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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上十七章 8 - 16

8 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

9 「你起身往西頓的撒勒法去，住在那裡；

我已吩咐那裡的一個寡婦供養你。」

10 以利亞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門，

見有一個寡婦在那裡撿柴，以利亞呼叫她說：

「求你用器皿取點水來給我喝。」

11 她去取水的時候，以利亞又呼叫她說：

「也求你拿點餅來給我！」

12 她說：「我指著永生耶和華─你的神起誓，

我沒有餅，罈內只有一把麵，瓶裡只有一點油；

我現在找兩根柴，回家要為我和我兒子做餅；

我們吃了，死就死吧！」

以利亞以利亞 -- 生命的轉彎生命的轉彎

列王紀上十七章 8 - 16

13 以利亞對她說：

「不要懼怕！可以照你所說的去做吧！

只要先為我做一個小餅拿來給我，

然後為你和你的兒子做餅。

14 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罈內的麵必不減少，瓶裡的油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15 婦人就照以利亞的話去行。

她和她家中的人，並以利亞，吃了許多日子。

16 罈內的麵果不減少，瓶裡的油也不缺短，

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

以利亞以利亞 -- 生命的轉彎生命的轉彎 ‧聖經中的神蹟‧作者手法 ‧六個原則

這是以利亞蒙召到基立溪旁，之後到西頓撒勒法的神蹟。

聖經裡最多神蹟的地方有三處：

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到約書亞進迦南地

新約耶穌時代，耶穌醫病趕鬼…
以利亞跟以利沙的時代

從大衛死後到約雅斤四百多年列王紀的歷史，

重要人物是亞哈時代，從王上十七章到王下第二章的以利亞，

上帝預備他、呼召他，準備對亞哈挑戰；

後來以利沙到王下十三章。

上帝透過先知以利亞、以利沙對君王講道，

上帝眼光先知超過君王。

列王紀上下的歷史是舞台、是溫床，

核心主角是先知，歷史書是幫先知書鋪路的。



排場、布局
十七章 ─ 先到北邊的非尼基，

在西頓撒勒法、包括基立溪旁

十八章 ─ 在迦密山，包括山下的基順河，

跟拜巴力的假先知挑戰

十九章 ─ 耶洗別一句話，

以利亞逃命到西乃山

對比
十七、十八章 ─ 亞哈跟以利亞的對比

十九章 ─ 以利亞跟耶洗別的對比

基立溪

撒勒法

迦密山

基順河

‧聖經中的神蹟‧作者手法‧六個原則

西乃山

‧聖經中的神蹟‧作者手法‧六個原則

重複 ─ 十七章就看到重複，有三個劇情

1. 他先到基立溪旁，因為上帝呼召他去

烏鴉叼肉給以利亞

2. 上帝對他說 ─ 你應當去西頓的撒勒法，

他就去寡婦那裡，請她養活他

3. 寡婦的孩子死了，

以利亞幫助她，禱告完以後復活了，

十七24 婦人對以利亞說：「現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華藉你口所說的話是真的。」

十七章耶和華的話貫穿三個劇情，重複三次。

他用排場、布局、對比、重複，

目的是為了 十八章 ─ 對亞哈拜巴力的先知挑戰。

‧聖經中的神蹟‧作者手法‧六個原則

人生的上半場是為了下半場來預備的，

上半場是幫助一個寡婦生命轉彎 ─

她是可憐的人、有母愛，希望兒子可以活下去…
但是如果這個寡婦願意聽從上帝的話，

把她僅有的一點麵跟油先送給先知吃，

生命會轉彎，從山窮水盡到柳暗花明，只要你肯。

十七章這個上半場決定下半場十八章以後的，都是肯─

肯聽上帝的話去到基立溪旁，讓烏鴉叼肉給他

肯聽上帝的話去請這個寡婦餵他

肯聽上帝的話讓人家的孩子死裡復活

任何人只要肯，路是人「肯」出來的，

就彰顯上帝的大愛、全愛…

‧聖經中的神蹟 ‧作者手法‧六個原則

1. 人的盡頭才是神的開頭

當以利亞求妳用器皿拿點水給我喝、給他餅吃的時候，

妳要承認說 ─ 我沒有餅、罈內只有一把麵…
要為我和我兒子作餅，我們吃了，死就死吧死吧！！

我已經沒有路了，要肯承認自己快絕路；

你要覺得我沒有路，上帝才會開路，

只有你不能，才能彰顯上帝的全能。

馬丁路德 ─ 飢餓是最好的廚師

馬可福音第八章 ─ 四千人餓了三天，耶穌就行了神蹟

浪子，爸爸還沒有死跟他分遺產，

花天酒地，錢花光搶豬吃的；回想起來 ─

爸爸家裡有糧，我回去幫他作苦工…
一回頭，人的盡頭才是神的開頭！



‧聖經中的神蹟 ‧作者手法‧六個原則

2. 神在哪裡、恩典就在那裡

有神 ─ 烏鴉會叼肉給以利亞吃，

罈裡面的油、麵都不減少

有神 ─ 就有神蹟，寡婦經歷質能不滅定律被顛覆被顛覆

耶穌也顛覆過很多醫生不能解決的事，

醫好瞎子，贏過眼科醫師…
有耶穌、有神，恩典就在那裡，神蹟發生在有神的地方。

你有沒有尋求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環境會改變、生命可以轉彎。

人生最要緊的，是找到神的同在 ─

因為神讓大自然定律被改變

因為有神就有神蹟

‧聖經中的神蹟 ‧作者手法‧六個原則

3. 撒網在信心之處就有魚

王上十七13-14 以利亞對她說：

「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罈內的麵必不減少，瓶裡的油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婦人聽了、有信心了，用信心去撒網 ─ 放在上帝所說的話。

這個信心，比烏鴉聽從上帝的話叼肉給以利亞更難，

寡婦是人，人有自由意志

烏鴉不是人，沒有原罪、沒有自由意志

你要憑信心聽從上帝，透過先知所說的話…
因此烏鴉叼肉的神蹟，在她身上也發生。

‧聖經中的神蹟 ‧作者手法‧六個原則

3. 撒網在信心之處就有魚

原來我們要聽從上帝的話，超過理性主義 ─

從質能不滅，吃了、送了、就沒有了…
透過上帝所說的話，聽了，神蹟就會發生

耶穌勝過所有的醫生、大氣科學家，

一句話風浪就停息、就在海面上行走。

你如果聽從上帝，

祂叫你給出、不要被困難攔阻了。

「山高難遮日，竹密難阻水」

困難不能擋住上帝的能力。

‧聖經中的神蹟 ‧作者手法‧六個原則

太十三12a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
林後八12a 因為人若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

寡婦給出去，上帝給她更多，甚至叫她兒子死裡復活

耶穌叫那個五餅二魚的小孩子給出去，

果然神蹟更大 ─ 不只他餵飽、另外五千個大人餵飽

王上十七9 你起身往西頓的撒勒法去，住在那裡；

我已吩咐那裡的一個寡婦供養你。

上帝已經吩咐寡婦讓她供養以利亞，

現在透過以利亞的話她果然相信，

她被建立起來、她給出去。

4. 怎樣給人就怎樣被神給

以利亞告訴寡婦先給出去，果然寡婦給出去……



‧聖經中的神蹟 ‧作者手法‧六個原則

4. 怎樣給人就怎樣被神給

他回到家，接到三個月前從英國寄來的一百鎊英鎊！

全知的神三個月前已經派人供應現在三個月後的需要…

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是個醫生，

在中國宣教有一次去探訪一個生病的小孩，

一邊傳福音，聖靈感動他 ─ 把口袋的錢給他。

他在掙扎 ─ 我家裡的孩子要吃，我如果給出去…
順服了，給了小孩子的爸爸，拿藥以後、好了！

你只要肯給、就有給你，

內地會幫助整個中國教會，是因為他肯給。

肯給？你說我什麼都沒有，

上帝要把你有的給出去。

‧聖經中的神蹟 ‧作者手法‧六個原則

迦拿婚宴，馬利亞順服耶穌所說，

告訴僕人 ─ 就倒水就對了。

任何人肯，神蹟就會發生，神蹟來自順服。

5. 神蹟流過順服神的器皿

寡婦聽從先知的話，發覺先知的話跟上帝的話一樣，

聽從之後神蹟就會發生…
以利亞聽從上帝的話，照理性來看 ─

基立溪旁上帝派烏鴉，給烏鴉請不欠人情比較容易

對以利亞最難的事情 ─ 要去給一個寡婦養…
我如果是先知，怎麼可以繼續跟她說你先餵我呢？

以利亞是彎得低低的，順服上帝超過理性，

順服上帝的話，看神情超過人情 ─他肯！

‧聖經中的神蹟 ‧作者手法‧六個原則

6. 只要人肯就能夠經歷神能

十七章是上半場，後半生是由前半生決定的，

上帝預備他在基立溪旁、在西頓，為什麼？

亞哈的妻子耶洗別就是西頓人 (十六31) ；

北國亞哈的墮落，跟耶洗別有關 ─ 西頓來的，

所以上帝先要以利亞到西頓去經歷屬靈爭戰。

經歷之後才敢 十八章 ─ 對四百五十個拜巴力假先知挑戰。

以利亞 Elijah 希伯來文意思 ─上帝是神，

十八章之前經歷到上帝、神蹟在發生…
四百五十個拜巴力的先知當然是假的。

任何人只要你肯，像以利亞被上帝用，

就可以經歷神，就成為別人的祝福…

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生命的每一個角落 ─

順服你、屈服在你的主權，

超過人情、超過我們的腦筋，

超過自由意志，尊主的名為聖。

讓我們成為一個順服的管道，

榮耀、尊貴、神蹟 ─

都透過我們所經歷到，歸給天上的神。

奉主耶穌基督榮耀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