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知以利亚的事迹： 

 王上17章 - 以利亚宣告旱灾 

 王上18章 - 以利亚宣告降雨 

 王上19章 - 以利亚在何烈山上 



29 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作了
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二
十二年。 30 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31 犯了尼八的儿子耶罗
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谒巴力的
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事奉敬拜巴力， 32 在撒玛利亚
建造巴力的庙，在庙里为巴力筑坛。 33 亚哈又作亚
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
的以色列诸王更甚。    16:29-33 



犹大 

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以色列 

西顿 

西顿王谒巴力(意为

「陪同巴力」)原为西

顿女神亚斯他录的祭

司，后篡位为王。 

他将女儿耶洗别(意为

「赞美巴力」)许配给

以色列王暗利之子亚

哈，两国藉此结盟。 

耶洗别不仅提倡崇拜

巴力和亚舍拉，更积

极铲除耶和华信仰。 



17:1-6 以利亚预言旱灾 

17:7-16 以利亚供应撒勒法寡妇的需要 

17:17-24 以利亚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意为「耶和华是我的神」 

提斯比人，寄居于基列 

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下1:8) 

旧约两位未尝死味者之一 

代表先知，与摩西(代表律法)在

耶稣登山变像时一同显现 

以利亚 



玛拉基预言：神在末日必差遣以利

亚再来，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以利亚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玛

4:5-6) 



玛拉基预言：神在末日必差遣以利

亚再来，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施洗约翰是该预言的首次应验 

以利亚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And he will go on before the Lord, in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Elij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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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7) 



1 基列寄居的
提斯比人以利
亚对亚哈说，
我指着所事奉
永生耶和华以
色列的神起誓，
这几年我若不
祷告，必不降
露，不下雨。 

 17:1-6  以利亚预言旱灾 



“我指着所事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这几年我
若不祷告，必不降露水，也不下雨。” (修) 

“As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lives, before whom I stand, surely 
there shall be neither dew nor rain these years, except by my 
word.” (NASB) 

“As surely as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lives—the God I serve—
there will be no dew or rain during the next few years until I give 
the word!” (NLT)  

 17:1-6  以利亚预言旱灾 



1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
所事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
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17:1-6  以利亚预言旱灾 

3 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4 我就给你们降下
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 利26:3-4 



 17:1-6  以利亚预言旱灾 

乌家里特的考古 

发现（1929） 



巴力 

Baal 

 17:1-6  以利亚预言旱灾 

“主”的意思，是迦南地最著名和最主
要的神祗。它是雨神和庄家之神，所以
掌管生育和管理农事。 

莫特
Mot 

亚拿
Anat 

爱情女神，也是嗜血好战的女神；是主
神巴力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妹妹；帮
助巴力在同死神莫特搏斗获胜。 

死亡之神。 



2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3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立溪旁。 4 你要喝那溪里的水，
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5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
立溪旁。 6 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
里的水。 

 17:1-6  以利亚预言旱灾 



2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3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立溪旁。 4 你要喝那溪里的水，
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5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
立溪旁。 6 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
里的水。 

 17:1-6  以利亚预言旱灾 

“烏鴉早上給他叼餅和肉來，晚上也有餅和肉，他又喝溪裏
的水” (修) 



 17:7-76  以利亚供应寡妇的需要 

7 过了些日子，溪
水就干了，因为雨
没有下在地上。 8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说， 9 你起身往西
顿的撒勒法去（撒
勒法与路加福音四
章二十六节同），
住在那里。我已吩
咐那里的一个寡妇
供养你。 



 17:7-76  以利亚供应寡妇的需要 

24 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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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以利亚
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
个寡妇那里去。     路4:24-26 



 17:7-76  以利亚供应寡妇的需要 

10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
里捡柴，以利亚呼叫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11 
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她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12 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
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
我儿子作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13 以利亚对她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作吧。只要
先为我作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作饼。 14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
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17:7-76  以利亚供应寡妇的需要 

15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
吃了许多日子。 16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
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17:7-76  以利亚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A  妇人对以利亚说 17:18 

   B  以利亚对妇人说，并把孩子抱上楼 17:19 

  C  以利亚祈求神医治孩子 17:20-22 

   B’ 以利亚把孩子抱下楼，并对妇人说  17:23 

A’ 妇人对以利亚说 17:24  



 17:7-76  以利亚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17 这事以后，作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
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  



 17:7-76  以利亚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18 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哪，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
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  
19 以利亚对她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
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  
20 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阿，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
你就降祸与她，使她的儿子死了吗？ 21 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
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阿，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
的身体。 22 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
他就活了。  
23 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
你的儿子活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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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 

1. 永活神的大能及主权对比人手所造 
   的偶像的无能 
2. 神不但掌管以色列历史，神更掌管 
   大自然、创造物，以及生与死 
3. 先知行动的活跃性与以色列国的 
   属灵光景成反比 
4. 人全然的顺服是经历神奇妙作为的 
   首要因素 
5. 神是生命一切富足的源头 



应用 

1.学习从先知的信息中明白如何面对 

  时代和信仰的危机 

2.学习效法以利亚全然、彻底的顺服神 

3.物质是神所赐的福，但切勿盲目追求 

  物质以致物质成为我们的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