦以水接待以利亞 

3. 寡婦只有一把麵一點油 

4. 信心與行動  

a. 不要懼怕 

b. 照著去作 

c. 先供應先知 

     5. 經歷麵不減少，油不缺短 

 

三. 寡婦的兒子死而復活 

1. 兒子得病，身無氣息 

2. 想起罪來 

3. 以利亞將孩子抱起放在床上，為他禱告 

4. 孩子活了，寡婦再次知道神人以利亞的話從神而來 

 

四. 迦密山的神蹟(王上 18:46) 

   

五. ＊羅騰樹下的以利亞(王上 19:1-8) 

1. 天使第一次拍他說: 起來吃吧 

2. 天使第二次拍他說: 起來吃吧, 當跑的路甚遠 

    3.  去神的山 

 

六. ＊吩附火從天降(王下 1:1-17) 

1. 亞哈謝王得病，去問別神病能好嗎? 

2. 吩咐火從天降 50 夫長的 50 人 

3. 這病必定要死 

 

七. 以利亞被提(王下 2:1-13) 



作業： 

1. 藏在基立溪旁對你有何啟發? 

2. 神為何要差以利亞去撒勒法的寡婦那裡？ 

3. 請就撒勒法的寡婦與亞哈謝王， 來分享一下醫治得著與否的 

關鍵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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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先知的代價與試驗 

 

一. 由以利亞看先知的代價與試驗(王上 19:1-21) 

1. 面臨對立、仇敵的威脅 

2. 身心靈疲憊懼怕 

3. 躲在洞中 

 4. 自憐自大 

5. 需再尋求神的面，神的話 

6. 重新領受使命與行動 

 

二. 先知面對的挑戰與試驗 

1. 性情－以利亞，摩西(雅 5:17, 民 12:3, 彼後 1:4-8) 

2. 守望－以西結,撒母耳(結 13:4-5, 22:30, 4:1-3, 撒上 23:23,詩 99:6) 

3. 受逼迫－施洗約翰,耶利米,但以理(太 11:2-6, 耶 18:18-20, 但 6:10-11,16-22) 

4. 順服－何西阿,約拿 (何 1:2, 耶 16:2,拿 1:1-3 ) 

5. 盡忠－摩西(來 3:5；民 12:7) 

6. 錢財－以利沙,基哈西,巴蘭(王下 5:15-16,20-27, 彼後 2:15) 

7. 自憐與驕傲－以利亞(王上 19:10,14,18) 

8. 孤單, 遭人厭棄的－耶穌，歷代先知(路 4:21-29,太 13:57-58,23:34-38) 

9. 妥協？－米該雅(王上 22；5-13,15-18, 詩 15:2-3) 

10. 情慾－巴蘭(啟 2:14, 加 5:16-23,6:8)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年的一開始，我們就已感受到神在教會開始了新的工作，

新的恩膏在我們中間，我深信神要給我們的更多，透過上週日 Henry Hinn 牧師為

生命河的祝福，更應證了先知與醫治的事奉是要更加湧流的，起如今是攪動池子

的時候，讓我們都不要失去這個機會。請參加先知特會! 

2/8(五) 7:30pm 認識先知性事奉, 如何聆聽神的聲音並領受個人性預言 

2/9(六) 7:30pm 帶著神先知性的應許進入 2008! 

2/9(六) 9:30am 如何操練先知預言的恩賜(限小組長, 醫治事奉團隊, 本課程選修

生參加) 



 

作業: 請交兩頁先知特會的心得報告 

1. 如何聆聽神的聲音並領受個人性預言 

2. 操練先知預言恩賜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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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以利沙如何領受雙倍的恩膏? 

 

經文：王上 19:16-21, 王下 2:1-18, 王下 3:11 

 

一. 以利沙的蒙召 

1. 神指示以利亞膏以利沙 

2. 以利沙的背景：耕地, 有十二對牛 

3. 以利亞的外衣搭在他身上 

4. 辭別父母 

5. 跟隨以利亞服事他(倒水在以利亞身上) 

 

二. 以利沙的跟隨 

1. 專注, “必不離開” 

2. 不容別人的攪擾, “ 你們不要作聲” 

3. 四個歷程: 

a. 吉甲－受割禮輥去羞辱(書 5:7-9) 

b. 伯特利－神的殿, 天的門(創 28:16-17,19) 

c. 耶利哥－爭戰城牆倒塌（書 6 章） 

d. 約但河－領受聖靈恩膏（太 3:16-17） 

以利亞的外衣打水, 水就分開  

 

三. 以利沙的呼求 

   以利亞問: “你要我為你作什麼只管求我” 

   以利沙說: “願感動你的靈加倍的感動我” 

   以利亞說: “你若看見我、就必得著”  

 

四. 以利沙的得著 

以利沙看見, 就呼叫說：”我父阿, 以色列的戰車馬兵阿” 

用衣打水過約但河 

1. 將自己的衣服撕為兩片 

2. 拾起以利亞的外衣打水 



 

作業: 1. 請由以利亞與以利沙的關係來分享一下, 如何在小組中能有 

        一對一的門徒? 

2. 你期盼得著雙倍的恩膏嗎? 求聖靈光照你, 生命的歷程正在那一個 

    階段? 如何突破向前? 

 

先知與醫治                                           劉梅蕾師母 

第六講          以利沙所行的神蹟與奇事  

 

一. 總覽  

1. 耶利哥的地土得醫治(王下 2:19-25) 供應的醫治 

2 戲笑童子受咒詛(王下 2:23-25) 咒詛的話語 

3 豫言摩押被教在三王手中(王下 3:9-17) 爭戰的預言 

4 寡婦的油瓶 (王下 4:1-7) 供應的醫治 

5 書念婦人的生育及兒子死而復活(王下 4:1-37) 身體的醫治 

6 在吉甲替先知門徒解毒((王下 4:38-41) 供應的醫治 

7 20 餅喫飽百人(王下 4:42-44) 供應的醫治 

8 乃缦大痲瘋得醫,基哈西得大麻瘋（王下 5:1-26） 身體的醫治 

9 重得斧頭(王下 6:1-7) 供應的醫治 

10 少年人的眼目得看見(王下 6:15-18) 爭戰的預言 

11 豫言撒瑪利亞將豐裕(王下 7:1-20) 供應的醫治 

12 書念婦人的田產得回（王下 8:1-6） 供應的醫治 

13 豫言便哈達死哈薛作王(王下 8:7-15) 完成以利亞的使命 

14 遣徒膏耶戶為王（王下 9:1-10） 完成以利亞的使命 

15 要以色列王約阿施射箭打地 爭戰的預言 

16 以利沙的骸骨使死人復活(王下 13:20-22) 身體的醫治 

 

二. 身體的醫治   

  1. 書念婦人 (王下 4:1-17, 王下 4:18-37,王下 8:1-6 ) 

a. 大戶婦人 

    b. 強留以利沙吃飯, 蓋樓供宿 

    C. 以利沙問: 我可以為妳作甚麼? 

    d. 以利沙預言明年必得一兒子 

    e. 婦人得子的神蹟 

    f. 神蹟後的難處: 兒子得病而死 

    g. 婦人的信心:平安無事 

    h. 以利沙的禱告:孩子的復活 

 



  2. 乃缦大痲瘋得醫（王下 5:1-14, 路 4:27） 

    a. 小女子的薦言 

    b. 亞蘭王的信與信心 

    c. 以利沙的宣告與信心 

    d. 吩咐乃縵去約但河沐浴七次 

    e. 乃縵發怒,僕人勸誡 

    f. 順服得潔淨 

    

 

 g. 得醫後想起自己的罪 

    h. 獻上禮物 

 

  3. 基哈西卻得了大痲瘋(王下 5:20-27) 

     a. 貪心, 心不正 

     b. 不誠實 

  

  4. 以利沙的骸骨使死人復活(王下 13:20-22) 

     a. 得了必死的病 

     b. 仍然服事 

     c. 雖死仍有能力發出使死人復活 

 

 

作業: 本週請為兩位病人禱告, 寫下過程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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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以利沙的預言—供應的神蹟 

 

一. 耶利哥的地土得醫治 (王下 2:19-25) 

1. 以利沙聽: 水惡劣, 土產不熟而落 

2. 以利沙說: 新瓶裝鹽(利 2:13, 民 18:19, 代下 13:5, 可 9:49-50) 

3. 以利沙的行動: 將鹽倒在水源 

4. 以利沙的宣告: 耶和華如此說:我治好了這水, 從此必不再使人死,  

也不再使地土不生產   

 

二. 寡婦的油瓶 (王下 4:1-7) 

1. 以利沙聽: 寡婦的哀求 

2. 以利沙問: “我可以為你做什麼?” 

            “你家裡有什麼? 

  寡婦說: 只有一瓶油  

3. 以利沙說: 向鄰舍借空器皿, 不要少借, 關上門與兒子將油倒在器皿裡 

4. 寡婦的反應與行動 

5. 器皿沒有了,由就止住 

6. 賣油還債度日 

 

三. 在吉甲替先知門徒解毒((王下 4:38-41) 

1. 饑荒時期 

2. 以利沙說: 將大鍋放在火上熬湯 

3. 野瓜藤使鍋中有毒 

4. 以利沙撒麵解毒 

5. 供應先知門徒 

 

四. 20 餅喫飽百人(王下 4:42-44) 

1. 以利沙樂意與人分享他有的 

2. 這一點豈可擺給一百人吃? 

3. 以利沙說: 你只管給眾人吃, 因耶和華說: 必吃了還剩下 



 

五. 豫言撒瑪利亞將豐裕(王下 7:1-20) 

1. 撒瑪利亞城正被圍困有饑荒之時. 

2. 以利沙的預言: 明日撒瑪利亞城門口一細亞細麵要賣銀一舍客勒, 

 二細亞大麥也要賣銀一舍客勒 

3. 軍長的反應: “即使耶和華使天開了窗戶也不能又這事” 

 

4. 四個大痲瘋者: “…我們所作的不好,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我們竟不

作聲, 若等到天亮, 罪必臨到我們………” 

5. 豫言的應驗 

 

六. 重得斧頭(王下 6:1-7) 

1. 先知門徒說: 所住之地太小, 要過約但河取木料建屋居住 

2. 以利沙與門徒同去 

3. 砍樹斧頭掉在水裡 

4. 以利沙的問: “ 掉在那裡” 

5. 以利沙的與行動 : ”砍木拋在水裡, 斧頭就漂上來了” 

 

七. 書念婦人的田產得回（王下 8:1-6） 

1. 以利沙對書念婦人的預言: 離開這裡, 因將有饑荒七年 

2. 七年回來向王要回房屋田地 

3. 恰巧王想聽以利沙所行的大事 

4. 王的應允: 連本(田產)帶利(離開直到今日的出產)都還給她 

 

 

 

 

作業: 請由以利沙所行的神蹟, 來分享有那些先知預言的學習? 

 

 

 

 

 

 

 

 

 

 



 

 

 

 

 

 

 

先知與醫治                                           劉梅蕾師母 

第八講              爭戰的預言/ 如何回應先知預言 

 

「我兒提摩太阿，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 

打那美好的仗」提前 1:18 

 

一. 對先知的態度 

1. 不可藐視(帖前 5:20, 代下 20:20) 

2. 要明辨真假(申 18:20-21, 申 13:1-3, 林前 14:29,31) 

 

二. 預言摩押被交在三王手中(王下 3:9-17) 

以利沙:  

a. 找一個彈琴的來 

b. 你們要在山谷中滿處挖溝, 因為耶和華如此說：你們雖不見

風，不見雨，這谷必滿了水，使你們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華

眼中這還算為小事，他也必將摩押人交在你們手中王下 3:18。 

 

三. 少年人的眼目得看見(王下 6:8-18) 

神人預言: 你要謹慎，不要從某處經過, 

以色列王的回應: 以色列王差人去窺探神人所告訴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

備未受其害，不止一兩次。王下 6:10    

少年人見以色列被亞蘭人圍困而懼怕 

以利沙禱告說：耶和華啊，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見。耶和華開

他的眼目，他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 王下 6:18  

以利沙禱告耶和華說：求你使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華就照以利沙的話，

使他們的眼目昏迷。  

以利沙禱告說：耶和華啊，求你開這些人的眼目，使他們能看見。耶和華開

他們的眼目，他們就看見了，不料，是在撒瑪利亞的城中。            

 

四. 豫言便哈達死哈薛作王(王下 8:7-15, 王上 19:15-) 

便哈達吩咐哈薛見神人求問: 「我這病能好不能好」 



以利沙對哈薛說：你回去告訴他說，這病必能好；但耶和華指示我，他必要

死。神人定睛看著哈薛，甚至他慚愧。 神人就哭了王下 8:11  

   哈薛的回應: 顯明心中的意念 

    

五. 遣徒膏耶戶為王（王下 9:1-10 王上 19: 16） 

以利沙遣少年先知膏耶戶為王, 神如此說：我膏你作耶和華民以色列的王。 

 你要擊殺你主人亞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別身上伸我僕人眾先知和耶和華一

切僕人流血的冤。(王下 10:10, 16,29-31) 

耶戶回應預言: 有行動, 卻不盡心遵守神的律法，不離開耶羅波安使以色列

人陷在罪裡的那罪。 

 

六. 以色列王約阿施射箭打地(王下 13:14-19) 

以利沙要約阿施取弓箭來朝東射箭, 宣告這是耶和華的得勝箭 

以利沙要約阿施取箭打地, 卻只打地三次 

約阿施的回應: 缺乏熱心與決心 

 

 

七. 如何回應先知預言 

信心 

順服 

行動 

忍耐 

謙卑 (詩 37:1-11, 來 10:35-36 ) 

    查驗 

 

八. 實現預言的攔阻 

不信 

驕傲 

既有的理念 

忽視,拖延 

曲解,誤用 

 

 

作業: 1. 分享一下你曾領受過的先知性預言對你的影響? 

2. 你對別人說過先知性的預言嗎? 請分享一下! 

 

 

 



 

 

 

 

 

 

 

 

先知與醫治                                           劉梅蕾師母 

第九講               預言(神的話)與醫治 

第十講                先知與醫治的恩賜當如何運用? 

 

一. 預言的管道 

1. 透過先知的職位(弗:2:20, 4:11, 林前 12:28, 徒 13:1) 

2. 透過預言性的講道(彼前 4:11) 

3. 透過預言長老團(提前 4:14, 徒 13:1-3, 雅 5:14,來 6:1-3) 

4. 透過預言的恩賜(徒 2:17,林前 12:10,14:1,3-6,22-24,31-33,39, 

帖前 5:20, 羅 12:6) 

5. 透過預言的靈和靈歌(羅 12:6, 林前 14:31,民 11:24-30,撒上 10:10, 

       靈歌(西 3:16, 弗 5:19, 詩 30:3,40:3,96:1,98:1,144:9,149:1, 

           賽 42:10, 啟 5:7-9)                  

 

二. 神的道與神的話 

1. 神的道(Logos) 

2. 神的話(Rema) 

 

三. 恩膏與恩賜 

恩賜是聖靈賜給人服事的管道 

恩膏卻是聖靈在某一個場合/時刻中的運作，為要成就神的工作 

對的靈, 對的人, 對的時機 

 

四. 醫治過程中恩賜的使用 

1) 啟示性的恩賜: 聖靈以超自然的方式向人啟示的洞察力， 

當這種恩賜運行時，使人脫離綑綁、轄制，得以 自由、釋放。 

a) 智慧的言語:神把合宜的經文放在你心中來幫助人，往往

顯明神即將或未來要做的事。 

b) 知識的言語:神把病情的真相及神的心意放在你心裡， 

往往是這人過去或現在的景況。 



                 c) 辨別諸靈: 神把某些背後屬靈的權勢指示你(如偶像..) 

 

2) 能力性的恩賜: 聖靈將超自然的信心與能力顯明在我們身上或透過我們

來彰顯，使神蹟奇事行出來，證實所傳的道。 

      a)信心:神使你有超自然的信心大膽的宣告 

      b)醫治:神藉著你按手帶來醫治 

      c)行異能: 神藉著你的超常舉動帶出能力(如仆倒..)， 

通常是超乎正常的規範中 

 

3) 話語性的恩賜: 聖靈以超自然的方式對我們或透過我們說話，當這種恩賜

運行時，使人得到堅固、鼓勵、安慰、 

不再被定罪。  

a)說預言(林前 14:3) 

          a-1 造就 = 建立，從軟弱中得剛強 

a-2 勸勉 = 鼓勵，從灰心中得激勵 

a-3 安慰 = 憮恤，從傷痛中得醫治 

b)説方言(可 16:17，徒 2:6-8;11，林前 13:1，林前 14:2，4 

林前 14:14-15；19,22) 

b-1 造就自己 

b-2 為不信的人作證據 

        c)翻方言(林前 14:13；26) 

翻方言也是需要信心的，神的靈可能只給你一個字， 

但你憑信心開口，神的靈就可以繼續感動你。 

 

＊＊恩賜臨到的途徑 

         a)突來的靈感 

         b)異像或異夢 

         c)一句特別的經文 

         d)一個字或一句話的開頭 

         e)聖靈的膏抹,一種突然貫注你身上的能力 

    *每一次都需要仔細查驗裡面的感覺, 並事後察驗果效 

 

五 醫治禱告中的屬靈現象 

a)禱告者:暖流,雙手刺痛,發熱,抖動,觸電感,預知感,有時沒有感覺 

   b)被禱告者:發燙,暖流經過,流淚,有如電流,刺痛感,肌膚跳動,呼吸急 

       或重,仆倒,甩手或抖動,方言,喜樂的歡笑,喊叫,嘔吐等. 

     ** 安慰沒有立刻得醫治的人,鼓勵他們繼續祈求,尋求神的旨意,有時神 

     已工作,只是我們不見得查覺,或與我們所想不同, 因此仍要為神的同 



     在來感謝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