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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記上十九章 1 - 18

1 亞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殺眾先知的事都告訴耶洗別。

2 耶洗別就差遣人去見以利亞，告訴他說：

「明日約在這時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

願神明重重地降罰與我。」

3 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是巴，

將僕人留在那裡，

4 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來到一棵羅騰樹下，

就坐在那裡求死，說：「耶和華啊，罷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

5 他就躺在羅騰樹下，睡著了。

有一個天使拍他，說：「起來吃吧！」

6 他觀看，見頭旁有一瓶水與炭火燒的餅，

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

以利亞以利亞 -- 生命的加工生命的加工

7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他，說：

「起來吃吧！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

8 他就起來吃了喝了，仗著這飲食的力，走了四十晝夜，

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9 他在那裡進了一個洞，就住在洞中。

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以利亞啊，你在這裡做甚麼？」

10 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

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

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11 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

那時耶和華從那裡經過，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

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在風中；

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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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

13 以利亞聽見，就用外衣蒙上臉，出來站在洞口。

有聲音向他說：「以利亞啊，你在這裡做甚麼？」

14 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

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

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15 耶和華對他說：「你回去，從曠野往大馬色去。

到了那裡，就要膏哈薛作亞蘭王，

16 又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

並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你。

17 將來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戶所殺；

躲避耶戶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殺。

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與巴力親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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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三件大事‧生命的加工 ‧五個重點

約西亞帶來復興，

聖殿、聖經恢復到原來的地位，

他死以後，他的兒子約雅敬、約雅斤、西底家，

就非常墮落，國家淪亡、被巴比倫擄走

1. 背道跟改革交錯，安置在整本書裡面

所羅門不盡心，立下北國、南國背道的榜樣的榜樣

北國耶戶跟耶何耶大前後聯手，

把亞哈的家室跟亞他利雅滅絕，

後來又繼續進入耶戶拜偶像的墮落

希西家帶來了南國的復興，

他的兒子瑪拿西又極其敗壞，

把父親所立的屬靈的基業毀壞無遺

‧列王紀三件大事‧生命的加工 ‧五個重點

2. 以色列的靈性，決定外交、政治、軍事、國防

列王，那一個王出來，為王多久，

像不像列祖大衛、或是像耶羅波安，

死後埋葬、歸入他祖的墳墓，下一個王…
感覺上很多很多王，從大衛王一直到約雅斤。

這個溫床主要的人物是以利亞，

從 王上十七章到 王下第二章被接走

跟接著的以利沙到 王下十三章

上帝藉著列王紀告訴我們 ─

人間的君王，是舖了平台、溫床而已，

真正重要人物是先知

以色列的靈性，從上帝透過立約的先知所說的話，

列王不過是 ─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而己

‧列王紀三件大事‧生命的加工 ‧五個重點

十九2 明日約在這時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

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

願神明重重地降罰與我。

3. 靈性跟婚姻是緊密結合

耶洗別嫁到亞哈家族後，以色列就進入墮落，

北國一直到列王紀下，以利沙還在處理；

這麼長的拜巴力，原因是亞哈娶了耶洗別。

耶洗別聽到以利亞把四百五十個拜巴力的先知殺了，說 ─

提醒當君王的、成為神所用的，

社會上、教會裡的元首、長執、同工 ─

靈性跟婚姻是緊密結合的；

亞哈影響到整個以色列的墮落。

‧列王紀三件大事‧生命的加工‧五個重點

這位大有能力的先知，

王上十七章 ─ 上帝呼召他到基立溪旁叫烏鴉叼肉給他吃，

然後叫他到西頓撒勒法借了寡婦的麵跟油來餵他

王上十八章 ─ 對四百五十個拜巴力的先知，

殺了他們以後，到迦密山禱告

正在靈性要甦醒，以色列難得精采的復興，

沒有想到只是耶洗別一句話，

就匆匆逃命四十天、甚至還想自殺。

任何人，包括先知以利亞，生命需要被加工！

需要往高的地方 ─ 上了西乃山，上帝顯現、說話，

生命的高度影響到你的長度、廣度、深度，

被上帝啟示、經歷到神蹟，去膏哈薛、耶戶、以利沙。

提醒那些疲倦的人、事奉上帝的人，需要生命有加工。



‧列王紀三件大事 ‧生命的加工‧五個重點

1.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更久的路

上帝叫天使說 ─ 起來吃吧，一瓶水跟餅…
也沒有責怪他，說 ─ 你還要走遠的路，

原因是他對拜巴力的假先知四百五十個，非常疲倦；

現在耶洗別一句話，成功的時候往往是最脆弱的時候，

這個時候需要休息、需要上山、需要安息日。

不要以為事奉上的安息日有罪惡感，

傳道人、神的僕人、基督徒都需要安息，這是上帝的命定的命定。。

約翰福音二十一章 ─ 彼得聽從耶穌的吩咐到加利利海，

耶穌在問他三次「你愛我嗎」之前，

問一句話：「小子們，有吃的沒有？」沒有責怪彼得，

然後給他大使命，要讓他去餵養我的羊、彼得被更新；

沒有責怪 ─ 灰心、疲倦、累了，該休息的時候該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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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更久的路

女生鞋子，買兩雙輪流穿，加起來的時間，

比穿完一雙壞了、再穿另外一雙的時間會更長

《天路歷程》的作者被抓到監獄第五次，

他才知道上帝要他休息 ─ 寫教會歷史，

中古世紀以來，最被喜愛靈修的書

摩西曠野四十年，休息、預備、更新，上帝才用他

留心不要被事工綁住、沒有靈修，上帝看工人超過工作

使徒行傳第一章 ─ 一百二十個人先上樓禱告、等候，

聖靈降臨，才會引爆五旬節的更新

改教運動的馬丁路德到瓦特堡，等了三個月，

休息、翻譯德文聖經，寫下

真神是我們避難所的聖詩，讓改教運動更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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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山好釐清自己生命的盲點

上了山才發覺 ─ 我很有限，認識自己的極限，

我也是人、疲倦、需要休息、不勝於列祖

上山幫助瞭解自己有情緒 ─ 怎麼會大起大落呢？

十七章 ─ 到基立溪旁、到寡婦家裡沉澱下來

十八章 ─ 面對亞哈四百五十個拜巴力的假先知，

一個禱告，讓地中海的水都撈上來的能力，

甚至說：我為耶和華萬軍的神大發熱心

然後馬上又沉下去

大起大落，有沒有可能持之以恆的？

感覺上是一次要把它燒光！

我們需要瞭解自己的情緒、自己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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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山好釐清自己生命的盲點

十九9-10、13-14 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

「以利亞啊，你在這裡做甚麼？」

他說：「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上帝藉著神蹟對他說話以後，他所說的話前後完全一樣，

重點是 ─ 只有我、沒有別人，

我是最大、我的個性、我的能力…
卻忘了上帝告訴他：我還有七千個人！

你不能獨大、你需要同工，

領導最怕孤獨、有野心、自己掌控、嫉妒，

「一手抓、一腳踢，最後只剩下一口氣」，

你需要同工。



‧列王紀三件大事 ‧生命的加工‧五個重點

十九10、14 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

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

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對上帝有偏見 ─ 你為什麼不做事、為什麼不幫助我？

這個時候需要高度，需要上西乃山、需要安息，

需要到上帝面前沉澱 ─ 把自己的偏見、情緒、個性，

沉澱在萬王之王面前…

要瞭解自己的極限、情緒、個性，

最後要瞭解自己的偏見 ─我在怪上帝！

當上帝說 ─ 以利亞你在這裡做什麼？

以利亞見到神蹟並沒有改變他所回答的話 ─

2. 上山好釐清自己生命的盲點

‧列王紀三件大事 ‧生命的加工‧五個重點

3. 天上的視野引導自己的眼光

十九11-12a 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

那時耶和華從那裡經過，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

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中；

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

上帝不是被造物的一部分、不是泛神論的上帝。

德日進的過程神學 ─ 上帝跟大自然一同演化、改變，

上帝的不變性被演化掉了。

從這段經文的啟示發覺，過程神學的泛神論是錯的！

可是微小的聲音 ─上帝說話，

就像創世記，上帝說有光就有光，藉著說話創造萬有。

上帝創造萬有，卻不被萬有所演化。

‧列王紀三件大事 ‧生命的加工‧五個重點

以利亞到那個高度才發覺上帝說話的權能，

改變他目中無人、目中無神，本來以為 ─

神哪、你在那邊做什麼？怪上帝！

疲倦的時候，需要有高度的視野。

3. 天上的視野引導自己的眼光

中古世紀以為天動說 ─ 地不動，大自然都繞著地球，

哥白尼把它改成地動說，關鍵是高度。

上帝是美，他所造大自然行星的軌跡應當是什麼？

他說是圓形，後來證明是橢圓，從神學決定科學科學

他是一個數學家，從軌跡來算，

哪一點其他行星都繞它，就是世界的中心，

用粗淺的天文望遠鏡放到太陽，發覺行星都繞它

證明地球在動、繞太陽，從天動說改成地動說。

‧列王紀三件大事 ‧生命的加工‧五個重點

4. 門徒造就來自讓人看到自己的裂縫 ─ 讓人知道我軟弱

他太完美了，耶洗別一句話，高潮之後進入低潮。

戴德生：「所有屬神的偉人，通通是軟弱的人」，

你可能是教會復興的瓶頸，

需要被更新、被改變，

要肯承認是有軟弱的…
看到我有裂縫、不完全，

甚至想自殺、大起大落。

愈透明、把自己的裂縫給人家看的人，

上帝才能用他，

就像保羅告訴提摩太 ─ 我是罪人當中的罪魁，

來訓練提摩太。



‧列王紀三件大事 ‧生命的加工‧五個重點

5. 高度的順服帶來生命的影響力

回去膏哈薛、耶戶、以利沙，

前面兩個是王 ─ 上帝在人的國當中掌權；

以利亞下山先膏以利沙，以利沙去膏哈薛、耶戶。

先知超過君王，靈性主導政治、外交，高度影響深度，

慕迪 ─ 聖經中找不到一處經文，

奉上帝差遣去做某一件事，結果是失敗的。

一個鉛筆要被寫出色彩，要經歷刀削之痛，

修正做過的錯，最貴重的是心、外面不重要，

繼續被主人用，被主人抓在手中 ─

以利亞要肯被上帝抓在手中去膏以利沙。

你要有門徒造就的眼光、訓練以後的人，

要有高度、讓長江後浪推前浪…

主，我們需要你，

因為我們常常軟弱，

讓我們知道你接納我們的軟弱。

我們愈有軟弱、愈有高度、愈需要休息，

愈釐清我們自己是墮落的人。

主，幫助我們的高度 ─

知道你是全能、全知、全愛，

更要用我們影響到以後的後代，

幫助我們信靠你、等候你。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