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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931年，達味所建立
的王朝已分裂成兩國；北
為以色列國，南為猶大國。
至公元前874-852年，阿哈
布為以色列王。

時代背景



時代背景

• 阿哈布納外教女子依則貝
耳為妻，敬奉巴耳邪神，
修建廟宇，設立巴耳祭壇，
縱容依則貝耳殺害上主的
先知。(列上18:13-14)

• 輕視厄里亞先知的預言，
甚至認為他在詛咒以色列。



• 居於提市貝的基肋阿得人。
基肋阿得位於約旦河以東；
提市貝約在雅波克河
(Jabbok River) 以北。

• Elijah 的名字由 Eli (天
主) 和Yah (雅威) 組成，
意思是「雅威是天主」。

厄里亞其人



厄里亞其人

• 性格剛烈，言簡意賅，常
傳上主之言，直斥君王之
非。甚至公開挑戰巴耳邪
神的先知，曾藉上主之助，
在加爾默耳山戰勝人數眾
多的巴耳先知。



•曾與上主相遇 (列上19:9-
18)。沒有死亡，由火馬車
被接升天 (列下2:11)。被
譽為先知的代表。
•洗者若翰的預像 (參瑪
17:10-13)。

厄里亞其人



•在舊約中曾有預言，在上
主審判的日子來臨之前，
厄里亞會先被派來到，為
上主準備一個善良的百姓
(參拉3:23)。
•耶穌顯聖容時與梅瑟一同
出現 (參瑪17:1-8；谷
9:2-5；路9:28-31)。



厄里亞使寡婦的油和麵不減（列
上17:7-16）

奇蹟 (一)

• 厄里亞以上主的名起誓，向
阿哈布預言以色列將面臨旱
災。



• 降雨和甘露都是上主與以
色列的盟約中所許諾的祝
福，(參申11:11-16，
33:28) 以色列違反了與上
主所訂立的盟約，因而受
到先知的詛咒。

奇蹟 (一)



• 巴耳是外族人所敬拜的掌管風雨
之男神，阿舍辣是掌管生育繁殖
之豐收之女神。厄里亞要挑戰它
們的真實性。

阿舍辣

巴耳



•厄里亞接著聽從上主的話
避開阿哈布，住在約旦河
東的革黎特小河旁，上主
派一隻烏鴉供養他。小河
乾涸後，上主指示厄里亞
前往漆冬。

奇蹟 (一)



奇蹟 (一)

•漆冬是依則貝耳的父親的
國土，是敬拜巴耳邪神的
國家，也同樣受到旱災的
威脅。

•上主告訴厄理亞已吩咐當
地的一位寡婦供養他。



• 寡婦向厄里亞解釋自己的
困境，但也順從他的要求，
先做餅給他吃。顯示一位
外邦婦女對天主的服從與
信德。

奇蹟 (一)



結果正如上主藉厄里亞所說
的話，在整整三年的旱災期
內，寡婦家中的麵和油都不
缺。

奇蹟 (一)



奇蹟 (二)

厄里亞復活寡婦的兒子
(列上17:17-24)

• 寡婦在供養厄里亞這段期間，
她的兒子忽然得病去世。

• 寡婦認為自己兒子的死亡是
上主對她罪惡的懲罰。



奇蹟 (二)

• 厄里亞並沒有表示她兒子
的死亡是否罪罰的結果，
只先向上主道出是寡婦對
他有照顧之恩，請上主考
慮是否真要殺寡婦的兒子。



• 然後他三次伏在死者身上，
請上主使這孩子的靈魂再
回到他的身上。

• 上主應允他的祈求，孩子
復甦。

奇蹟 (二)



奇蹟 (二)

• 這位外邦的寡婦宣認厄理
亞是「天主的人」，並且
上主「藉你的口所說的話
確是真理。」(列上17:24)



反思

•17章是一篇觸及「生命」的
篇章；阿哈布帶領自己的國
民敬奉巴耳邪神，違反了以
色列民與天主的盟約，全體
以民的生命因此受到旱災的
威脅。



• 這位外邦的寡婦宣認厄理
亞是「天主的人」，並且
上主「藉你的口所說的話
確是真理。」(列上17:24)

反思



反思

•一位生活在敬奉巴耳的國
家的外族婦女，卻懂得以
上主的名起誓，又聽從厄
里亞的吩咐，突顯了作為
上主選民的以色列人背叛
的行為。



•厄里亞受本國君王追捕，卻
在異鄉受到寡婦的接待和救
濟，正是耶穌概嘆：「先知
在本鄉不受歡迎」的寫照。
(參路4:24)

反思



反思

•寡婦的服從與信德，堪比
耶穌增餅時門徒的信德，
同樣不知餅從何而來，卻
也聽從天主的吩咐去準備
分施。



反思

•也指出救恩同時會施予任何
信靠祂的人，包括外邦人。
•寡婦願意在自身不足的情況
下，也接待救濟遠方來的旅
客，就如亞巴郎接待三位旅
客，卻接到了天使，獲得了
天主的眷顧。



•這一章有一句出現了兩次的
經文「…指著永生的天主起
誓……」，一次由厄里亞講，
一次由外邦的寡婦說出來。
可見寡婦也知道有天主，但
起初信德不強。

反思



• 寡婦順從上主透過厄理亞
的說話，缸裡的麵和油一
直不缺，她和兒子與厄理
亞因此可以免淪為餓殍。

• 她的兒子也因此得以復甦。
可見外邦人也可獲得救恩。

反思



•上主藉此事件，讓一位外
邦的婦女說出「…上主的
話確是真理」的話。

反思



•回想上主自帶領以色列人出
離埃及開始，每當以民背棄
離開上主，他們的生命就會
受到威脅，然而上主並未因
此離他們而去，只要他們悔
改，上主救援就會到來。

反思



厄理亞與巴耳先知比試
(列上18)

• 旱災和飢荒持續三年，上
主叫厄理亞去見阿哈布。

奇蹟 (三)



奇蹟 (三)

厄理亞與巴耳先知比試
(厄上18)

• 厄理亞遇見阿哈布的僕人
敖巴狄雅(意思是「雅威的
僕人」)，叫他通知阿哈布，
厄理亞的所在。



奇蹟 (三)

厄理亞與巴耳先知比試
(厄上18)

• 阿哈布見到敖巴狄雅時，
竟然表現出更重視騾馬的
生命多於人民的生命。
(18:5)



厄理亞與巴耳先知比試
(厄上18)

• 厄理亞反駁這是阿哈布帶
領整個以色列人民背離上
主的結果。

奇蹟 (三)



厄理亞與巴耳先知比試
(厄上18)
• 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會作
出截然相反的結論。因為
每個人都會按自己的經驗，
利益、期望，觀感，甚至
偏見，來作判斷。

奇蹟 (三)



奇蹟 (三)

• 聖經上紀錄了不少同樣的
景況，耶穌因群眾聚集，
吃不到飯，被人說：「他
瘋了。」(谷3:21)；祂以
天主的神能驅逐魔鬼，被
人說：「他賴魔王驅魔」
(谷3:22)；



奇蹟 (三)

• 天主向耶穌說話：「我已
光榮了我的名，我還要受
光榮。」有人說是是天使
跟祂說話，有人說是打雷。
(若12:28-29)



• 阿哈布的信仰觀認為天主和巴
耳兩者都可掌控風雨，只不過
這次是上主降禍以色列。這是
否也是我們的信仰觀，認為基
督的信仰可以和一些民間的祭
祀鬼神、占卜問卦，以期趨吉
避兇的習俗可以並存？

反思



反思

• 在爾虞我詐的商業社會中，
又如何實踐基督的信仰。
我們是否只把基督的信仰
作為我們私人生活的規範，
在面對社會時，又採用另
一套的法則？



奇蹟(三)

• 厄里亞叫他召集全體以色列
人民、受依則貝耳所供養的
450個巴耳先知和400個阿舍
辣先知上加爾默耳山。



奇蹟(三)

加爾默耳山位於以色列北部
海岸，面向地中海，往東南
伸展。因阻擋著地中海吹向
內陸的濕暖氣流，所以沿海
雨量較多，土地肥沃，適合
農作物生長，是流行敬拜巴
耳和阿舍辣的地區之一。



奇蹟 (三)

• 該處原有一座上主的祭壇，
但已被坍塌(18:30)，足證
當時以色列人離開上主已
久。



奇蹟 (三)

• 當各人齊集在加爾默耳山，
厄里亞譴責以色列民對上
主的信心搖擺不定，要以
民立定主意，去跟隨他們
所認定的真神。



• 以色列民不答話，顯示他
們依然未肯放棄崇拜巴耳。

• 他要以民準備兩個比試的
場地和同樣的祭品，要與
巴耳的先知比試，好讓他
們知道天主和巴耳那一位
才是真神。

奇蹟 (三)



奇蹟 (三)

• 以色列民的回答：「你這
話說得很好。」 顯示他們
開始思考厄里亞的責問。



奇蹟 (三)

• 厄里亞要巴耳先知先開始
祭獻。厄里亞知道巴耳是
虛幻，不會有任何反應。
如此的安排是要突顯他們
所信的是虛無的神。



• 巴耳先知盡力呼叫請巴耳應允他
們，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經文
開始時記述對巴耳先知的呼叫的
反應是：「沒有聲音，也沒有答
應的。」他們進一步的激烈行動，
甚至自殘，「仍然沒有聲音。也
沒有答應，也沒有理會的。」徹
底顯示巴耳的虛幻。

奇蹟 (三)



奇蹟 (三)

• 厄里亞以象徵以色列12支派
的12塊石頭，重建坍塌了的
祭壇；要以民參與，故意向
祭壇大量澆水，把祭品和木
柴淋得濕透，水注滿水溝，
做成凡人之火根本無法點燃
祭品的現象。



•他接著向「亞巴郎、以撒格和
以色列的天主」呼求。他刻意
不用「雅各伯」之名，而用上
主賜給雅各伯的名「以色列」，
提醒以色列人，上主自以民的
祖先開始已在帶領護佑著他們，
也提醒他們天主與他們有盟約
的關係。 (參申4:7)

奇蹟 (三)



奇蹟 (三)

•接著向天主祈求降火燒光他
的祭品，以示上主真實的存
在和能力。



• 他的呼求的內容有三個重點：

使人知道上主是真天主，
要人知道厄里亞是祂的僕
人，奉命作此事。

這次比試是要叫以色列人
重新歸向上主。

奇蹟 (三)



奇蹟 (三)

• 上主降火焚盡了一切祭品、
木柴、石頭，也燒乾了溝裡
的水。



• 厄里亞與巴耳先知的比試，
從祭壇的處理、祈求的方式，
祈求的內容，和最後戲劇性
的震撼結果，都顯示了上主
的真實性和至高無上的地位，
引致以民的正面回應：「俯
伏在地，頻呼：『雅威是天
主』」

奇蹟 (三)



• 以色列人看到厄里亞所行的奇
蹟，在人心轉向之餘，更聽從
厄里亞的呼籲，捉住所有邪神
的先知。厄里亞把他們帶到克
雄小河邊，把他們全部殺掉。

• 接著天降大雨，旱災得以解除。



• 第18章加爾默耳山的比試，
證實了巴耳的虛幻。上主展
示祂的神能，焚盡祭品，讓
以色列人重新記起：「上主
是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上
主。」 (申6:4) 天主與以色
列人在西乃山訂立盟約時，
已經向以色列人表明：

奇蹟 (三)



•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領你
出了埃及地、奴隸之所。除我之
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你
製造任何彷彿天上、或地上、或
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
這些像，也不可敬奉，因為我，
上主，你的天主是忌邪的天主；
凡惱恨我的，我要追討他們的罪，
從父親直到兒子，甚至三代四代
的子孫。」(出 20:2-5) 



• 若蘇厄領以色列民進入福地，
臨終前再一次訓示以色列人
要惟獨事奉上主，百姓當時
斬釘截鐵地誓言只事奉上主
(參蘇24:14-24)，然而其後
的歷史證明以色列人敬拜其
他的神從未間斷。

奇蹟 (三)



只有在吃到苦果時才懺悔，危
難消除後又故態復萌，不斷在
這「反叛 – 受苦 – 懺悔 –
獲救 – 再反叛……」的循環
中打轉。這是否也是我們信仰
經歷的寫照？



• 厄里亞與巴耳先知比試後，
雖然以色列民即時宣認：
「雅威是天主」。其後的歷
史說明，他們並沒有繼續秉
持他們對天主的信仰；反而
敬拜其他的神，隨從了異民
的習俗；

奇蹟 (三)



奇蹟 (三)

• 從守望台直到設防的城，到處
建有高丘；在各高崗上，在所
有的綠樹下，豎有石柱和木偶；
在高丘上，依照異民的習俗，
焚香獻祭，又敬拜偶像，又再
侍奉巴耳，妄顧先知的警告，
最終亡國，耶京和聖殿被焚毀。
(參 列下17:6-23)



奇蹟 (三)

• 在流放異地，回顧自己的
歷史時，他們可會記起自
己曾經在這個時候，曾經
俯伏在地說：「雅威是天
主，雅威是天主。」



厄里亞命火自天降下（列下
1:9-16）

• 公元前853年，阿哈齊雅繼
阿哈布成為以色列王。他遇
意外跌傷，遂打發使者往厄
刻龍，求問當地的神巴耳則
步他的病能否痊癒。

奇蹟 (四)



• 上主派遣厄里亞到路上迎上
使者，叫他們轉告阿哈齊雅
因他不求天主，反而求問貝
耳則步，故他必定要死。

• 使者回去如實告訴阿哈齊雅，
王推測此人就是厄理亞。

奇蹟 (四)



• 阿哈齊雅派五十夫長帶同
士兵去見厄里亞。此舉與
派使者去求問貝耳則步大
相逕庭。問罪之意甚為明
顯。

奇蹟 (四)



奇蹟 (四)
• 頭兩批士兵的五十夫長的說
話十分傲慢，命令厄里亞下
山去見以色列王。厄里亞簡
單地回應：「如果我是天主
的人，願火從天上降下，吞
噬你和你這五十人！」天果
然降火吞噬了他們。



• 第三位五十夫長雖然同樣要
傳達阿哈齊雅的命令，他的
態度謙卑，說話婉轉，甚至
不說出王的命令，只求厄里
亞饒他們一命，因為他相信
厄里亞知道他的來意。

奇蹟 (四)



• 上主指示厄里亞隨他們下去，
宣告上主的訊息：「阿哈齊
雅不會痊癒，他必會死。」

• 身為以色列人，阿哈齊雅有
病不求上主，竟然去求虛無
的貝耳則步。離開上主的人，
生命沒有保障，所以阿哈齊
雅會按照上主的話死去。



• 厄里亞是上主的先知，只
有上主才能命令他行事。
五十夫長以阿哈齊雅的權
威去命令厄里亞，最終招
致烈火焚身之禍。

奇蹟 (四)



厄里亞在路上見到以色列王
阿哈齊雅所派遣往厄刻龍的
使者時，指出當時以色列人
的盲點：「難道以色列沒有
天主嗎？」這句說話的答案，
卻由一個阿蘭王的軍長納阿
曼說了出來：



「現在我確實知道，全世界
只在以色列有天主。」(參
列下 5:1-15) 兩者都是為
求病得癒，服從天主的如願
以償，遺忘天主的喪失性命，
再次提醒我們，人的生命掌
握在天主手中。



• 從撒羅滿王朝分裂成以色列
和猶大兩國後，從以色列各
個王朝對天主的信仰每下愈
況，逐漸遠離天主，最後完
全轉向敬拜偶像，為亞述所
亡。(參列下17:7-23) 可見
信仰的傳承極為重要。

奇蹟 (四)



• 新約時代，號稱對天主虔敬
的法利塞人認為耶穌治好病
人是靠貝耳則步，(瑪
12:22-28，谷3:23-29，路
11:27-20)，就像當日阿哈
齊雅相信貝耳則步可以治病，
否定耶穌的權能，甚至質疑
耶穌是天主子的地位。



• 天主的權能並不需要人去
相信或確認，祂以祂的權
能來行奇蹟時，並不須人
的認可，更不按人的常規
和認知；甚至以接受十字
架這樣屈辱的死刑來實踐
救恩。

奇蹟 (四)



奇蹟 (四)

• 當展示祂的權能時，祂邀
請我們去相信。我們的抉
擇就與阿哈齊雅一樣，轉
向其他虛幻的神，抑或繼
續相信有天主。



厄里亞用外衣擊打約但河水，
把河分開（列下 2:8）

• 擊打河水的經文，只是帶出
列下第二章經文的重點：厄
里亞的離去，並把他的先知
職分和能力傳給他的弟子厄
里叟 (天主的拯救)。

奇蹟 (五)



• 厄里叟要面對一共四次的
考驗，來證明他堪當繼承
厄里亞的能力和職分。

• 把整章的經文切割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的排列：

奇蹟 (五)



引言 (1a)
A 離開加耳基耳，開始旅程 (1b)

B 厄里亞要往貝特耳，第一次考驗 (2-3)
C 厄里亞要往耶里哥，第二次考驗 (4-5)

D 分界線, 厄里亞要往約但河， (6-7)
E 厄里亞渡過約但河 (捲起外衣，擊打河

水，河水向左右分開) (8)
F 厄里亞升天，把兩分精神傳給厄里

叟，厄里叟接收了 (9-13)
E’厄里叟渡過約但河，(用外衣擊水，河

水向左右分開) (14)
D’分界線，在約但確認厄里叟已繼承厄里亞

的能力 (15)，【第三次和第四次的考驗】
(16-18)

C’厄里叟在耶里哥證實他地位 (19-22)
B’厄里叟在貝特耳證實他的地位 (23-24)

A’厄里叟在加爾默耳山和撒瑪黎雅完結旅程 (25)



• 最重要的訊息就在經文的中
間段，也就是 F 段：厄里
叟接收了厄里亞的職分、從
厄里叟拿著厄里亞的外衣擊
打約但河水，河水分開來看，
他也同時接收了厄里亞的精
神 。(ruach)רּוחַ 

奇蹟 (五)



奇蹟 (五)

在創1:2 中所寫的「天主的
『神』在水面上運行……」
是同一個字，可見厄里叟所
承繼的是厄里亞的一切，包
括能力、職分、態度和使命。



• 奇蹟所帶來的效果，通常
是即時性和震撼性的，人
即時的反應有時也會流於
膚淺及不能持久，更會機
會被人誤解，或刻意地抹
黑，以期達到個人的目的。

奇蹟是什麼



• 聖經上有不少這的例子：
增餅奇蹟的效果震撼，人
們認為祂是「那位要來到
世界上的先知」，想迫祂
為王，耶穌卻因此要避到
山中去。 (若6:1-15)

治好十個癩病人，只有一
人回來感恩。 (路17:11-
19)



耶穌開了胎生瞎子的眼，
卻被法利塞人說：「一個
罪人怎能行這樣的奇蹟？」
(若9:16)

耶穌治好附魔的啞吧，被
人說：「他是仗賴魔王驅
魔」。 (瑪9:34)



• 天主行奇蹟是看人的信德，
所以有客納罕婦人兩女兒
附魔被治癒 (瑪15:21-28)；
治好血漏病的婦人和雅依
洛會堂長的女兒得復活(谷
5:21-42) 等等。

奇蹟是什麼



• 耶穌也有不行奇蹟的時候，
例如在家鄉受到排擠，(路
4:16-30)；因被人輕視
(谷6:1-6)。



• 奇蹟是天主願意在這特定
的時刻，以這特定的方式
和媒介，對一個人或一群
人行一件任何科學上無法
解釋的事，效果是為人的
益處，目的是希望人因此
轉化，並為天主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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