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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里亞先知 
李子忠 

 
 
1. 厄里亞先知證實雅威是真天主（列上 18） 
厄里亞經歷北國以色列敖默黎（Omri）王朝的兩位君王，他奉天主命指責並降

罰阿哈布（Ahab）和以色列國，使撒瑪黎雅遭到三年旱災。受主命暫居革黎特

溪邊，再赴漆冬的匝爾法特，在此處顯增油、麵及復活寡婦之子的奇蹟（17:1-
24）。王后依則貝耳（Jezebel）因而迫害敬畏天主的人，追殺上主的眾先知

（18:4）。厄里亞躲藏多時， 終在天主的命令下，鼓起勇氣去正面挑戰阿哈

布王，和王后所支持的巴耳（Baal）眾先知。 

 

16:29-32 敖默黎的兒子阿哈布在撒瑪黎雅作以色列王，凡二十二年。（…）他

娶了漆冬王厄特巴耳的女兒依則貝耳為妻，親自去服事敬拜巴耳，在

撒瑪黎雅為巴耳建築了一座廟宇，廟內為巴耳設立了一座祭壇。 

17:1 提市貝人厄里亞（Elijah 或 Eliya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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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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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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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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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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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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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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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允我們罷！」但是沒有聲音，也沒有答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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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理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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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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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將他們全部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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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厄里亞在西乃山與天主相遇（列上 19） 
厄里亞在加爾默耳山與巴耳邪神的先知比試，獲得了大勝：人民的吶喊聲仿如

對他的歡呼（按：厄里亞的名字 Eli-yahu 意即「雅威是我的天主」）。他意氣

風發，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竟下令殘殺了四百五十個事奉巴耳的先知。這事令

王后依則貝耳大怒，下令追殺厄里亞。先知害怕，落荒而逃，在走投無路之際，

逕自走進南部的荒漠乃革布（Negev），缺水缺糧，必死無疑 。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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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僕人留在那裡，自己卻進入曠野，走了一天的路，來到一棵杜松

樹下，坐下求死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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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天使拍醒他，對他說：「起來，吃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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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eb 亦即西乃 Sinai）。  
19:9-18 他來到那裡，進了一個山洞，在那裡過夜；有上主的話傳於他說：

「厄里亞，你在這裡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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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上主面前。」那時，上主正從那裡

經過，在上主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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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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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對厄里亞說：「你回去，

仍取道曠野，往大馬士革去，到了那裡，給哈匝耳傅油，立他為阿蘭

王。（…）再去給阿貝耳默曷拉人沙法特的兒子厄里叟傅油，立他接

替你為先知。（…）」 
 
天主的顯現叫厄里亞明白自己生命的意義：「厄里亞，你在這裏做什麼？」

（19:9,13）天主顯現的前後，厄里亞都念念有詞的說：「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

憂心如焚…」（19:10,14），但這顯然是兩個不同的回應。前者是從凱旋高地退

下來，鬱鬱不得志的先知所說的話。後者是被天主顯現所拯救和轉化，切願為

上主犧牲，滿懷希望和依恃，負起新任務的先知所說的話。 
 
這是厄里亞先知所經歷的逾越，是他個人的「出谷」，天主藉此堅固和改變了他。

當耶穌在大博爾山上顯容的時候，他曾與梅瑟一同出現，路加告訴我們，他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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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耶穌談話（…）談論耶穌的去世（exodus）」（路 9:30-31）厄里亞談的

很可能就是自己的這一次出谷經驗！他的逾越經驗包括： 
 
 死亡（19:2,4,10,14） 
 孤獨（18:22; 19:3-4,10,14） 
 隱藏的天主（19:11-12） 
 
 
3. 厄里亞先知指責阿哈布佔有他人的葡萄園（列上 21） 
天主在西乃山以「輕微細弱的風聲」顯現給他，堅固了他的信念後，厄里亞於

是勇氣百倍，再度回北國，不怕危險，指責國王（阿哈布）及王后（依則貝耳）

的罪大惡極，並宣布天主要對二人施行嚴厲的懲罰（不名之死）。 

 

21:1-16（王后依則貝耳教唆阿哈布王侵佔他人的葡萄園） 
 依次勒耳人納波特（Nab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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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心裡這樣

憂悶，連飯都不肯吃？」（…）他的妻子依則貝耳對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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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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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24  （厄里亞預言天主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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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到那裡去霸佔了那葡萄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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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也預告說：狗要在依次勒耳的田間，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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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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看列上 22:29-40；列下 9:30-40） 

 
 
4. 厄里亞先知升天、厄里叟繼任（列下 2） 
厄里亞的離世是舊約中一段神秘的記載，先知的升天是如此之出神入化，在猶

太人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有傳統指他並沒有死。其實義人被接升天也

有其他舊約的例子，如創 5:22-24 所說哈諾客（Enoch）升天：「哈諾客常與天

主往來。（…）哈諾客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哈諾客時與天主往來，然後就不

見了，因為天主將他提去。」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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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留在這裡，因為上主派我到貝特耳去。」

厄里叟卻答說：「我指著永生的上主和你的性命起誓：我決不離開

你。」於是二人下到貝特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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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里叟請你留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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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們不要作聲。」厄里亞又對厄

里叟說：「請你留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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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立在約但河邊，厄里亞將自己的外衣捲起，擊打河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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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儘管求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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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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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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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站在約但河邊，拿著從厄里亞身上

掉下來的外衣擊打河水說：「上主，厄里亞的天主在那裡？」他一擊

打河水，河水就左右分開，厄里叟走了過去。  

 

 
5. 聖經對厄里亞的評價 
拉 3:1-3,23-24 （厄里亞在默西亞出現前重臨） 

 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宰，必

要忽然進入他的殿內；你們所想望的盟約的使者，看！他來了──萬

軍的上主說。但是，他來臨之日，有誰能支持得住？他顯現時，有誰

能站立得住？因為他像煉金者用的爐火，又像漂布者用的滷汁。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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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坐下，像個溶化和煉淨銀子的人，煉淨肋未的子孫，精煉他們像精

煉金銀一樣，使他們能懷著虔誠，向上主奉獻祭品（…）看，在上主

偉大及可怕的日子來臨以前，我必派遣先知厄里亞到你們這裡來；他

將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子，使兒子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臨時，以毀

滅律打擊這地。  
 

德 48:1-12 （讚揚厄里亞） 

 當時，又興起了一位激烈如火的先知厄里亞，他的言辭熾熱如火炬。

他使人民遭遇饑荒，因他嫉惡如仇，使人民的數目大減，因他們不肯

持守上主的誡命；他因上主的一句話，關閉了蒼天；同樣，他也三次

使火下降。啊，厄里亞！因你的奇蹟，你是多麼榮耀！誰能自誇與你

相似？你因至高者的一句話，從死亡中，由陰府裡，使死人復活；你

將數位君王推倒，以至喪亡，輕易地粉碎了他們的權威；你把尊貴人，

從床上推下；你在西乃山上，聽見了上主的訓誡；你在曷勒布山上，

聽到了報復的斷案你用油祝聖了君王，為執行報復的事；你用油祝聖

了先知，為繼承你的職務；你乘著火馬車，被火旋風捲去；你受命隨

時備妥，為在上主發怒以前，平息上主的義怒，為使父親的心轉向兒

子，為使雅各伯的各支派恢愎舊觀。看見你的人，和安眠於愛的人，

是有福的！因為，我們也要生活；但死後，我們的名聲卻不是那樣。 

 

新約 （若 1:21-25；瑪 11:7-14; 17:1-13; 27:46-49；谷 6:15; 9:2-13; 15:34-36；路

8:28-36；雅 5:17；默 11:1-13） 

厄里亞升天的記載，令猶太人認為他並沒有死，為此人們問若翰是否厄里亞再

世（若 1:21；谷 6:15），但厄里亞之再來有更高深的意義，是以耶穌說：厄里

亞已在若翰身上出現（谷 9:13；瑪 17:12,13），天使亦報告匝加利亞，謂約翰

將有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路 1:17）。曷勒布山是梅瑟代表以民與天主訂立舊

盟約而登過的聖山，也是厄里亞登過的「天主的山」。厄里亞一生勇敢維護了

這個盟約，是以二人在大博爾山上耶穌顯聖容時，同時出現，作為新盟約訂立

的證人（谷 9:4；瑪 17:3；路 9:30）。正因厄里亞在以民的歷史上佔有如此的重

要地位，及在新舊約中，幾乎無一書不直接或間接地提及到厄里亞，無怪乎後

期的猶太人寫過一部偽經，稱之為「厄里亞默示錄」。  

 

 
6. 厄里亞先知歌（Eliyahu hanavi） 

這首歌出自逾越節晚餐禮儀（Seder lel Pesach），在結束前大家以歌聲邀請厄里

亞先知前來，桌上更置備了一杯酒，稱為「厄里亞之杯」（Kos Eliyahu）。列

下 2:11 告訴我們，厄里亞先知在火馬車上，乘着旋風離開人世。猶太傳統根據

瑪拉基亞先知的預言，認為厄里亞沒有死去，並且要在默西亞（「上主的日

子」）來臨前重臨人間，勸化世人（拉 3:23-24）。猶太人更相信默西亞會在一

個大節日上來臨，而逾越節是首選的大節日，若然他在逾越節日來臨，那麼厄

里亞必先他而到，所以特別為厄里亞預備席位和酒杯。《厄里亞先知歌》因此

也成了期待默西亞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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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yáhu Hanavi    aybiN"h; WhY"liae 
	  

 
 
 

厄里亞先知 

提市貝人厄里亞 

厄里亞，厄里亞 

基肋阿得的厄里亞 

 

在我們有生之年  

請速臨我們中間  

帶來達味之子默西亞 

帶來達味之子默西亞	  

Eliyáhu hanavi 

Eliyáhu hatishbi 

Eliyáhu, Eliyáhu 

Eliyáhu hagiladi 

 

bimhera veyaménu 

yavo elénu 

im mashiach ben David 

im mashiach ben David	  

aybiN"h; WhY"ñliae 

yBiv.Tih; WhY"ñliae 

WhY"ñliae WhY"ñliae 

ydI['l.GIh; WhY"ñliae 

 

Wnymeñy"b. hr"hem.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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