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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王上18：1-40
注释：《先知与君王》第10章后半部分与第11章

迦密山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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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

聚光灯

‘亚伯拉罕、以撒、以色

“上帝不能使用那些置身危险之中，而在需要众人发
挥力量、勇敢和影响的时候，竟不敢坚持正义的人。祂所
呼召的，乃是一班愿意忠心与邪恶争斗，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的人。”（《先知与君王》第10章，末段）

列的上帝，耶和华啊，求
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
列的上帝，也知道我是你
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
这一切事。’”
（王上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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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的 看法？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看到有人在做错事之时，我通
常会：
______不予理睬
______同流合污
______我真的不在乎。
______告诉他们这样做不对
______保持沉默，除非他们询问我对
______此做法的观点，然后才说我认
______为这样做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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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做错事，我希望他人能:
______不要管我；管好自己的事
______情就够了。
______悄悄告诉我，他们认为
______我这样做不对。
______背后告诉他人我的错行。

吗？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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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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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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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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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

“巴 力 ”这 个 名 字 的 意 思 是
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
“主”。巴力是指很多不同的
为它是神，它或默想，或走
异教神明，以色列人以及他们周
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
围的民族都敬拜这些神明。亚哈
王的妻子耶西别使巴力的敬拜在
你们当叫醒它。’他们大声
以色列人中盛行起来。
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
人们认为这些异教神明掌管着天
用刀枪自割、自刺，直
气 、 收成、等等。以利亚宣称天上
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
的上帝吩咐雨水三年不
到献晚祭的时候，他
降在地上，以利亚乃是
们狂呼乱叫，却没
在挑战他们对巴力的
信仰，因为他们相信巴
有声音，没有应
力掌管着雨水和收成。
允的，也没有
以利亚在迦密山上的
理会的。”
“决战”显明唯独上
帝掌管着生命中的方方
面面，唯独祂配受
以色列人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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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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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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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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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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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在坛的四
围，沟里也满了水。”
“到 了 献 晚 祭 的 时 候 ， 先
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
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
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
以色列的上帝，也知道我是你
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
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
上帝，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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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 民 看 见 了 ， 就 俯 伏 在
地，说：‘耶和华是上帝！耶
和华是上帝！’”
（王上18:25-39）

走出
故事
你认为以利亚为什么会想到在巴力与真神
上帝之间做一对比？

妙语连珠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
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来11:6）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
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
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
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原文作摔跤；
下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恶魔争战。”
（弗6:10-12）

以利亚希望借此达成什么目的？

你认为以利亚为什么嘲笑巴力的先知们？当以利亚嘲笑这些
假先知之时，他们可能会做出何等回应？

“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象
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
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
的事了。”
（太17:20）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
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
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
姓。”
（路1:17）

将祭物和祭坛倒满水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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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是怎样具备充足的信心，相信上帝会烧灭这些祭物？

言锦囊

名
上帝在此彰显祂的大能是什么目的？

“信心乃是在你没有看到整个台
阶之前就迈出第一步。”——马丁
路德金，二十世纪美国民权领袖。

你认为观看祭物被火焚烧的百姓会有怎样的感受？
巴力的假先知们又有什么感受？

“每 个 明 天 都 有 两 个 把 手 。 你 可 以
握着忧虑的把手，也可以握着信心的
把手。” ——亨利•沃德•比彻，十九世纪美
国牧师与作家。

“信心本身就是有能力的，但伴随着信心的行动更
有能力。”——汤玛斯•罗伯特•戈恩斯，二十世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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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当以利亚认为以色列百姓陷在罪恶
中时，他便有勇气向他们讲话。上
帝指派给以利亚一份工作，同时
以利亚也有勇气和信心来履行上
帝托付他的使命。
阅读希伯来书11：6。你认为这节
经文所说的“人非有信，就不能
得上帝的喜悦”是什么意思？如
果你感觉自己不得不指出某些错
行，你是否需要很大的信心来做
这件事？你相信上帝会像故事中
帮助以利亚一样帮助你吗？
思考自己生活中的某个你认为上
帝是在呼召你信靠祂的情形。倘
若你有更大的信心，你可以在这
个情形中做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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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设想自己就在迦密山的人群中观看
以利亚与敬拜巴力先知们的决战。
作为一名普通的以色列百姓，你
或许会被诱惑去敬拜巴力，也可
能会被吸引去敬拜真神上帝。经
历了三年的干旱与饥荒之后，你
已经准备好去敬拜任何可以吩咐
雨从天而降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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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情形都对巴力的先知们有
利。然而，进行了几个小时嘈杂
的敬拜之后，巴力的祭司们什么
都没有办到，没有火从天降下烧
灭他们的祭物。你的注意力转向
了这个看似孤独的上帝的先知—
—以利亚。他所要献的祭物浸泡
在水中，在人看来这个祭物是以
利亚本人绝对没有可能点燃的。
以利亚完全依赖这位看不见的上
帝，就是你们祖宗的上帝。
用三个词来表达你当时可能存在
的感受：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星期一
根据本课的存心节，以利亚希望

借着迦密山的事件证明什么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生。这就是一个勇敢而大有信
心之人对世界所能带来的影响。

以利亚的这个目标实现了吗？___
_____在课文“走进故事”这部分
中找出一个支援你回答的经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日，环视自己的周围，你看到
谁在树立一个具有勇敢和信心的
榜样？

星期二

回顾星期二的课程中所提出的种
种场合。在这些场合中有没有你
曾经遇到过相似的情况？当别人
在犯错时，你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你认为本周课程“聚光灯”中，摘
自《先知与君王》的那句基督徒应
当“坚持正义”是什么意思？
有时我们面对一些场合，在某个
场合中，有人做错了，而我们需
要勇气和信心指出他们的错行。
作为一名基督徒，在下列的种种
情形之中，你认为在哪一种情形
中你应当指出其错行。
_____你的同学在取笑他身后一名
身患残疾的学生。
_____你正在与你的朋友一起购物，
但你发现他在悄悄的偷窃商
店的小商品。
_____你在某个朋友家里，身边没
有成年人，这时有人拿来几
瓶啤酒，你的几个朋友就开
始喝啤酒。
_____你的一个朋友正在传播一个
有趣却多少有些令人尴尬的
有关另一个朋友的绯闻。
_____在考试时，你发现有人在偷
看你的试卷。
在以上这些场合中，你会不会指
出对方的错行。还有哪些处理此
种情形的不同方法？

星期三
本周课程“妙语连珠”中的经文
谈论了做一名勇敢而有信心之人
的含义，要坚持正义。先知以利
亚就是圣经中这样一个勇敢而大
有信心的例证，几个世纪之后，
在耶稣的时代，人们依然将以利
亚视为勇敢而有信心的楷模。圣经
记载，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
就具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而
且有些人甚至认为耶稣就是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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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在你所面临的某个情形中，你感
觉哪一个是上帝呼召你要坚持正
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这个场合中，你是怎样为上帝
坚持正义的？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五
以利亚在迦密山上的信心是十分
坚定的，因为他一生都在信靠上
帝。他刚刚经历了三年的饥荒，
他之所以幸存了下来乃是完全依
赖上帝的大能，上帝为以利亚提
供每日最基本的需要。有时我们
在读像以利亚在迦密山上的故事
时，我们心想，我永远都不可能
拥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信心就像
我们的肌肉一样——你越用它越
强壮。
今天在你祈祷的时辰要向上帝说出
你所担心的事情。凭着信心将这些
事情交托给上帝，并祈求祂帮助你
的信心能成长，以便在更大的考验
来临之时，你能做好准备。

本周阅读*

《先知与君王》第10章後
半部分與第11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访问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坚持
这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
至少读完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