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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先知與君王》第10章後半部分與第11章

迦密山頂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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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先知以利亞近前來，說：

聚光燈

‘亞伯拉罕、以撒、以色

“上帝不能使用那些置身危險之中，而在需要眾人發
揮力量、勇敢和影響的時候，竟不敢堅持正義的人。祂所
呼召的，乃是一班願意忠心與邪惡爭鬥，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的人。”（《先知與君王》第10章，末段）

列的上帝，耶和華啊，求
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
列的上帝，也知道我是你
的僕人，又是奉你的命行
這一切事。’”
（王上18:36）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在日常生活中，當我看到有人在做錯事之時，我
通常會：
______不予理睬
______同流合污
______我真的不在乎。
______告訴他們這樣做不對
______保持沉默，除非他們詢問我對
此做法的觀點，然後才說我認
為這樣做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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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做錯事，我希望他人能:
______不要管我；管好自己的事
情就夠了。
______悄悄告訴我，他們認為
我這樣做不對。
______背後告訴他人我的錯行。

嗎？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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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
故事

“以利亞對巴力的先
知說：你們既是人多，當
先挑選一隻牛犢，預備好
了，就求告你們神的名，卻
不要點火。’他們將所得的
牛犢預備好了。”
“從早晨到午間，求告巴
力的名說：‘巴力啊，求你應
允我們！’卻沒有聲音，沒有
應允的。他們在所築的壇四圍
踴跳。”
“到了正午，以利亞嬉笑

“巴力 ”這 個名 字的 意 思是
他們，說：‘大聲求告吧！因
“主”。巴力是指很多不同的
為它是神，它或默想，或走
異教神明，以色列人以及他們周
到一邊，或行路，或睡覺，
圍的民族都敬拜這些神明。亞哈
你們當叫醒它。’他們大聲
王的妻子耶西別使巴力的敬拜在
求告，按著他們的規矩，
以色列人中盛行起來。
人們認為這些異教神明掌管著天
用刀槍自割、自刺，直
氣、收成、等等。以利亞宣稱天上
到身體流血。從午後直
的上帝吩咐雨水三年不
到獻晚祭的時候，他
降在地上，以利亞乃
們狂呼亂叫，卻沒
是在挑戰他們對巴力
有聲音，沒有應
的信仰，因為他們相
信巴力掌管著雨水和收
允的，也沒有
成。以利亞在迦密山上
理會的。”
的“決戰”顯明唯獨
上帝掌管著生命中
的方方面面，唯獨祂
配受以色列人的敬拜。

“以 利 亞 對 眾 民
說：‘你們到我這裏來。’
眾民就到他那裏。他便重修已經
毀壞耶和華的壇。以利亞照雅各
子孫支派的數目，取了十二塊石
頭（耶和華的話曾臨到雅各說：
‘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這
些石頭為耶和華的名築一座壇，
在壇的四圍挖溝，可容穀種二細
亞，又在壇上擺好了柴，把牛犢
切成塊子放在柴上，對眾人說：
‘你們用四個桶盛滿水，倒在燔
祭和柴上’；
又說：‘倒第二次。’他們
就倒第二次；
又 說 ： ‘倒 第 三 次 。 ’他
們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壇的四
圍，溝裏也滿了水。”
“到 了 獻 晚 祭 的 時 候 ， 先
知以利亞近前來，說：‘亞伯
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
和華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
以色列的上帝，也知道我是你
的僕人，又是奉你的命行這一
切事。耶和華啊，求你應允我，
應允我！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
上帝，又知道是你叫這民的心回
轉。’”
“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
燒盡燔祭、木柴、石頭、塵土，
又燒幹溝裏的水。”
“眾 民 看 見 了 ， 就 俯 伏 在
地，說：‘耶和華是上帝！耶
和華是上帝！’”
（王上18:25-39）

走出
故事
你認為以利亞為甚麼會想到在巴力與真神
上帝之間做一對比？

妙語連珠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因為到上帝面前來
的人必須信有上帝，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來11:6）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
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上帝所
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
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原文作摔
跤；下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
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
靈氣的惡魔爭戰。”
（弗6:10-12）

以利亞希望借此達成甚麼目的？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象
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
‘你從這邊挪到那邊。’它也必
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
的事了。”
（太17:20）

你認為以利亞為甚麼嘲笑巴力的先知們？當以利亞嘲笑這些
假先知之時，他們可能會做出何等回應？

“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
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
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
姓。”（路1:17）

將祭物和祭壇倒滿水是甚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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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亞是怎樣具備充足的信心，相信上帝會燒滅這些祭物？

言錦囊

名
上帝在此彰顯祂的大能是甚麼目的？

“信心乃是在你沒有看到整個
臺 階 之 前 就 邁 出 第 一 步 。 ”—
—馬丁路德金，二十世紀美國民權領

你認為觀看祭物被火焚燒的百姓會有怎樣的感受？
巴力的假先知們又有甚麼感受？

袖。

“每 個 明 天 都 有 兩 個 把 手 。 你 可 以 握
著憂慮的把手，也可以握著信心的把
手 。 ”——亨利•沃德•比 徹，十九世 紀美
國牧 師 與作 家。

“信心本身就是有能力的，但伴隨著信心的行動更有
能力。”——湯瑪斯•羅伯特•戈恩斯，二十世紀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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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當以利亞認為以色列百姓陷在罪惡
中時，他便有勇氣向他們講話。上
帝指派給以利亞一份工作，同時
以利亞也有勇氣和信心來履行上
帝託付他的使命。
閱讀希伯來書11：6。你認為這節
經文所說的“人非有信，就不能
得上帝的喜悅”是甚麼意思？如
果你感覺自己不得不指出某些錯
行，你是否需要很大的信心來做
這件事？你相信上帝會像故事中
幫助以利亞一樣幫助你嗎？
思考自己生活中的某個你認為上
帝是在呼召你信靠祂的情形。倘
若你有更大的信心，你可以在這
個情形中做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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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設想自己就在迦密山的人群中觀看
以利亞與敬拜巴力先知們的決戰。
作為一名普通的以色列百姓，你
或許會被誘惑去敬拜巴力，也可
能會被吸引去敬拜真神上帝。經
歷了三年的乾旱與饑荒之後，你
已經準備好去敬拜任何可以吩咐
雨從天而降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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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情形都對巴力的先知們有
利。然而，進行了幾個小時嘈雜
的敬拜之後，巴力的祭司們甚麼
都沒有辦到，沒有火從天降下燒
滅他們的祭物。你的注意力轉向
了這個看似孤獨的上帝的先知—
—以利亞。他所要獻的祭物浸泡
在水中，在人看來這個祭物是以
利亞本人絕對沒有可能點燃的。
以利亞完全依賴這位看不見的上
帝，就是你們祖宗的上帝。
用三個詞來表達你當時可能存在
的感受：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星期一
根據本課的存心節，以利亞希望

借著迦密山的事件證明甚麼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亞再生。這就是一個勇敢而大有信
心之人對世界所能帶來的影響。

以利亞的這個目標實現了嗎？___
_____在課文“走進故事”這部分
中找出一個支援你回答的經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日，環視自己的周圍，你看到
誰在樹立一個具有勇敢和信心的
榜樣？

星期二

回顧星期二的課程中所提出的種
種場合。在這些場合中有沒有你
曾經遇到過相似的情況？當別人
在犯錯時，你做出了怎樣的反應？

你認為本週課程“聚光燈”中，
摘自《先知與君王》的那句基督徒
應當“堅持正義”是甚麼意思？
有時我們面對一些場合，在某個
場合中，有人做錯了，而我們需
要勇氣和信心指出他們的錯行。
作為一名基督徒，在下列的種種
情形之中，你認為在哪一種情形
中你應當指出其錯行。
_____你的同學在取笑他身後一名
身患殘疾的學生。
_____你正在與你的朋友一起購物，
但你發現他在悄悄的偷竊商
店的小商品。
_____你在某個朋友家裏，身邊沒
有成年人，這時有人拿來幾
瓶啤酒，你的幾個朋友就開
始喝啤酒。
_____你的一個朋友正在傳播一個
有趣卻多少有些令人尷尬的
有關另一個朋友的緋聞。
_____在考試時，你發現有人在偷
看你的試卷。
在以上這些場合中，你會不會指
出對方的錯行。還有哪些處理此
種情形的不同方法？

星期三
本週課程“妙語連珠”中的經文
談論了做一名勇敢而有信心之人
的含義，要堅持正義。先知以利
亞就是聖經中這樣一個勇敢而大
有信心的例證，幾個世紀之後，
在耶穌的時代，人們依然將以利
亞視為勇敢而有信心的楷模。聖經
記載，為耶穌預備道路的施洗約翰
就具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而
且有些人甚至認為耶穌就是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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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在你所面臨的某個情形中，你感
覺哪一個是上帝呼召你要堅持正
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這個場合中，你是怎樣為上帝
堅持正義的？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五
以利亞在迦密山上的信心是十分
堅定的，因為他一生都在信靠上
帝。他剛剛經歷了三年的饑荒，
他之所以倖存了下來乃是完全依
賴上帝的大能，上帝為以利亞提
供每日最基本的需要。有時我們
在讀像以利亞在迦密山上的故事
時，我們心想，我永遠都不可能
擁有這樣的信心！但是信心就像
我們的肌肉一樣——你越用它越
強壯。
今天在你祈禱的時辰要向上帝說出
你所擔心的事情。憑著信心將這些
事情交托給上帝，並祈求祂幫助你
的信心能成長，以便在更大的考驗
來臨之時，你能做好準備。

本週閱讀*

《先知與君王》第10章後
半部分與第11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訪問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堅持
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
至少讀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