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记上】 第18章

2022.07.24

• 耶和华要降雨在地上 (1-2) （will provide)
• 以利亚与俄巴底 (3-15) 
• 以利亚，亚哈，巴力的先知们 (16-29) 
• 真神回应 (30-40) 
• 降雨 ( is sent) (41-46)



王上16，亚哈
• 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作了以色列王。
• 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王上 17，以利亚
•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
•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 耶和华命以利亚藏在约但河东边的基立溪旁，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他。
• 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 寡妇供养以利亚。
• 寡妇的儿子活了。
• 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王上 18
• 从耶和华宣告要降雨, 到降下大雨之间所发生的事。

复习：



巴力

巴力第一次出现：士师记
2:1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

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2:11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事奉诸巴力．
2:12 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
2:13 并离弃耶和华、去事奉巴力和亚斯他录。
3:7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 神、去事奉诸巴力和亚舍拉。
10:6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事奉诸巴力、和亚斯他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

亚扪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事奉他。
10:7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手中。

曾悔改 (撒母耳记上)
7:2 约柜在基列耶琳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7:3 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

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事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7:4 以色列人就除掉诸巴力、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事奉耶和华。

王上
16:32 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力的庙、在庙里为巴力筑坛。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

1. 王上 17:1-7 以利亞對亞哈王說，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不降雨
露，然後他就逃到基立溪旁躲藏，就有烏鴉來供養他，直到溪水
乾了。(基立溪:約但河東的一條小溪. 提斯比城在其北岸。)

2. 王上 17:8-24 神再令他去撒勒法，在那裡有一個窮寡婦供養他，
寡婦的兒子病死了，以利亞使他又活了過來。

3. 王上 18 章 以利亞在迦密山求雨成功，就殺了四百五十個巴力
的先知。然後跑去耶斯列城。

4. 王上 19:1-16 耶洗別要殺以利亞，以利亞就逃到別是巴，又逃
到何烈山。在何烈山，神指示他要膏哈薛作亞蘭王，耶戶作以
色列王，亞伯米何拉人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以利亞的工作。

5. 王上 19:19-21 以利亞膏以利沙作先知﹐收他為門徒，接續他的
工作。

6. 王上 21:17 以利亞到撒瑪利亞去責備亞哈王殺害拿伯，奪了他
的葡萄園。

7. 王下 1:1-17 亞哈謝病了，就差人去求問以革倫的神巴力西卜，
以利亞在半路上阻攔﹐警告他們，並去見王，宣告王必死在床
上。

8. 王下 2:1-13 以利亞和他的門徒以利沙從吉甲經伯特利、耶利哥
到約但河東，他乘旋風升天。

基立溪

圣光圣经地理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detail?id=1909&top=1005



1 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
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
要降雨在地上。
Go, present yourself to Ahab, and I will 
provide/send rain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2 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
玛利亚有大饥荒。went to present 
himself to Ahab

• 耶和华要降雨在地上 (1-2) 

• 三年零六个月。

• 路4:25 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
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 雅5:17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
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 大饥荒；许多寡妇。

• 神主动。



3 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召了来。俄巴
底甚是敬畏耶和华。

4 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
底将一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人藏在
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

5  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
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
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 the horses 
and mules 、免得绝了牲畜。

6  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
俄巴底独走一路。

• 以利亚与俄巴底 (3-15)

• 俄巴底： “耶和华的仆人”。
• 在信仰混乱的北国具要位。
• 耶洗别为杜绝对政权（将巴力立为以色

列的国神）的威胁而铲除耶和华的先知。
• 那时仍有许多耶和华的先知不顺从巴力。
• 俄巴底暗中违反王后的意志，保护耶和

华的先知 --- 甚是敬畏耶和华。
自己有暗中对主忠心服侍的经历吗？
如果神把我们摆在一个 “类似” 的环境
里，自己会如何行？

• 亚哈在意的是军事力量，而非百姓的生
计。（“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7   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俯伏在地、
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

8   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
9   俄巴底说、仆人有甚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

呢。
10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 神起誓、无论那一邦、那一国、我主都

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
说、实在是找不着你。

11 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
12 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

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
幼敬畏耶和华的。

13 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一百个先知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
诉我主么。

14 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
15 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事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

亚哈得见我。 I will certainly present myself to him today.” 

• 俄巴底：
认识以利亚 。
俄巴底似乎很有眼光，
也有真实的软弱。
但神纪念他为“甚是敬
畏耶和华”。
选择顺服。

• 透露出亚哈在四下寻
找以利亚。

• 以利亚未为俄巴底所
动。他的起誓也当除
去俄巴底的担忧。

• 神的主动作为。



16 于是俄巴底去迎着 to meet 亚哈告诉
他．亚哈就去迎着to meet以利亚。

17 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
灾的就是你么。 the cause of （vs. 
you the one who has caused)

18 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 (I 
have not brought)、乃是你、和你父
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
随从巴力。

• 以利亚，亚哈，巴力的先知们 (16-29) 

• 亚哈去 “迎着” 以利亚，实际上是神
主宰的必然结果。是神要以利亚去向
亚哈王展现（present yourself），因
耶和华要降雨在地上。停雨、降雨见
证真 神。

• 以利亚其人为亚哈的眼中钉。亚哈到
底信什么？相信以利亚的预言会应验？
相信巴力所以忌恨以利亚激怒巴力？

• 人未必直接表白反对神。“罪” 的实质。



19 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事奉
巴力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
事奉亚舍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都上迦
密山去见我。

20 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
上迦密山。

21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
几时呢．若耶和华是 神、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力是 神、就当顺从巴力。众民一言不答。

22 以利亚对众民说、作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
我一个人。巴力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

• 从数字看，大部分/众多先
知顺从巴力。

• “骑墙派” 实际行不通。神
的百姓必须作选择。

众民为何一言不答？
自己有没有自欺欺人的经历？

神如何带你顺从他？



23 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力的先知可以挑选
一只、切成块子、放在柴上、不要点
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
点火。

24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
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 神。众民回
答说、这话甚好。

25 以利亚对巴力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
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
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

交战核心：真神。祭坛。

需要的是结束旱灾，途径却是祭
坛，火 --- 真神的见证。

降火显应
• 耶和华神临在。（燃烧的荆棘，

火柱）
• 巴力也被形容为闪出火或电光，

火的主宰。
• 燔祭是否被悦纳。祈求蒙应允。



26 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
间、求告巴力的名、说、巴力阿、求你应
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
在所筑的坛、四围踊跳。

27 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
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
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

28 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
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

29 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
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
会的。

• 求你应允我们 （应允什么？）

• 从以利亚的讥讽瞥见人心目中的
假神。默想：根据迦南的神话，
西顿的巴力喜爱哲学和远行。

• 人与假神（自贱、自残。。。；
肉体的活动）

• 人与真神 --- 真神与人。
（福音：神。。。。。。）



• 真神回应 (30-40) 

• 提醒以色列人自己的来历。
• 对叛逆的北国支派，神没有放弃。

• 浇水：难以着火。

30 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
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
坛。

31 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
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
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32 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
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

33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块子、放
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
倒在燔祭和柴上．

34 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
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

35 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



36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
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 神、
耶和华阿、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
列的 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
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

37 耶和华阿、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
民知道你耶和华是 神、又知道是你叫
这民的心回转。

38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
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

39 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
是 神、耶和华是 神。

40 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力的先知、不
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
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

• 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 神。
（为什么这里没有用“雅各的”）

真正的属灵领袖（与求巴力的对比）
• 求你：

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 神。
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 神。
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

• 耶和华的火降下来 the fire of the Lord
• 烧尽燔祭。众民俯伏，耶和华是 神。
(亚伦父子就职时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
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
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利9:24）

• 杀了他们：申 13:5，17:2-5



41 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
42 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迦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
43 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甚么。他说你再

去观看、如此七次。
44 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

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
45 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
46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

到耶斯列的城门。

• 雨临 (41-46)



外邦入侵                                                           亞蘭王便哈達一世 屢攻撒瑪利亞 (王上20:1-34) 

國

度

分

裂

時

期 

以

色

列

國

列

王 

年代 886 886-875 875-854 855-854 

 

 
第二次篡位 

五﹑心利 (王上16:15-20) 

第三次篡位   

六﹑暗利 (王上16:21-28) 

七﹑亞哈  

(王上16:29 - 22:50) 

八﹑亞哈謝  

(王上22:51-53) 

出身 以拉之大臣 (王上16:9) 以色列人的元帥 (王上16:16) 暗利之子 (王上16:29) 亞哈之子 (王上22:51) 

王位 作王七日 (王上16:15) 
猶大王亞撒第三十一年登基﹐ 作

王十二年 (王上16:23) 

猶大王亞撒第三十八年登基﹐ 作王二十二年  

(王上16:29) 
作王兩年 (王上22:51) 

功勣 

 

 

惡行 行神看為惡的事  

(王上 16:19) 

買下撒瑪利亞山﹐並建造撒瑪利亞

城 (王上16:24) 

 

 

 

行惡較列祖更甚 (王上16:25) 

1) 行惡較耶羅波安更甚 (王上16:30) 

2) 縱容耶洗別殺害先知 (王上18:4) 

3) 為巴力建朝, 設立巴力先知 (王上16:32﹐18:19) 

4) 使以色列全國遭旱災三年半 (雅5:17;王上18:1) 

5) 擅自釋放應處死的亞蘭王 (王上20章) 

6) 殺拿伯奪其葡萄園 (王上21章) 

 

 

 

 

行其父之惡 (王上22:52)。 

三次捉拿以利亞 (王下1章) 

結局 
在宮中自焚而死  

(王上 16:18) 

與列祖同睡 (王上16:28) 

附註:初期有一半百姓擁立提比尼 

(王上16:21) 

戰死﹐洗戰車時有狗來餂他的血 (王上22:37) 跌傷而病死 (王下1:2﹐17) 

先

知 

 

 

 

以利亞 主前865-850 (王上17-19章)﹐ 王下1-

2章)。亞哈在位時作先知到亞哈謝死時被接升

天。曾禱告使天旱三年半﹐又藉禱告使天降火

降雨﹐並在迦密山捕殺巴力先知。 

米該雅  主前 854 前後 (王上 22:13-28﹔ 代下

18:4-34) 。因預言亞哈王戰死﹐被囚獄中。 

以利沙 主前855-800 (王上19:19-21﹔王下2-9章﹐13:14-21) 亞哈王在世時已

隨以利亞作先知﹐經亞哈謝﹑約蘭﹑耶戶﹑約哈斯到約阿施王為止。 其生平事

工較以利亞加倍。約阿施王稱他為“以色列的戰車馬兵” (王下13:14-21)。其

著名神蹟與預言計有:分開約旦河﹐叫書念婦人之子復活﹐醫治乃縵的痲瘋﹐解

撒瑪利亞城之圍 (王下6章)﹐預言約阿施可勝亞蘭王三次(王下13:19)等。 

 雅哈悉 主前 853 後 (代下 20:14-19)。 層勉勵猶大王約沙法靠神勝敵。 

 以利以謝 主前 853 前後 (代下 20:37)。責約沙法不應與北王亞哈謝交好。 

猶

大

國

列

王 

年代 874-850 850-843 843 

 四﹑約沙法 (王上15:24﹐22:41-50﹔代下17-20章) 五﹑約蘭 (王下8:16-24﹔代下21章) 六﹑亞哈謝(王下8:25–9:28﹔代下22章) 

出身 亞撒之子 (王上 15:24) 約沙法之子 (王下 8:16) 約蘭之子﹐亞哈之婿 (王下8:25﹐27) 

王位 
以色列王亞哈第四年登基﹐年三十五歲﹐作王二十五年 (王上

22:41-42) 

以色列王約蘭第五年登基時年三十二歲﹐作王

八年 (王下 8:17) 
作王一年 (王下 8:26) 

功勣 

 

 

 

惡行 

1) 行他祖大衛所行的善 

2) 除一切邱壇﹑木偶﹑孌童 

3) 差祭司攜律法書在各城教訓百姓 

4) 禁食禱告﹐勝過強敵 (代下20章) 

1) 與亞哈結親同攻拉抹 (代下18章) 

2) 與以色列王亞哈謝交好﹐並擬合夥造船往他施取金子失敗 

  (代下 20:36-37) 

 

 

 

1) 娶亞哈之女為妻 (王下8:18) 

2) 行以色列諸王惡道 (王下8:18) 

3) 建邱壇行邪淫 (代下21:11) 

4) 殘殺同胞兄弟 (代下21:4) 

 

 

 

1) 行以色列王亞哈之惡  

   (王下8:27) 

2) 與亞哈之子約蘭交好  

   (王下8:28-29) 

結局 
與列祖同睡﹐葬大衛城 (代下21:1) 

附註:還在位時兒子約蘭已登基 (王下 8:16) 

被非利士人掠去妻兒寶物﹐墜腸而死  

(代下 21:16-19) 
被耶戶所殺 (王下 9: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