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肋阿得提市貝
出身的提市貝人
厄里亞對阿哈布
說：「我指著我
所服侍的永生上
主、以色列的天
主起誓：這幾年
如果沒有我的命
令，天決不降露
或落雨！」 

加爾默耳
(羅)山 

撒瑪黎雅 

依次勒
耳平原 

漆冬 

耶里哥 

基肋阿得 

貝爾舍巴 

曷勒布山 
 
 

貝特耳 

阿蘭 



有上主的話傳於厄里亞說：「你離開這裏， 
轉向東方，隱居在約但河東的革黎特小河旁。你要喝
那小河裏的水，我已經吩咐烏鴉在那裏供給你食物。」 

厄里亞就依照上主的話去做，去住在約但河東的 
革黎特小河旁。 

烏鴉早晨給他送餅和肉來， 
晚上也給他送餅和肉來； 
渴了，就喝那小河裏的水。 
不幾天以後，那地方沒有 
落雨，小河也乾涸了。 

厄里亞：
我的天主
是雅威 



有上主的話傳於厄里亞說： 
「你起身往漆冬匝爾法特去，住在那裏； 
我已吩咐那裏的一個寡婦供養你。」 

他就起身往匝爾法特去了，來到城門時， 
看見一個寡婦在那裏拾木柴。 

厄里亞喚她說：「請你用器皿取點水來給我喝！」 

她正要去取水的時候，厄里亞又叫住她說： 
「請你也順便給我拿點餅來！」 

那寡婦說：「我指著永生上主你的天主起誓： 
我沒有餅，缸裏只有一把麵，罐裏還有一點油。 
你看，我正要拾兩根木柴，回去為我和我的兒子做點東西，吃了等死。」 

厄里亞對她說：「你不用害怕，僅管照你所說的去做；只是先為我做一個小餅，
給我拿來！然後，再為你和你的兒子做，因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這樣說：直到
上主使雨落在在地上的那一天，缸裏的麵，決不會用完；罐裏的油，也決不會
缺少。」那個寡婦就照了厄里亞的話去做了； 

她和厄里亞並她的孩子吃了許多日子；缸裏的麵，果然沒有用完， 
罐裏的油，也沒有減少，正如上主藉著厄里亞所說的話。 

 



這事以後，那婦人，即那家的主母的兒子病了，病得很重，就斷了氣。 

婦人於是對厄里亞說：「天主的人，我與你有什麼關係？ 

你到我這裏來，竟叫上主記起我的罪惡，殺死了我的兒子！」 

厄里亞對婦人說：「把你的兒子交給我！」 

於是厄里亞從她懷裏接過孩子來，抱到他住的樓上，放在自己的床上，

呼求上主說：「上主，我的天主！我寄居在這寡婦家中， 

難道你也忍心加害於她，殺死她的兒子嗎？」 

厄里亞三次伏在孩子身上，呼求上主說： 

「上主，我的天主，求你使這孩子的靈魂再回到他身上！」 

上主聽了厄里亞的呼求，孩子的靈魂又回到他身上，孩子就又活了。 

厄里亞將孩子曾樓上抱下來，到房間內， 

把孩子交給他的母親說：「看，你兒子活了！」 

那婦人對厄里亞說：「現在我知道你是天主的人， 

上主藉著你的口所說的話，確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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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許多時日，到了第三年，有上主的話傳於厄里亞說： 

「你去見阿哈布，我要在這地上降雨。」 

厄里亞就去見阿哈布；那時，撒瑪黎雅正遭受嚴重的饑荒。 

阿哈布將自己的家宰敖巴狄雅召來， 

－－敖巴狄雅原是一位很敬畏上主的人。 

當依則貝耳殺害上主的先知時，他曾收留一百個先知， 

每五十人分藏在一個洞裏，私下供給他們飲食。─－ 

阿哈布對敖巴狄雅說：「我們要走遍這地，到所有的水泉和小河那裏去，

或許能找到一些青草，使騾馬生存，免得喪失許多牲畜。」 

他們於是分地巡行；阿哈布獨自走了一條路，敖巴狄雅也獨自 

走了另一條路。 

 



敖巴狄雅走路時，厄里亞恰巧遇見了他； 
敖巴狄雅認得他，便俯伏在地說：「你不就是我主厄里亞嗎？」 

厄里亞回答說：「是，你去告訴你的主人說：厄里亞在這裏。」 

敖巴狄雅說：「我犯了什麼罪？你竟要將你的僕人交於阿哈布手中，
讓他殺死我？我指著永生的上主，你的天主起誓：沒有一個民族，
沒有一個國家，我的主上不派人去尋找你的；如果人們說：厄里亞
不在我們這裏；他一定要叫那個國家和那個民族起誓說：實在他們
沒有找到你。現在你說：你去告訴你的主人說：厄里亞在這裏。 

我一離開你，上主的神把你帶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 
我若去告訴阿哈布，而他找不到你，豈不要殺死我？ 
你的僕人自幼也是個敬畏上主的人啊！難道我主沒有聽說過： 
當依則耳殘殺上主的先知時，我所作的事﹖ 
我曾隱藏一百個上主的先知，每五十人分藏在一個洞裏， 
由我供給他們飲食。現在你說：你去告訴你的主人， 
厄里亞在這裏，他一定要殺我！」 

厄里亞說：「我指著我所服侍的萬軍的永生上主起誓： 
今天我一定要叫阿哈布看見我。」 
 

撒瑪黎雅
皇宮遺址 



敖巴狄雅於是前去會見阿哈布，告訴他這消息，
阿哈布就去迎接厄里亞。 

阿哈布一見厄里亞，就對他說： 
「叫以色列遭難的人，不就是你嗎？」 

厄里亞答說：「不是我叫以色列遭難，而是你和
你的父家，因為你們拋棄了上主的誡命，歸順了
巴耳邪神。 
現在，你派人去召集全以色列人，同受依則貝耳
供養的那四百五十個巴耳的先知，【及那四百個
阿舍辣的先知，】上加爾默耳山， 
到我跟前來。」 

阿哈布便派人召集了所有的 
以色列子民，聚集了那些先知， 
一起到了加爾默耳山上。 

 

 



厄里亞走向全體民眾面前說： 

「你們搖擺不定，模稜兩可，要到幾時呢？ 

如果上主是天主，你們就應該隨從上主； 

如果巴耳是天主，就該隨從巴耳。」 

人民一句話也不回答。 

厄里亞對人民說：「上主的 
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巴耳的先知卻有四百五十人。 
請給我們牽兩隻公牛犢來； 
他們可任選一隻，剖分成塊， 
放在木柴上，不要點火； 
我也照樣預備另一隻，放在木柴上，也不點火。 
你們呼求你們神的名字，我也呼求上主的 
名字：那降火顯示應允的神，就是真神。」 

民眾回答說：「你這話說得很好！」 
加爾默耳山 
聖衣會 
海星修院聖堂 

加爾默耳山
厄里亞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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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里亞對巴耳的先知們說：「因為你們人數眾多，你們應該先 
挑選一隻牛犢，準備好，然後呼求你們神的名字，只是不要點火。」 

他們即將人給他們的公牛犢牽來，預備好，從早晨直到中午 
呼求巴耳的名字說：「巴耳，應允我們吧！」 
但是沒有聲音，也沒有答應的。 
他們就在自己所築的祭壇旁， 
跪下又起來，跳個不停。 

到了中午，厄里亞嘲弄他們說： 
「你們再高聲喊叫，因為他是神， 
或者他正在沉思冥想，或者它暫時隱退， 
或者正在外旅行，或者他正在睡覺，必須把他叫醒。」 

他們遂更高聲喊叫，照他們的習慣，用刀用槍割傷自己，直到全身 
流出血來。過了中午，他們仍繼續狂喊亂叫，直到晚祭的時候， 
但仍然沒有聲音，也沒有答應的，也沒有理會。 

 

 



厄里亞對全你人民說： 
「你們到我這裏來。」 
全體人民便都到他那裏去； 
厄里亞立即重修了已經 
坍塌了的上主的祭壇； 
依照雅各伯子孫的支派數目， 
取了十二塊石頭，─－這 
雅各伯就是上主曾對他說過： 
「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 
─－用這些石頭，為 
上主的名築成一座祭壇， 
在祭壇四周作了一個水溝， 
可容二「色阿」穀種。把木柴放好，將牛犢剖分成塊， 
放在木柴上，然後吩咐說：「盛滿四桶水， 
倒在全燔祭和木柴上！」他們就這樣做了。 
他又吩咐說：「再倒一次！」他們就再倒了一次； 
他再吩咐說：「倒第三次！」他們就倒了第三次； 
水沿祭壇四周奔流，溝裏滿了水。 

加爾默耳山厄里亞先知峰
聖堂祭台：由十二塊當地
未經切割的石頭砌成  

大博爾山耶穌顯容堂
厄里亞小堂穹頂壁畫 



到了要奉獻晚祭的時候，厄里亞先知走近前來說：「上主，亞巴郎、 
依撒格和以色列的天主，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天主， 
我是你的僕人，是奉你的命作這一切事。上主，求你應允我，應允我！ 
使這人民知道你上主，是真天主，是你叫他們心回意轉。」 

於是上主的火降下，焚盡了全燔祭、柴木、石頭和塵土，也燒乾了溝中 
的水。全體人民見了，都俯伏在地說：「雅威是天主，雅威是天主！」 

聖安博主教(+397年)《論奧蹟》： 
如果厄里亞先知一言能使天降大火；
基督一言難道不能把餅酒變質嗎？
[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六誦讀二] 



厄里亞對民眾說： 
「你們捉住巴耳的先知， 
不要讓他們走脫一個！」 
民眾立即捉住他們。 
厄里亞帶他們下到克雄小河旁，在那裏將他們全部殺掉。 

厄里亞對阿哈布說：「你上去吃喝罷！因為已聽到大雨的怒號聲。」 

阿哈布就上去吃喝，厄里亞卻上了加爾默耳山頂，跪伏在地，將臉 
放在兩膝之間。以後，對自己的僕人說：「你上去，朝海那邊觀
看！」僕人就上去觀看，說：「什麼也沒有。」 

厄里亞說：「你來回觀看七次！」他就去了七次。第七次僕人說：
「看，有一片雲彩，小得像手掌那麼大，從海上升起來了。」厄里
亞說：「你上去告訴阿哈布說：快套車下去，免得被雨阻止！」 

轉瞬之間，天空因風雲變為昏黑，落下大雨；阿哈布上車去了 
依次勒耳。上主的手臨於厄里亞身上，他就束上腰，跑在阿哈布 
前頭，直到依次勒耳的城門口。 

 

加爾默耳山厄里亞
先知峰聖堂外觀 

加爾默耳山 
厄里亞先知峰
聖堂外庭院 
厄里亞態像 



阿哈布將厄里亞所作的一切，以及他如何
刀斬眾先知的事，全告訴了依則貝耳。 

依則貝耳就派使者去對厄里亞說： 
「明天這個時候， 
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如同那些先知一樣，
願眾神明嚴厲，且加倍嚴厲地懲罰我！」 

厄里亞害了怕，遂起身逃命， 
到了猶大境內的貝爾舍巴， 
叫他的僕人留在那裏， 

 

耶路撒冷至白冷之間
希臘正教會厄里亞堂：
紀念厄里亞逃命 

貝爾舍巴遺址 



自己卻進入曠野，走了一天的路， 
來到一棵杜松樹下，坐下來求死說： 
「上主啊！現在已經夠了！ 
收去我的性命罷！ 
因為我並不如我的祖先好。」 

以後，就躺在那棵杜松樹下，睡著了； 
忽然，有為天使拍醒他， 
對他說：「起來，吃吧！」 

他看了看，見頭旁有一塊用炭火 
烤熟的餅和一罐水； 

他吃了喝了，又躺下睡了。 

上主的使者第二次又來拍醒他說： 
「起來，吃罷！因為你還有一段很遠的路。」 

他就起來，吃了喝了，賴那食物的力量， 
走了四十天四十夜，一直到了天主的山曷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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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來到那裏，進了一個山洞，在那裏過夜； 

有上主的話傳於他說：「厄里亞，你在這裏做什麼？」 

厄里亞答說：「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因為 

以色列子民背棄了你的盟約，毀壞了你的祭壇，刀斬了 

你的先知，只剩下了我一個，他們還要奪取我的性命！」 

上主吩咐他說：「你出來，站在山上，立在上主前面。」 

那時，上主正從那裏經過，在上主面前，暴風大作， 

裂山碎石，但是，上主卻不在風暴中；風以後有地震， 

但是上主亦不在地震中；地震以後有烈火，但是上主 

仍不在火中；烈火以後，有輕微細弱的風聲。 

厄里亞一聽見這聲音，即用外衣蒙住臉出來，站在洞口。 

遂有聲音對他說：「厄里亞，你在這裏做什麼？ 」 

他答說：「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因為以 

色列子民背棄了你的盟約，毀壞了你的祭壇，刀斬了 

你的先知，只剩下了我一個，他們還要奪取我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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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對厄里亞說： 

「你回去，仍取道曠野，往大馬士革去， 
到了那裏，給哈匝耳敷油，立他為阿蘭王。 

去給尼默史的孫子耶胡敷油，立他為以色列王； 
再去給阿耳貝默曷拉人沙法特的兒子厄里叟敷油，立他接替你為先知； 

將來躲過哈匝耳的刀的，必為耶胡所殺； 
躲過耶胡的刀的，必為厄里叟所殺。 

然而，在以色列我要為我自己留下七千人； 
他們全是從未向巴耳屈過膝，未與巴耳親過嘴的人。」 

 

羅11:2-6 



厄里亞於是從那裏起身， 

去找沙法特的兒子厄里叟。 

他正在耕田，在他面前有十二對牛， 

他自己趕著第十二對； 

厄里亞走過他身邊，將自己的外衣披在他身上。 

厄里叟丟下那些牛，追上厄里亞說： 

「請你讓我先回去和我的父母吻別， 

然後來跟隨你。」 

厄里亞對他說：「你去吧！要再回來！ 

因為我應為你作的，已經作了。」 

厄里叟離開了厄里亞，回來牽出一對牛宰殺了， 

用駕馭牛的用具煮熟，分給眾人吃； 

然後他便起身跟隨厄里亞，作了他的侍從。 

 

厄里叟： 
天主是救援 

瑪18: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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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蘭王本哈達得召集了自己所有的軍隊，帶同三十二個王子，乘
坐戰馬戰車，前去圍攻撒瑪黎雅。 

他先派使者進城，來見以色列王阿哈布， 

對他說：「本哈達得這樣說：你的金銀全應歸我， 
只是你的妻子兒女，仍歸於你。」 

以色列王回答說：「我主大王，就依照你的話， 
我和我的一切都歸於你。」 

不料，使者們又回答說：「本哈達得這樣說：我已派人通知你：
將你的金銀和你的妻子兒女全交給我。 
須知，明天這時，我必派我的僕人到你這裏來， 
搜索你和你僕人的房屋，凡他們看中的東西，都要隨手拿去。」 



以色列王將國內所有長老召來，說： 

「你們想想看：這人要求是多麼無理！他先派人要我的金銀， 
我沒有拒絕他；現在竟又派人來我這裏，要我的妻子兒女。」 

眾長老和全體人民對他說：「你不要聽從，也不要應允！」 

因此，他對本哈達得的使者說： 
「你們回去告訴我主大王說： 
你第一次派人向你僕人所要求的，我必全照辦； 
至於這另一要求，我卻不能照辦。」 

使者遂回去，向本哈達得回話。 

本哈達得於是派人對阿哈布說： 
「如果撒瑪黎雅的塵土，足夠跟隨我的人每人抓一把， 
願眾神明嚴厲，且加倍嚴厲地懲罰我！」 

以色列王回答說：「有句俗話說： 
佩帶武器的人，不可像卸去了武器的人那樣自負。」 

本哈達得和眾王正在帳內飲酒，一聽見這話，就對他的臣僕說：
「列隊進攻！」他們即刻列隊攻城。 

 



這時，忽然有一個先知，來見以色列王阿哈布說： 

「上主這樣說：你不是看見這支強大的軍隊嗎？ 

今天，我要將他們交在你手中，叫你知道我是上主。」 

阿哈布問說：「藉著誰﹖」 

先知回答說：「上主這樣說：藉著眾省長的少年軍人。」 

阿哈布又問說：「誰指揮作戰﹖」 

先知回答說：「你自己。」 

於是阿哈布檢閱了眾省長的少年人，計有二百三十二人； 

然後又檢閱了所有軍人，即全體以色列子民，共七千人。 



到了中午，他們出發， 

那時，本哈達得正和協助他的三十二個王子在帳中飲酒。 

眾省長的少年軍人首先出發，本哈達得派出的探子回報他說： 

「有人從撒瑪黎雅出來了。」 

他遂吩咐說：「如果他們前來，是為求和，將他們活活捉住； 

如果他們前來，是為交戰，也將他們活活捉住。」 

眾省長的少年軍人和跟隨他們的軍隊衝出城來，個個見人便殺， 

阿蘭人逃走，以色列人在後面乘勝追趕； 

阿蘭王本哈達得急速上馬與騎兵一起逃走。 

那時，以色列王出來，擄掠了許多戰馬和戰車，使阿蘭人大敗。 

那為先知前來對以色列王說：「你要發奮圖強，留心認清你當作的事，

因為明年春季，阿蘭王必要再來攻擊你。」 

 

 



阿蘭王的臣僕對阿蘭王說： 

「以色列的神是山神，所以他們必比我們強； 
但如果我們在平原上與他們交戰，我們必會得勝。 

這是大王應該作的事： 
廢除眾王子各人的職位，另立軍長代替， 
召募新軍，補充所損失的軍隊，照數補充戰馬戰車； 
然後在平原上與他們會戰，我們定能戰勝他們。」 

阿蘭王聽從了他們的建議，就這樣進行。 

 



過年以後，本哈達得檢閱了阿蘭人上到阿費克，進攻以色列。 

以色列子民也動員起來，攜帶軍糧，出來迎戰；以色列子民在他們
對面紮營，好像兩群山羊；至於阿蘭人卻遍地皆是。 

天主的人又前來對以色列王說：「上主這樣說：既然阿蘭人說： 
上主是山神而不是平原神，所以我必將這支龐大的軍隊交在你手中，
叫你們知道我是上主。」 

以色列人和阿蘭人相對紮營七天； 
第七天上，就交戰了；一天之內以色列子民殺死了十萬阿蘭步兵，
其餘的人都逃入阿費克城內，城牆倒塌，壓死了殘存的兩萬七千人。
本哈達得也逃入城內，藏在極嚴密的暗室內。 



本哈達得的臣僕對本哈達得說：「看，我們聽說以色列家的君王， 
都是仁慈的君王，請你讓我們腰裏束上麻布，頭上繫上繩索， 
去見以色列王，或者他會保全你的性命。」 

於是他們腰裏束上麻布，頭上繫上繩索，去見以色列王說： 
「你的僕人本哈達得說：求你保全我的性命！」 

阿哈布問說：「他還活著麼﹖他是我的兄弟。」 

這些人認為這話是個吉兆，急忙抓住他的話說： 
「本哈達得確是陛下的兄弟。」 
阿哈布說：「你們去領他來！」 
本哈達得便出來參見君王；阿哈布請他上了自己的車。 

本哈達得對君王說：「我父親從你父親手中搶去的城市， 
我都要歸還給你；並且你可在大馬士革設立市場， 
如同我父親在撒瑪黎雅所設立的一樣。」 

阿哈布說：「我就根據這條約放你走。」 

這樣，君王與他訂立了條約，放他走了。 

 



那時，有個先知的弟子奉上主的命，對自己的同伴說：「請你打我！」 

那人卻拒絕打他。 

他就對那人說：「既然你不聽上主的命，看，你一離開我，就有一個獅子把
你咬死。」那人一離開他，果然路上遇見一隻獅子，把他咬死了。 

以後，先知的弟子有遇見一個人，對他說：「請你打我！」那人就動手打他，
將他打傷了。先知便站在路旁，用頭巾遮住自己的眼睛，等候君王。 

君王從那裏經過時，他便對君王呼喊說：「你的僕人出來交戰，忽有一個人
轉來，給我帶來一個人說：你要看守這個人，倘若失蹤了，定要你替他償命，
或賠償一「塔冷通」銀子。你的僕人正在東忙西亂時，那人不見了。」 

以色列王對他說：「這就是你的定案，你已經自下判決。」 

他於是急忙拉下他遮眼的頭巾，以色列王纔認出他原是一位先知。 

先知對君王說：「上主這樣說：你既然親手放走了我所要消滅的人，所以 
你要替他償命，你的人民必意抵償他的人民。」 

以色列王悶悶不樂地回了撒瑪黎雅，進了自己的宮殿。 

 



這事以後，依次勒耳人納波特在依次勒耳，靠近 

撒瑪黎雅王阿哈布的宮殿，有一個葡萄園。 

阿哈布對納波特說：「請將你的葡萄園讓給我，我可以用作菜園， 

因為離我的宮殿很近；我願拿一個更好的葡萄園來與你交換； 

或者，如果你認為好，我也可以照葡萄園的價值給你錢。」 

納波特回答阿哈布說：「上主決不許我將我祖先的產業讓給你！」 

阿哈布由於依次勒耳人納波特對他所說： 

「我決不將我祖先的產業讓給你」的話，便悶悶不樂地回到宮中， 

躺在床上，轉過臉去，不肯吃飯。他的妻子依則貝耳來見他， 

問他說：「你為什麼心裏這樣憂悶，連飯都不肯吃？」 

阿哈布回答說：「因為我對依次勒耳人納波特說：請將你 

的葡萄園按現價賣給我，或者如果你願意，我可以拿另一個 

葡萄園來與你交換；他卻回答說：我決不將我的葡萄園讓給你。」 

他的妻室依則貝耳對他說：「你真會統治以色列！只管起來吃飯，心情愉快， 

我必將依次勒耳人納波特的葡萄園交給你。」 



依則貝耳便以阿哈布的名義寫了一封信，蓋上君王 
的印章，送給與納波特同住一城的長老和官紳， 
信上寫道：「請你們宣布禁食，叫納波特坐上民眾 
的首位，然後再叫兩個流氓坐在他的對面，作證 
控告他說：納波特辱罵了天主和君王，你們應將他
拉出城外，用石頭砸死。」 

那些與納波特同住在一城的長老和官紳，便照依則
貝耳吩咐他們的，照她在送給他們的信上所寫的去
行：宣布禁食，叫納波特坐上民眾的首位，兩個流
氓前來坐在他的對面，當眾作證控告他說：「納波
特辱罵了天主和君王。」 

眾人便將他拉出城外，用石頭砸死了。然後派人 
告訴依則貝耳說：「納波特已用石頭砸死了。」 
依則貝耳聽說納波特已用石頭砸死了，就對阿哈布 
說：「你起來，去佔領依次勒耳人納波特，先前不 
肯照現價賣給你的葡萄園，因為納波特已經不在了，
已經死了。」阿哈布一聽說納波特死了，就起身下
到依次勒耳人納波特的葡萄園，霸佔了那葡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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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有上主的話傳於提市貝人厄里亞說： 
「你起來，下去會晤住在撒瑪黎雅的以色列王 
阿哈布；看，他現在正在納波特的葡萄園內， 
他下到那裏去霸佔了那葡萄園。 

你要對他說：上主這樣說：你殺了人，還要 
霸佔他的產業嗎﹖繼而對他說：上主這樣說： 
狗在什麼地方，舔了納波特的血， 
也要在什麼地方舔你的血。」 

阿哈布對厄里亞說：「我的對頭，你又找到了我的錯嗎？」 

 



厄里亞答說：「是，我找到了你的錯， 
因為你出賣了你自己，去行上主視為惡的事。 
我必要在你身上降災，消滅你的宗族； 
以色列所有屬於阿哈布的男子 
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一概滅絕。 
我要使你的家像乃巴特的兒子雅洛貝罕的家， 
又像阿希雅的兒子巴厄沙的家， 
因為你惹我發怒，使以色列陷於罪惡。 

至於依則貝耳，上主也預言說： 
狗要在依則貝耳的田間，吞食依則貝耳。 
凡屬阿哈布的人，死在城中的，要為狗吞食， 
死在田間的，要為空中的飛鳥啄食。」 

實在，從來沒有人像阿哈布一樣， 
受他的妻子依則貝耳的引誘，這樣出賣自己， 
行上主視為惡的事。他行了最可憎惡的事， 
歸依了邪神偶像，全像上主從以色列子民前， 
趕走了阿摩黎人所行的一樣。 

 



阿哈布一聽這些話，就撕破自己的衣服， 
身穿麻衣，禁食，穿著麻衣睡覺，低頭緩步行走。 

於是有上主的話傳於提市貝人厄里亞說： 

「阿哈布在我面前這樣自卑自賤，你看見了沒有？ 
他既然在我面前自卑自賤，在他有生之日，我不降此災禍； 
但是，到他兒子的日子，我要使這災禍臨於他家。」 

 



阿蘭與以色列之間連續三年沒有戰爭。 

第三年上， 
猶大王約沙法特下去見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對自己的臣僕說： 
「你們知道辣摩特基肋阿得原屬於我們， 
而我們一直沒有設法從阿蘭王的手中 
奪回來。」 

然後對約沙法特說：「你願意同我一起 
去攻取辣摩特基肋阿得嗎﹖」 

約沙法特回答以色列王說：「你怎樣， 
我也怎樣；我的人民就如同是你的人民， 
我的馬就如同是你的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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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約沙法特對以色列王說：「請你先求問上主說什麼﹖」 

以色列王於是召集了眾先知，人數約有四百，問他們說： 

「我上去進攻辣摩特基肋阿得，還是不去呢﹖」 

他們回答說：「上去，上主必將那地交於大王手中。」 

但是，約沙法特說：「這裏就沒有一位上主的先知，我們可託他求問嗎？」 

以色列王回答約沙法特說：「還有一個我們可以託他求問上主；不過我憎恨他，

因為他對我說預言，總不說吉祥話，只說兇言；這人即是依默拉的兒子米加雅。」 

約沙法特對他說：「請大王別這樣說！」 

以色列王於是召一個宦官來，吩咐他說：「快去將依默拉的兒子米加雅召來！」 

當時以色列王和猶大王在撒瑪黎雅城門前的廣場上，各穿朝服，坐在寶座上； 

所有的先知在他們面前說預言。革納阿納的兒子漆德克雅帶來了些自製的鐵角說：

「上主這樣說：你要用這些鐵角殺盡阿蘭人。」 

所有的先知也同樣預言說：「你上辣摩特基肋阿得去，必然順利， 

上主必將那地交於大王手中！」 

 



那去召米加雅的使者對米加雅說：「看，先知們都一口同聲對君王說吉祥話，
希望你說話，也如同他們中的一個一樣，也說吉祥話。」 

米加雅回答說：「我指著永生的上主起誓：上主吩咐我什麼，我就說什麼！」 

米加雅來到君王那裏，君王問他說： 
「米加雅，我們應該上去進攻辣摩特基肋阿得，還是不去呢﹖」 

他回答說：「上去，必然順利！上主必將那地交在大王手中！」 

君王對他說：「我應該多少次叫你宣誓， 
你才奉上主的名對我說實話呢？」 

米加雅答說：「我看見全以色列人散在山上， 
好像沒有牧人的羊群。 

上主說：這些人既然沒有主人， 
就讓他們各自平安回家罷！」 

以色列王對約沙法特說：「我不是告訴過你： 
他對我說預言總不說吉祥話，只說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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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加雅答說：「為此，你且靜聽上主的話： 
我見上主坐在寶座上，天上的萬軍侍立在他左右。 
上主問說：有誰能去唆使阿哈布，叫他上去進攻辣摩特基肋阿得， 
而死在那裏呢？那時有的說這樣，有的說那樣。 
以後，有一個神出來，立在上主面前說：我能唆使他。 
上主問他說：用什麼方法﹖ 

那神回答說：我去，在他所有的先知口中做虛言的神。 
上主答說：你必能唆使他，也必會成功，你去照辦罷！ 

現在上主將虛言的神，放入你這些先知口中，上主已注定你必遭殃。」 

那時，革納阿納的兒子漆德克雅前來，打米加雅的臉說： 
「上主的神有何曾離開了我，而同你談話呢﹖」 

米加雅答說：「在你進入最嚴密的室內隱藏的那一天，你就會知道了。」 

以色列王吩咐說：「將米加雅帶回去，交給阿孟市長及約阿士王子， 

說君王這樣吩咐：將這人下在監裏，少給他吃的喝的，等我平安回來。」 

米加雅說：「你如果能平安回來，那麼，上主就沒有藉我說過話。」 
後又說：「眾百姓！你們要聽清楚啊！」 

 



以色列王遂與猶大王約沙法特上去，進攻辣摩特基肋阿得。 

以色列王對約沙法特說：「我要改裝上陣，你可以 
仍穿朝服。」於是以色列王改裝上了陣。 

阿蘭王曾吩咐自己的三十二個戰車隊長說： 
「你們不必與大小將士交戰，只攻打以色列王！」 

戰車隊長一看見約沙法特，便說：「這必是以色列王！」 
遂轉身向他進攻，約沙法特連聲叫苦；戰車隊長見他 
不是以色列王，就不再追擊他。 

有人偶然一箭，射入以色列王的鎧甲與腰帶中間， 
君王對駕車的人說：「轉回！載我離開陣地，我已受傷。」 

但那天戰事越來越激烈，君王仍然立在車上，抵抗 
阿蘭人；晚上君王就死了；傷處的血直流到車底。 
約在日落的時候，營中傳出號令說：「各自回城，各自 
歸家，君王已死！」人們將君王送回撒瑪黎雅，在那裏 
埋葬了。在撒瑪黎雅的池塘中，洗滌君王的車時，有狗 
來舔他的血，有妓女在那裏沐浴，正應驗上主所說的話。 

阿哈布其餘得事蹟，他的一切作為，所建造的象牙宮，以及修築的一切城市，
都記載在以色列列王實錄上。阿哈布與祖先同眠，他的兒子阿哈齊雅繼位為王。 



約沙法特與以色列王相安無事。約沙法特其餘的事蹟， 
他所做的英雄事蹟，以及如何作戰，都記載在猶大列王實錄上。 

約沙法特將他父親活著時，所留下的為神賣淫的男女，全從國內鏟除。 

當時在厄東沒有君王，只有總督代理。 

約沙法特建造了塔爾史士船隻，為到敖非爾去運輸黃金，然而沒有到達，
船隻就在厄茲雍革貝爾破壞了。 

那時阿哈布的兒子阿哈齊雅對約沙法特說：「讓我的僕人同你的僕人 
一起坐船去好了！」但是，約沙法特沒有同意。 

約沙法特與祖先同眠，與祖先一同葬在達味城；他的兒子約蘭繼位為王。 

 

以色列王阿哈布四年，阿撒的兒子約沙法特登極作猶大王。 

約沙法特登極時，年三十五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五年； 
他的母親名叫阿組巴，是史肋希的女兒。 

約沙法特完全走了他父親阿撒的道路，不偏左右， 
行了上主視為正義的事；只有丘壇，還沒有鏟除， 
人民仍在丘壇上焚香獻祭。 

http://2.bp.blogspot.com/-bTlTVXuZMtw/UiqJ4i0RiCI/AAAAAAAABaA/C2FybDb3GvY/s1600/This+is+how+we+do+it.jpg


猶大王約沙法特十七年，阿哈布的兒子阿哈齊雅， 
在撒瑪黎雅登極作以色列王； 
他作王統治以色列只有兩年，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 
隨從了他父親和他母親以及乃巴特的兒子雅洛貝罕， 
使以色列陷於罪惡的道路，服事敬拜了巴耳， 
激怒了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全像他父親所作的一樣。 

 



阿哈布死後，摩阿布就背叛了以色列。 

阿哈齊雅在撒瑪黎雅從樓上的欄杆上跌下來就病了， 
遂打發使者，吩咐他們說： 
「你們去求問厄刻龍的神巴耳則步布，我這病寒能好嗎？」 

上主的使者對提市貝人厄里亞說： 
「快起身，去迎撒瑪黎雅王的使者， 
問他們說：你們去求問厄刻龍的神巴耳則步布， 
難道在以色列沒有天主嗎？ 

為此，上主這樣說： 
你再不能從你所上的床上下來， 

你必定要死。」厄里亞就去了。 

 



使者回來見了君王，阿哈齊雅問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回來了。」 

他們回答說：「有一個人迎上我們來，對我們說： 
你們回去見打發你們來的君王，對他說：上主這樣說： 
你派人去求問厄刻龍的神巴耳則步布，難道以色列沒有天主嗎？
為此，你再不能從你所上的床上下來，你必定要死。」 

君王問他們說： 
「迎上你們，且告訴你們這些話的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們回答說，「是一個身穿皮毛衣，腰束皮帶的人。」 

君王說：「這一定是提市貝人厄里亞。」 

 



王遂派五十夫長，帶領五十人，去見厄里亞。 

他上去見厄里亞，厄里亞正坐在山頂上。 

五十夫長便對厄里亞說：「天主的人，王命你下去。」 

厄里亞回答五十夫長說： 

「如果我是天主的人，願火從天降下，吞噬你和你這五十人！」 

果然有火從天降下，吞噬了他和那五十人。 

王又另派一個五十夫長，帶領五十人，去見厄里亞。 

五十夫長上去對厄里亞說：「天主的人！王這樣吩咐：要你快下山！」 

厄里亞回答說：「如果我是天主的人，願火從天降下，吞噬你和你這

五十人。」果然天主的火從天降下，吞噬了他和那五十人。 

王又派第三個五十夫長，帶領五十人去。 

這第三個五十夫長上去，一來到就屈膝跪在厄里亞面前，哀求他說： 

「天主的人，願我的生命和我這五十人的生命，在你眼中有點價值！ 

有火從天降下，吞噬了前兩個五十夫長，和他們每人帶領的五十人； 

現在，願我的生命在你眼中有點價值！」 

戶11 



上主的使者對厄里亞說：「你同他下去！不必害怕。」 

厄里亞就起身同他一起下去見君王，對君王說： 

「上主這樣說：由於你打發使者去求問厄刻龍的神巴耳則步布，

好像在以色列沒有天主可以向他求問指示一樣， 

因此，你再不能從你所上的床下來，你必定要死。」 

阿哈齊雅果然如上主藉著厄里亞所說的話死了； 
因為他沒有兒子，他的兄弟耶曷蘭繼位為王， 
時在猶大王約沙法特的兒子約蘭第二年。 

阿哈齊雅其餘的事蹟，都記載在以色列列王實錄上。 

 列上11:29-31 史羅先知亞希雅預言十支派交予雅洛貝罕 列上12:15 

列上14:6-8     亞希雅預言雅洛貝罕家覆亡                          列上15:29 

列上16:1-3     先知耶胡預言巴厄沙覆亡                              列上16:12 

列下1:6           厄里亞預言阿哈齊雅一病不起                     列下1:17 

列下7:1-3        厄里叟預言物價高漲                                     列下7:16-18 

列下21:15-20  女先知胡耳達預言約史雅死後安葬耶京    列下23:30                                                                                                



上主要用旋風接厄里亞升天的時候，厄里亞和厄里叟正離開基耳加耳； 

厄里亞對厄里叟說：「請你留在這裏，因為上主派我到貝特耳去。」 

厄里叟卻回答說：「我指著永生的上主和你的性命起誓：我決不離開
你。」於是二人到貝特耳。 

在貝特耳的先知弟子們出來見厄里叟說： 
「上主今天要接你的師傅離開你，你知道嗎？」 
他回答說：「是，我知道，你們不要作聲。」 

厄里亞對厄里叟說： 
「厄里叟，請你留在這裏，因為上主派我到耶里哥去。」 
他回答說：「我指著永生的上主和你的性命起誓：我決不離開你。」
於是二人往耶里哥去了。 

在耶里哥的先知弟子們前來，對厄里叟說: 
「上主今天要接你的師傅離開你，你知道嗎﹖」 
他回答說：「是的，我知道，你們不要作聲。」 

 



厄里亞又對厄里叟說： 
「請你留在這裏，因為 
上主派我到約但河去。」 

厄里叟回答說：「我指著 
永生的上主和你的性命 
起誓：我決不離開你。」 

二人於是繼續前行。 

先知弟子中有五十個人同去，遠遠站在他們對面，他們二人立在 
約旦河邊，厄里亞將自己的外衣捲起，擊打河水，即左右分開， 
他們二人從乾地上走了過去。 

過去以後，厄里亞對厄里叟說：「在我被接去離開你以前，我應該為你
作什麼，你儘管求吧！」厄里叟答說：「求你把你的精神給我兩分。」 

厄里亞說：「你求了一件難事；不過當我被接去離開你的時候， 
你若能看見我，你就可以得到；否則，你就不能得到。」 

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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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正邊走邊談的時候， 

忽然有一輛火馬拉的火車 

出現，把他們二人分開； 

厄里亞便乘著旋風升天去了。 

厄里叟一見，就呼喊說： 

「我父，我父！以色列的 

戰車，以色列的駿馬！」 

隨後就再看不見他了； 

申34 



厄里叟遂抓住自己的衣服，撕成兩半， 

然後拾起厄里亞身上掉下來的外衣，

回去站在約旦河邊，拿著從厄里亞身

上掉下來的外衣擊打河水說： 

「上主，厄里亞的天主在那裏？」 

他一擊打河水，河水就左右分開， 

厄里叟走了過去。 

耶里哥的先知弟子們從對面 

看見了他，就說： 

「厄里亞的精神已降在厄里叟 

的身上了。」 

 

 

 

申14 

列下2:8 

瑪14:22-33 



他們便前來迎接，俯伏在地，叩拜他， 

對他說：「你僕人中有五十個強壯的人， 

請讓他們去尋找你的師傅，或者上主的神將

他提去，丟在一座山上，或一個山谷裏。」 

他回答說：「不必派他們去。」 

但是他們逼得他不好意思，他這才說： 

「你們派人去罷！」他們於是派了五十個人

去，尋找了三天，始終沒有找到，便回來見

厄里叟，那時厄里叟還在耶里哥。 

厄里叟對他們說：「我不是對你們早說了，

你們不必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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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的人對厄里叟說：「請看，本城的地勢很好， 
師傅也看見了，只是水不好，以致土產不熟即落。」 

厄里叟說：「給我拿一隻新碗來，裏面放上些鹽。」 

他們就給他拿了來；他遂出去到水泉旁，將鹽倒在水裏說： 
「上主這樣說：我已治好了這水， 
從此再也不會引起死亡和不熟早落的病。」 
果然，照厄里叟所說的，那水直到今日常是好水。 



厄里叟從那裏上貝特耳去， 
當他沿路上去的時候， 
從城中出來一些小孩，譏笑他說： 
「光頭，上來！光頭，上來！」 

厄里叟回過頭去看他們， 
因上主的名詛咒了他們； 
立即有兩隻狗熊從林中出來， 
咬死了其中四十二個孩子。 

厄里叟從那裏去了加爾默耳山， 
然後又從那裏回了撒瑪黎雅。 

德48:13-15; 路4:27; 

列下3:12; 13:14-19 



編下21:12-15 

拉3:22-24 

猶太人逾越節晚餐厄里亞之杯 

猶太人安息日結束歌詠 

猶太人餐後祝謝詞 

瑪11:14 

你願意接誰的外衣，
承先啟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