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

盖，仍不觉暖。

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

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

她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

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

暖。」

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

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

女亚比煞，就带到王那里。

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

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

(王上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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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哈及的儿子亚多尼雅自尊，说，我必作王，就
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

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作什么呢？他甚
俊美，生在押沙龙之后。

亚多尼雅与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
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

但祭司撒督，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单，示
每，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雅。

一日，亚多尼雅在隐罗结旁，琐希列磐石那里宰了牛
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作
王臣仆的犹大人。



惟独先知拿单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
都没有请。

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及的儿子亚多尼雅作
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

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
性命。

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阿，你不曾向婢女
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吗？
现在亚多尼雅怎么作了王呢？

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



大卫城

(俄斐勒)

所罗门扩建

圣殿

隐罗结 亚多尼雅大宴宾客



你要甚么？我主啊，你曾向婢女指着耶

和华你的神起誓说：『你儿

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

在我的位上。』

大卫王

拔示巴

亚比煞



现在亚多尼雅作王了，我主我王

却不知道。 他宰了许多牛羊、

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

亚他，并元帅约押；惟独王的仆

人所罗门，他没有请。

大卫王

拔示巴

亚比煞



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

望你，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

后谁坐你的位。若不然，到我主我王

与列祖同睡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

必算为罪人了。

大卫王

拔示巴

亚比煞



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

尼雅说『你必接续我作

王，坐在我的位上』吗？

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

牛羊、肥犊，请了王的

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

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

尼雅面前吃喝，说：

『愿亚多尼雅王万岁！』 大卫王
先知拿单

亚比煞



惟独我，就是你的仆人

和祭司撒督，耶何耶大

的儿子比拿雅，并王的

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

请。这事果然出乎我主

我王吗？王却没有告诉

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

后谁坐你的位。

叫拔示巴来。

大卫王
先知拿单

亚比煞



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

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

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

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

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大卫王
先知拿单

亚比煞

拔示巴



于是，祭司撒督、先

知拿单、耶何耶大的

儿子比拿雅，和基利

提人、比利提人都下

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王

的骡子，将他送到基

训。(王上1:38)



大卫城

(俄斐勒)

所罗门扩建

圣殿

基训

隐罗结 亚多尼雅大宴宾客

所罗门受膏为王



祭司撒督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

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王上1:39)



亚多尼雅的众客听见这话

就都惊惧，起来四散。

亚多尼雅惧怕所罗门，就

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角。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

多尼雅惧怕所罗门王，现

在抓住祭坛的角，说：

『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

誓，必不用刀杀仆人。』」

(王上1:49-51)



哈及的儿子亚多尼雅去见所罗门

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

「你来是为平安吗？」

回答说：「是为平安」；又说：

「我有话对你说。」

拔示巴说：「你说吧！」

亚多尼雅说：「你知道国原是归

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作

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

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现在我有

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

拔示巴说：「你说吧。」

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

的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他必

不推辞你。」(王上2:13-17)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作什么事，
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
元帅，尼珥的儿子押尼珥和益帖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
流这二人的血，如在争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
脚上穿的鞋。
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
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莱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
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
在你这里有巴户琳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玛哈念
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
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
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
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



大卫的元帅约押所应得的报应
他曾以诡诈暗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押尼珥及亚玛撒
。此二人虽然一度与大卫为敌，但後来都分别归向大卫
，并且与王立了盟约，所以约押杀他们的恶行是「向我
所行的」（5）。
押尼珥本是扫罗的元帅（撒下2:8）。 他被大卫的军兵
追杀时因自卫杀了约押的弟弟亚撒黑（撒下2:18-23），
约押後来是为报私仇把他暗杀了。
亚玛撒是押沙龙的元帅（撒下17:25）， 在押沙龙死後
归向大卫，被立为元帅代替约押（撒下19:13）， 约押
是因为妒忌而杀死他。



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邱

坛献祭烧香。

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邱坛，他

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作燔祭。

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甚么？你可以求。」

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

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

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

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

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

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王上3:3-9)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

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讼，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

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

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

诫命，我必使你长寿。」(王上3:10-14)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

不可测量。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玛曷的儿

子希幔、甲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

列国。

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

他讲论草木，自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

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

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

话。(王上4:29-34)



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

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

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

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

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箴30:24-28)

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

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

猎狗(或译：高视阔步的公鸡)，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箴

30:29-31)

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箴17:12)

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带在猪鼻上。(箴11:22)

沙番(岩狸)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

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

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

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王上

10:1-3)



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

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

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得神不守舍；(王上10:4-5)



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

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

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

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王上10:6-8)



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精金包裹。宝座有六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

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

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

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利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

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甚么。(王上10:18-21)



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

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

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

殿的工夫共有七年。(王上6:37-38) 



摩西的会幕：长30肘、宽10肘、高10肘（约 5 m）



所罗门圣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约15 m）

摩西的会幕：长30肘、宽10肘、高10肘（约 5 m）

盆座

至圣所

圣所

金灯台

铜海

铜祭坛
金香坛

金桌

(应为斜坡)

(金桌应为10张)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

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王上8:10-11)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

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

「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

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

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

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

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以色列的

国位。』

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

去事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

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

作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

『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

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

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事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

他们。』」(王上9:1-9)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

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

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

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

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

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王上11:1-3)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
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扪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
坛。

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

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

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

子的手中将国夺回。

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

一支派给你的儿子。」(王上11:11-13)



犹大

以色列

便雅悯



被荣华富贵的享乐败坏了，被骄
奢淫逸的贪爱腐蚀了



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
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

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

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

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
所有的。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
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

这样，我就日见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
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分。

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当失去向神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容易被诱惑。“我只怕你们
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
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林后11：3）

要常到神面前监察自己，保守自己在永生的道中，“神啊，求
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
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139：23-24）

魔鬼又带祂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祂看，对祂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
你。”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
的神，单要事奉祂。’”（太4:8-10）



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

夺回；使他终身为君，

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

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

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

将国夺回，以十个支派

赐给你，还留一个支派

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

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

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

我面前长有灯光。

耶罗波安 亚希雅



现在王若服事这民如仆人，

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

远作王的仆人。

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

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

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

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所罗门在世时，侍立

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与罗波安一同长大、在

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

罗波安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

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

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

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我们与大卫有甚么分儿呢？

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

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

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



犹大

以色列

耶路撒冷

但

伯特利

示剑



以色列人哪，你们上

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

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

地的神。

设立金牛犊

在丘坛建殿

立凡民作祭司

私设节期

→「尼八的儿子耶

罗波安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

「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

倾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

兆。」

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

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

上伸手，说：「拿住他吧！」

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乾了，

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

上的灰倾撒了，正如神人奉

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

(王上13:3-5)

手枯乾

不能弯回
坛破裂

灰倾撒



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

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

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

亚希雅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
你高举，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
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
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

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
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
人除尽粪土一般。

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
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



亞撒羅波安 約沙法 約阿施 烏西雅 希西家 瑪拿西 約西亞

北国共历九朝十九王，无一好王。国祚209年，于722BC亡于亚述，

十支派被掳。

南国 巴比伦

南国一脉相传，其间仅一度被一后篡位，其他共计十九王，好坏参半。

国祚345年，于586BC亡于巴比伦。

南国首批被掳者(605BC)，有部分在七十年后(536BC)归回故土。

坏王 好王 篡位

耶羅波安 巴沙 亞哈 耶戶 耶羅波安二世

东周(770-221 BC)西周(1046-771 BC)中国

北国
亚述

900 850 800 750 700 650 600BC



亞撒羅波安 約沙法 約阿施 烏西雅 希西家 瑪拿西 約西亞

南国 巴比伦

坏王 好王 篡位

耶羅波安 巴沙 亞哈 耶戶 耶羅波安二世
北国

亚述

900 850 800 750 700 650 600BC

耶罗波安 巴沙 亚哈 耶户 耶罗波安二世

1 2 3 4 5

心
利

暗
利



犹大

以色列

耶路撒冷

得撒
撒玛利亚

北国第四王朝开国君王暗利

迁都撒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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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大

以色列

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西顿



巴力：迦南神只，掌管风雨和农作

矛：象徵闪电



亚舍拉：可能等同亚斯他录，掌管性与战争，常与巴力同列



意为「耶和华是神」

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下1:8)

代表先知，曾与摩西(代表律法)

一同与耶稣显现在变化山上

旧约两位未尝死味者之一

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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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哈

耶洗别

以利亚



犹大

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以色列

基立溪？

西顿

基立溪？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

约但河东边的基立溪旁。

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

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

去住在约但河东的基立溪旁。

(王上17:2-5)



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

他也喝那溪里的水。(王上

17:6)



犹大

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西顿

撒勒法

以色列

过了些日子，溪水就乾了，

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

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

一个寡妇供养你。」(王上

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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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

呼叫她说：「也求你拿点饼

来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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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

们吃了，死就死吧！」(王上

17:10-12) 



以利亚对她说：「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

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

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

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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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1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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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

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藉

以利亚所说的话。(王上

17:15-16)



耶稣... 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

乡被人悦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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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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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疯的，但内

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缦，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路

4:24-27)

新约



犹大

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西顿

撒勒法

以色列

迦密山

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

「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

吗？」

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

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

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

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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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

18:17-19)

乾旱三年半后



迦密山 (最高海拔525m) 的西南面

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迦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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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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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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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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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18:22-24)

迦密山 (最高海拔525m) 的西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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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上18: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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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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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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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18: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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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

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

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 种二

细亚(约15公升)，又在坛上摆

好了柴，把牛犊切成块子放在

柴上， (王上18: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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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18: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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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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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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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

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乾

沟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

「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王上18:36-39)



犹大

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以色列

迦密山

基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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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18:40) 



迦密山修道院

中的雕像：

以利亚杀巴力

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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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加百列说：) 「他(施洗约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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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17：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
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

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
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犹大

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以色列

迦密山

基顺河
耶斯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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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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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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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

19:1-3)

别是巴



罗腾树 (高1.5-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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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王

上19:4)



他就躺在罗腾树下，睡着

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

「起来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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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

他，说：「起来吃吧！因

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王

上19:5-7)

"Get up and eat, for the 

journey is too much for 

you." (NIV)



别是巴

何烈山

罗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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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19:8)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住在洞中。(王上19:8)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以利亚啊，你在这里

做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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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19:9-

10)



犹大

撒玛利亚

以色列
亚伯米何拉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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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膏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

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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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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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19:15-18)



以利亚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

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

自己赶着第十二对。

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

外衣搭在他身上。

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

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

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

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

我向你做了甚么呢？」

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

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

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

服事他。(王上19:19-21)



以利亚的其他事迹

亚哈王觊觎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王后耶洗别乃设计陷

害拿伯，杀了拿伯和他众子，夺取葡萄园。以利亚因此斥

责亚哈，预言亚哈家将被除灭，耶洗别的肉必被狗吃。



以利亚的其他事迹

亚哈之子亚哈谢受伤求

问假神，以利亚因此预

言他必死。亚哈谢三次

派人捉拿以利亚，以利

亚两次命天火降下，烧

灭了捉他的官兵。



犹大

吉甲

伯特利

以利亚升天

以色列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

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

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

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

里等候。」

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

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

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

伯特利。

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

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

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

不知道？」他说：「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王下2:1-3)



犹大

吉甲

伯特利

耶利哥

约但河

以利亚升天

以色列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

差遣我往约但河去，你可以在

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

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

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

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

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但

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

人走乾地而过。(王下2:6-8) 



犹大

吉甲

伯特利

耶利哥

约但河

以利亚升天

以色列

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

我为你做甚么，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

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

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

不然，必得不着了。」(王下

2:9-10) 



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

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

风升天去了。

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

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

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

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

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但河边。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

神在那里呢？」打水之后，水

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

(王下2:11-14)



以利亚：预表基督，被提升天

以利沙：预表门徒，领受圣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