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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以利亚 -- 生命的加工生命的加工
列王记上十九章 1 - 18

1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1 亚哈将以利亚 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
2 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

「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
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与我。」

3 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
将仆人留在那里将仆人留在那里，

4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腾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 说：「耶和华啊 罢了！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5 他就躺在罗腾树下，睡着了。

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
6 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

他就吃了喝了 仍然躺下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

列王记上十九章 1 18

7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

列王记上十九章 1 - 18

「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8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

到了神的山 就是何烈山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9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甚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甚么？」
10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11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
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列王记上十九章 1 18
12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13 以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 出来站在洞口

列王记上十九章 1 - 18

13 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
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甚么？」

14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14 他说：「我为耶和华 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15 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

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作亚兰王，
又膏宁示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16 又膏宁示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
并膏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

17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17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
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

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



‧列王纪三件大事 ‧生命的加工‧五个重点

1. 背道跟改革交错，安置在整本书里面

 所罗门不尽心，立下北国、南国背道的榜样的榜样 所罗门不尽心，立下北国、南国背道的榜样的榜样

 北国耶户跟耶何耶大前后联手，

把亚哈的家室跟亚他利雅灭绝把亚哈的家室跟亚他利雅灭绝，

后来又继续进入耶户拜偶像的堕落

 希西家带来了南国的复兴 希西家带来了南国的复兴，

他的儿子玛拿西又极其败坏，

把父亲所立的属灵的基业毁坏无遗

约西亚带来复兴，

把父亲所立的属灵的基业毁坏无遗

圣殿、圣经恢复到原来的地位，

他死以后，他的儿子约雅敬、约雅斤、西底家，

就非常堕落，国家沦亡、被巴比伦掳走

‧列王纪三件大事 ‧生命的加工‧五个重点

性 外交 政治 事 防2. 以色列的灵性，决定外交、政治、军事、国防
列王，那一个王出来，为王多久，

像不像列祖大卫、或是像耶罗波安，

死后埋葬、归入他祖的坟墓，下一个王…
感觉上很多很多王，从大卫王一直到约雅斤。

 这个温床主要的人物是以利亚，

从 王上十七章 到 王下第二章 被接走

 跟接着的以利沙到 王下十三章跟接着的以利沙到 王下十 章

上帝借着列王纪告诉我们 ─
人间的君王，是铺了平台、温床而已，人间的君王，是铺了平台、温床而已，

真正重要人物是先知
以色列的灵性 从上帝透过立约的先知所说的话以色列的灵性，从上帝透过立约的先知所说的话，

列王不过是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己

‧列王纪三件大事 ‧生命的加工‧五个重点

3. 灵性跟婚姻是紧密结合

耶洗别嫁到亚哈家族后，以色列就进入堕落，

北国一直到列王纪下，以利沙还在处理；

这么长的拜巴力，原因是亚哈娶了耶洗别。

十九2 明日约在这时候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

这 长的拜 力，原因是 哈娶了耶洗别。

耶洗别听到以利亚把四百五十个拜巴力的先知杀了，说 ─

十九2 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
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

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与我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与我。

提醒当君王的、成为神所用的，

社会上、教会里的元首、长执、同工 ─
灵性跟婚姻是紧密结合的；灵性跟婚姻是紧密结合的；

亚哈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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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能 的先知这位大有能力的先知，
王上十七章 ─上帝呼召他到基立溪旁叫乌鸦叼肉给他吃，

然后叫他到西顿撒勒法借了寡妇的面跟油来喂他

王上十八章 ─ 对四百五十个拜巴力的先知，

杀了他们以后，到迦密山祷告
正在灵性要苏醒，以色列难得精采的复兴，

没有想到只是耶洗别一句话，

就匆匆逃命四十天、甚至还想自杀。

任何人，包括先知以利亚，生命需要被加工！

需要往高的地方 ─ 上了西乃山 上帝显现 说话需要往高的地方  上了西乃山，上帝显现、说话，

生命的高度影响到你的长度、广度、深度，

被上帝启示 经历到神迹 去膏哈薛 耶户 以利沙被上帝启示、经历到神迹，去膏哈薛、耶户、以利沙。

提醒那些疲倦的人、事奉上帝的人，需要生命有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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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走 远 的路1.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更久的路
上帝叫天使说 ─ 起来吃吧，一瓶水跟饼…

也没有责怪他，说 ─你还要走远的路，

原因是他对拜巴力的假先知四百五十个，非常疲倦；

现在耶洗别一句话，成功的时候往往是最脆弱的时候，

这个时候需要休息、需要上山、需要安息日。

不要以为事奉上的安息日有罪恶感，
传道人、神的仆人、基督徒都需要安息，这是上帝的命定的命定。。传道人、神的仆人、基督徒都需要安息，这是上帝的命定的命定。。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 彼得听从耶稣的吩咐到加利利海，

耶稣在问他三次「你爱我吗」之前耶稣在问他三次「你爱我吗」之前，

问一句话：「小子们，有吃的没有？」没有责怪彼得，

然后给他大使命 要让他去喂养我的羊 彼得被更新；然后给他大使命，要让他去喂养我的羊、彼得被更新；

没有责怪 ─灰心、疲倦、累了，该休息的时候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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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走 远 的路1.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更久的路
女生鞋子，买两双轮流穿，加起来的时间，

比穿完一双坏了、再穿另外一双的时间会更长

《天路历程》的作者被抓到监狱第五次，

他才知道上帝要他休息 ─ 写教会历史，

中古世纪以来，最被喜爱灵修的书

摩西旷野四十年，休息、预备、更新，上帝才用他
留心不要被事工绑住、没有灵修，上帝看工人超过工作

 使徒行传第一章 ─ 一百二十个人先上楼祷告、等候，
圣灵降临，才会引爆五旬节的更新圣灵降临，才会引爆五旬节的更新

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到瓦特堡，等了三个月，

休息 翻译德文圣经 写下休息、翻译德文圣经，写下

真神是我们避难所的圣诗，让改教运动更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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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山好厘清自己生命的盲点
 上了山才发觉 ─ 我很有限，认识自己的极限，

我也是人、疲倦、需要休息、不胜于列祖

上 自己有情绪上山帮助了解自己有情绪 ─ 怎么会大起大落呢？
 十七章 ─ 到基立溪旁、到寡妇家里沉淀下来

哈 十八章 ─ 面对亚哈四百五十个拜巴力的假先知，

一个祷告，让地中海的水都捞上来的能力，

甚至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

然后马上又沉下去
大起大落，有没有可能持之以恒的？

感觉上是一次要把它烧光！

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情绪、自己的个性。

‧列王纪三件大事 ‧生命的加工‧五个重点

2. 上山好厘清自己生命的盲点

十九9 10 13 14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十九9-10、13-14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甚么？」

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上帝借着神迹对他说话以后，他所说的话前后完全一样，帝借着神迹对他说话以后，他所说的话前后完 样，
重点是 ─只有我、没有别人，

我是最大、我的个性、我的能力…
却忘了上帝告诉他：我还有七千个人！

你不能独大、你需要同工，你不能独大、你需要同 ，

领导最怕孤独、有野心、自己掌控、嫉妒，

「一手抓、一脚踢，最后只剩下一口气」，「 手抓、 脚踢，最后只剩下 口气」，

你需要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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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自己的极限、情绪、个性，

2. 上山好厘清自己生命的盲点
要 解自己的极限 情绪 个性，

最后要了解自己的偏见 ─ 我在怪上帝！

当上帝说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当上帝说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见到神迹并没有改变他所回答的话 ─

十九10、14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

剩 我 人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对上帝有偏见 ─ 你为什么不做事、为什么不帮助我？对上帝有偏见  你为什么不做事、为什么不帮助我？
这个时候需要高度，需要上西乃山、需要安息，

需要到上帝面前沉淀 ─ 把自己的偏见、情绪、个性需要到上帝面前沉淀  把自己的偏见、情绪、个性，

沉淀在万王之王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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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视3. 天上的视野引导自己的眼光

十九11-12a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十九11 12a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上帝不是被造物的一部分、不是泛神论的上帝。
德日进的过程神学 ─ 上帝跟大自然一同演化、改变，

上帝的不变性被演化掉了。

从这段经文的启示发觉，过程神学的泛神论是错的！

可是微小的声音 ─ 上帝说话，

就像创世记 上帝说有光就有光 借着说话创造万有就像创世记，上帝说有光就有光，借着说话创造万有。

上帝创造万有，却不被万有所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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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视
以利亚到那个高度才发觉上帝说话的权能，

3. 天上的视野引导自己的眼光

帝说话的权能
改变他目中无人、目中无神，本来以为 ─

神哪、你在那边做什么？怪上帝！神哪、你在那边做什 ？怪上帝
疲倦的时候，需要有高度的视野。

中古世纪以为天动说 ─ 地不动 大自然都绕着地球中古世纪以为天动说  地不动，大自然都绕着地球，

哥白尼把它改成地动说，关键是高度。

上帝是美 他所造大自然行星的轨迹应当是什么？上帝是美，他所造大自然行星的轨迹应当是什么？

他说是圆形，后来证明是椭圆，从神学决定科学科学
他是一个数学家 从轨迹来算他是 个数学家，从轨迹来算，

哪一点其他行星都绕它，就是世界的中心，

用粗浅的天文望远镜放到太阳 发觉行星都绕它用粗浅的天文望远镜放到太阳，发觉行星都绕它

证明地球在动、绕太阳，从天动说改成地动说。

‧列王纪三件大事 ‧生命的加工‧五个重点

4. 门徒造就来自让人看到自己的裂缝 ─ 让人知道我软弱
他太完美了，耶洗别一句话，高潮之后进入低潮。他太完美 ，耶洗别 句话，高潮之后进入低潮。

戴德生：「所有属神的伟人，通通是软弱的人」，

你可能是教会复兴的瓶颈，你可能是教会复兴的瓶颈，

需要被更新、被改变，
要肯承认是有软弱的…要肯承认是有软弱的…
看到我有裂缝、不完全，

甚至想自杀、大起大落。

愈透明、把自己的裂缝给人家看的人，

上帝才能用他上帝才能用他，

就像保罗告诉提摩太 ─ 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来训练提摩太来训练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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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 生 的影响力5. 高度的顺服带来生命的影响力
回去膏哈薛、耶户、以利沙，

前面两个是王 ─上帝在人的国当中掌权；

以利亚下山先膏以利沙，以利沙去膏哈薛、耶户。

先知超过君王，灵性主导政治、外交，高度影响深度，
慕迪 ─ 圣经中找不到一处经文，中 ，

奉上帝差遣去做某一件事，结果是失败的。

一个铅笔要被写出色彩 要经历刀削之痛个铅笔要被写出色彩，要经历刀削之痛，

修正做过的错，最贵重的是心、外面不重要，

继续被主人用 被主人抓在手中 ─继续被主人用，被主人抓在手中

以利亚要肯被上帝抓在手中去膏以利沙。

你要有门徒造就的眼光 训练以后的人你要有门徒造就的眼光、训练以后的人，

要有高度、让长江后浪推前浪…

主 祷告祷告主，我们需要你，

因为我们常常软弱，

祷告祷告

让我们知道你接纳我们的软弱。

我们愈有软弱、愈有高度、愈需要休息，我们愈有软弱、愈有高度、愈需要休息，

愈厘清我们自己是堕落的人。

主主，帮助我们的高度 ─
知道你是全能、全知、全爱，

更要用我们影响到以后的后代，

帮助我们信靠你、等候你。帮助我们信靠你、等候你。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