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亚 - 生命的转弯

旧约历史书

第十四课…
第十四课
…

列王纪上十七章 8 - 16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9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
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
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10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
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
见有
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她说：
以利亚呼叫她说：
「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11 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她说：
她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又呼叫她说：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12 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
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
你的神起誓，
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
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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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 - 生命的转弯
列王纪上十七章 8 - 16
以利亚对她说：
「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 个小饼拿来给我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14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
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15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
她和她家中的人 并以利亚 吃了许多日子
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
16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
正如耶和华藉以利 所说的话
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
13

‧圣经中的神迹 ‧作者手法‧六个原则
这是以利亚蒙召到基立溪旁，之后到西顿撒勒法的神迹。
这是以利
蒙召到基立溪旁 之 到西顿撒勒法的神迹
圣经里最多神迹的地方有三处：
 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到约书亚进迦南地
 新约耶稣时代，耶稣医病赶鬼…
 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
从大卫死后到约雅斤四百多年列王纪的历史，
从大
死后到约雅斤四百多年列
的历史，
重要人物是亚哈时代，从 王上十七章 到 王下第二章 的以利亚，
上帝预备他、呼召他，准备对亚哈挑战；
后来以利沙到 王下十三章。
上帝透过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对君王讲道，
上帝眼光先知超过君王。
列王纪上下的历史是舞台 是温床
列王纪上下的历史是舞台、是温床，
核心主角是先知，历史书是帮先知书铺路的。

‧圣经中的神迹 ‧作者手法 ‧六个原则
撒勒法

排场、布局
基顺河

基立溪

迦密山

─ 先到北边的非尼基，
先到北边的非尼基
在西顿撒勒法、包括基立溪旁
十八章 ─ 在迦密山，包括山下的基顺河，
在迦密山 包括山下的基顺河
跟拜巴力的假先知挑战
十九章 ─ 耶洗别一句话，
耶洗别 句话
以利亚逃命到西乃山
十七章

‧圣经中的神迹 ‧作者手法 ‧六个原则

重复 ─ 十七章 就看到重复，有三个剧情
1. 他先到基立溪旁，因为上帝呼召他去
乌鸦叼肉给以利亚
2. 上帝对他说 ─ 你应当去西顿的撒勒法，
他就去寡妇那里，请她养活他
3. 寡妇的孩子死了，
以利亚帮助她，祷告完以后复活了，
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藉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十七24

对比
─ 亚哈跟以利亚的对比
十九章 ─ 以利亚跟耶洗别的对比
十七、十八章

‧圣经中的神迹 ‧作者手法 ‧六个原则

人生的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来预备的，
 上半场是帮助一个寡妇生命转弯 ─
她是可怜的人、有母爱，希望儿子可以活下去…
 但是如果这个寡妇愿意听从上帝的话，
把她仅有的一点面跟油先送给先知吃，
生命会转弯，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只要你肯。
十七章这个上半场决定下半场十八章以后的，都是肯 ─

肯听上帝的话去到基立溪旁，让乌鸦叼肉给他
听上帝的话去到基 溪旁
乌鸦 肉
 肯听上帝的话去请这个寡妇喂他
 肯听上帝的话让人家的孩子死里复活


任何人只要肯，路是人「肯」出来的，
就彰显上帝的大爱、全爱…

耶和华的话贯穿三个剧情，重复三次。

十七章

他用排场、布局、对比、重复，
目的是为了十八章 ─ 对亚哈拜巴力的先知挑战。

‧圣经中的神迹 ‧作者手法‧六个原则

1. 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
当以利亚求妳用器皿拿点水给我喝、给他饼吃的时候，
妳要承认说 ─ 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
要为我和我儿子作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死吧！
！
我已经没有路了，要肯承认自己快绝路；
你要觉得我没有路，上帝才会开路，
只有你不能，才能彰显上帝的全能。
 马丁路德 ─ 饥饿是最好的厨师
 马可福音第八章 ─ 四千人饿了三天，耶稣就行了神迹
 浪子，爸爸还没有死跟他分遗产，
花天酒地，钱花光抢猪吃的；回想起来 ─
爸爸家 有 ，我
爸爸家里有粮，我回去帮他作苦工…
帮 作苦
一回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

‧圣经中的神迹 ‧作者手法‧六个原则

2. 神在哪里、恩典就在那里
 有神 ─ 乌鸦会叼肉给以利亚吃，
坛里面的油、面都不减少
 有神 ─ 就有神迹，寡妇经历质能不灭定律被颠覆
颠覆
 耶稣也颠覆过很多医生不能解决的事，

医好瞎子，赢过眼科医师…

有耶稣、有神，恩典就在那里，神迹发生在有神的地方。
你有没有寻求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环境会改变、生命可以转弯。
人生最要紧的，是找到神的同在 ─
 因为神让大自然定律被改变

‧圣经中的神迹 ‧作者手法‧六个原则

3. 撒网在信心之处就有鱼
以利亚对她说：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王上十七13-14

妇人听了、有信心了，用信心去撒网 ─ 放在上帝所说的话。
这个信心，比乌鸦听从上帝的话叼肉给以利亚更难，
 寡妇是人，人有自由意志
 乌鸦不是人，没有原罪、没有自由意志
，

你要凭信心听从上帝，透过先知所说的话…

有神就有神迹

因此乌鸦叼肉的神迹，在她身上也发生。

 因为

‧圣经中的神迹 ‧作者手法‧六个原则

3. 撒网在信心之处就有鱼
原来我们要听从上帝的话，超过理性主义 ─
 从质能不灭，吃了、送了、就没有了…
 透过上帝所说的话，听了，神迹就会发生
透过上帝所说的话 听了 神迹就会发生
耶稣胜过所有的医生、大气科学家，
句话风浪就停息、就在海面上行走。
就在海面上行走
一句话风浪就停息

‧圣经中的神迹 ‧作者手法‧六个原则

4. 怎样给人就怎样被神给
以利亚告诉寡妇先给出去，果然寡妇给出去…
…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林后八12a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
太十三12a

 寡妇给出去，上帝给她更多，甚至叫她儿子死里复活
 耶稣叫那个五饼二鱼的小孩子给出去，
耶稣叫那个五饼二鱼的小孩子给出去

果然神迹更大 ─不只他喂饱、另外五千个大人喂饱
你如果听从上帝，
他叫你给出、不要被困难拦阻了。
「山高难遮日，竹密难阻水」
困难不能挡住上帝的能力。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
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王上十七9

上帝已经吩咐寡妇让她供养以利亚，
现在透过以利亚的话她果然相信，
她被建立起来、她给出去。

‧圣经中的神迹 ‧作者手法‧六个原则

4. 怎样给人就怎样被神给
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是个医生，
是个医生
在中国宣教有一次去探访一个生病的小孩，
一边传福音
边传福音，圣灵感动他
圣灵感动他 ─把口袋的钱给他
把口袋的钱给他。
他在挣扎 ─我家里的孩子要吃，我如果给出去…
顺服了 给了小孩子的爸爸 拿药以后 好了！
顺服了，给了小孩子的爸爸，拿药以后、好了！
他回到家，接到三个月前从英国寄来的一百镑英镑！
全知的神三个月前已经派人供应现在三个月后的需要
全知的神三个月前已经派人供应现在三个月后的需要…
你只要肯给、就有给你，
内地会帮助整个中国教会，是因为他肯给。
说我什 都 有，
肯给？你说我什么都没有，
上帝要把你有的给出去。

‧圣经中的神迹 ‧作者手法‧六个原则

5. 神迹流过顺服神的器皿
寡妇听从先知的话，发觉先知的话跟上帝的话一样，
听从之后神迹就会发生…
以利亚听从上帝的话，照理性来看
以利
听
帝的 ，照 性来看 ─
 基立溪旁上帝派乌鸦，给乌鸦请不欠人情比较容易
 对以利亚最难的事情 ─ 要去给
要去给一个寡妇养…
个寡妇养
我如果是先知，怎么可以继续跟她说你先喂我呢？
以利亚是弯得低低的，顺服上帝超过理性，
顺服上帝的话，看神情超过人情 ─ 他肯！
迦拿婚宴，马利亚顺服耶稣所说，
迦拿婚宴
马利亚顺服耶稣所说
告诉仆人 ─ 就倒水就对了。
任何人肯，神迹就会发生，神迹来自顺服。

‧圣经中的神迹 ‧作者手法‧六个原则

6. 只要人肯就能够经历神能
十七章是上半场，后半生是由前半生决定的，

上帝预备他在基立溪旁、在西顿，为什么？
妻子耶洗
是西顿 (十六
(十六31)) ；
亚哈的妻子耶洗别就是西顿人
北国亚哈的堕落，跟耶洗别有关 ─ 西顿来的，
所以上帝先要以利亚到西顿去经历属灵争战。
经历之后才敢 十八章 ─ 对四百五十个拜巴力假先知挑战。
以利亚 Elijah 希伯来文意思 ─ 上帝是神，
十八章 之前经历到上帝、神迹在发生…
四百五十个拜巴力的先知当然是假的。
何 只要你肯，像
，像以利亚被上帝用，
帝 ，
任何人只要你
就可以经历神，就成为别人的祝福…

亲爱的主，

祷告

帮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
生命的每 个角落 ─
顺服你、屈服在你的主权，
超过人情、超过我们的脑筋，
超过自由意志，尊主的名为圣。
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管道，

荣耀、尊贵、神迹 ─
都透过我们所经历到，归给天上的神。
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