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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希伯來文為“在耶洗別席上吃飯的”。

 18 以利亞說：“我沒有給以色列
製造事端，你和你家才是在製造事
端，你們拒絕遵守上主的命令，又
去敬拜巴力的像。19現在你要召集
全體以色列人，以及耶洗別供養的*

四百五十個巴力先知和四百個亞舍
拉先知，到迦密山上來和我會合。”
 20 亞哈就召集全體以色列人和先
知上迦密山。21以利亞站在他們面前
說：“你們三心二意搖擺不定還要
多久呢？如果上主是上帝，就跟隨
他！但如果巴力是上帝，那就跟隨
他吧！”眾人卻默不作聲。
 22 以利亞對他們說：“我是上主
惟一尚存的先知，但巴力卻有四百
五十個先知。23現在牽兩頭公牛來。
巴力的先知可以隨意選一頭，把牛
切成塊，放在他們祭壇的柴上，但
不要點火；我要預備另一頭公牛，
把牛也放在祭壇的柴上，但不會
點火。24然後，你們呼求你們神的
名，我也呼求上主的名。那降火點
柴，作出答复的神，就是真正的上
帝！”所有人都同意了。
 25 以利亞對巴力的先知說：“你
們的人多，你們先來吧。你們選一
頭公牛，預備好了就呼求你們神的
名，但不要在柴上點火。”
 26 於是他們預備了一頭公牛，放
在祭壇上，然後他們呼求巴力的
名，從早晨一直到中午都在喊着：
“巴力啊，應允我們吧！”但是沒有
任何回答。於是他們在所築的祭壇
周圍搖擺跳舞。
 27 大約到了中午，以利亞開始嘲

們把全地分成兩部分，亞哈自己走
一條路，俄巴底自己走另一條路。
 7 俄巴底正在路上走着，突然看
見以利亞向他走來。俄巴底立刻
認出他來，就在他面前俯伏於地下
拜，問他：“我主以利亞啊，真的
是你嗎？”
 8 以利亞說：“是我。去告訴你
的主人‘以利亞在這裏’。”
 9 俄巴底不願意，就說：“先生，
我怎麼得罪你了，你竟要我去死在
亞哈手裏呢？ 10我指着上主你的上
帝起誓，王一直在地上各邦各國到
處尋找你。每次人家告訴他‘以利
亞不在這裏’，亞哈王就強迫那個國
家的王發誓他說的是真話。11現在你
說：‘去告訴你的主人“以利亞在
這裏”。’12可是我一離開你，上主
的靈就會把你帶到不知什麼地方去
了。亞哈來了找不到你，就會殺了
我。我這輩子一直都是上主真正的
僕人。13我主啊，難道沒有人告訴你
嗎？耶洗別想殺害上主的先知時，
我把一百個先知藏在兩個洞裏，
並且供給他們食物和水。14現在你
說：‘去告訴你的主人“以利亞在
這裏”。’先生，要是那樣做，亞哈
肯定會殺了我。”
 15 但是以利亞說：“我指着我所
侍候的全能上主起誓，今天我必會
出現在亞哈面前。”
 16 於是俄巴底去告訴亞哈，以利亞
來了。亞哈就出去見以利亞。17亞哈
看見他，就喊着說：“真的是你嗎？
你這個在以色列製造事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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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 或譯“在別的什麼地方忙碌”，又或譯“正在辦事”。 18:31 希伯來文為“雅各兒子們的每
一個支派，上主曾對雅各說：‘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 18:32 希伯來文為“二細亞［12升］
種子”。 18:36 希伯來文為“和以色列”。在舊約中，“雅各”和“以色列”這兩個名字經常交替
使用，有時指先祖雅各，有時指整個民族。

允我吧！請你應允我，好讓這些人
知道，上主啊，你是上帝，你已經
使他們回轉歸向你。”
 38 上主的火焰立刻從天而降，燒
掉了小公牛、木柴、石頭和塵土，
甚至連溝裏的水也燒干了！ 39眾人
看見都俯伏於地，喊着說：“上主
�他是上帝！上主是上帝！”
 40 以利亞下令說：“抓住巴力所
有的先知，不要讓一人逃脫！”眾
人就把他們全都抓住，以利亞把他
們帶到基順谷，在那裏殺了他們。

以利亞祈求降雨
41以利亞對亞哈說：“你去拿些東西
吃喝吧，我聽見大暴雨就要來了！”
 42 亞哈就吃喝去了。以利亞卻爬
上迦密山頂，俯伏在地上，臉伏在
雙膝之間祈禱。
 43 然後他對僕人說：“你去朝大
海方向眺望。”
  僕人去看了，然後回到以利亞
那裏說：“我什麼也沒有看見。”
  以利亞吩咐他去看了七次。44到
了第七次，僕人終於告訴他：“我
看見有一小塊手掌般大小的雲從海
上升起來。”
  以利亞喊着說：“快去告訴亞
哈：‘登上你的馬車回家去吧。
你要是不趕快走，雨就會阻擋你
了！’”
 45 霎時間，天空烏雲密佈，一股
強風帶來了一場可怕的暴雨。亞哈

笑他們。他譏諷說：“你們應該喊
得大聲一點，因為他肯定是神！他
或許正在做白日夢，或許正在方
便*，或許去旅行了，又或許睡着
了，要別人叫醒他！”
 28 於是他們喊得更響了，並且按
照他們一貫的習俗，用刀劍刺傷自
己，直到血流如注。29他們狂呼亂叫
了一個下午，直到獻晚祭的時刻，
還是沒有一點動靜，沒有回答，也
沒有反應。
 30 以利亞大聲對眾人說：“到這
邊來吧！”眾人就都擁擠到他周
圍。以利亞重修了已被拆毀的上主
的祭壇。31他取了十二塊石頭，每塊
代表一個以色列支派*。32他奉上主
的名用這些石頭重建了祭壇，又在
祭壇周圍挖了一條溝，足能裝下約
三加侖水*。33他在祭壇上堆好柴，
把公牛切成塊，放在柴上。
  然後他說：“你們裝滿四大罐
水，倒在祭物和柴上。”
 34 他們這樣做了，他又說：“照
樣再倒一次！”他們做完了，他又
說：“倒第三次吧！”於是他們照
他所說的做了。35水流到祭壇的四
周，甚至連溝裏也滿了水。
 36 到了通常獻晚祭的時間，先知
以利亞走到祭壇前祈禱說：“上主
啊，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
啊，求你今天證明你是以色列的上
帝，而我是你的僕人。請證明我奉
你的命令做了這一切。37上主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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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 希伯來文為“他束上他的腰”。 19:4 或譯“金雀花”，也見於5節。 19:8 希伯來文為“何
烈”，是西奈的另一個名稱。 19:16 希伯來文為“寧示的子孫”，參王下九2、14。 

上主對以利亞說話
上主對他說：“以利亞，你在這裏
做什麼？”
 10 以利亞回答說：“我一直熱心
服侍上主全能的上帝。但以色列人
背棄了他們與你所立的約，拆毀了
你的祭壇，殺死了你所有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個人，現在他們想把我
也殺掉。”
 11 上主對他說：“你出來，在這
山上站在我面前。”以利亞站在
那裏，上主就從那裏經過。這時，
一股強烈的暴風襲過西奈山，那暴
風來勢洶洶，岩石都崩裂了，但上
主並不在風中；暴風過後發生了地
震，但上主並不在地震裏；12地震
過後有火，但上主並不在火焰中；
火焰過後傳來了溫柔微小的聲音。
13以利亞聽見這聲音，就用外袍裹住
臉，出去站在洞口。
  一個聲音說：“以利亞，你在
這裏做什麼？”
 14 他再次說：“我一直熱心服侍
上主全能的上帝。但以色列人背棄
了他們與你所立的約，拆毀了你的
祭壇，殺死了你所有的先知，只剩
下我一個人，現在他們想把我也殺
掉。”
 15 上主對他說：“你沿着來路回
去，到大馬士革的曠野去。你到那
裏以後，要膏立哈薛作亞蘭王，16再
膏立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
還要膏立亞伯．米何拉城沙法的兒
子以利沙，讓他接替你作我的先

馬上離開那裏，往耶斯列去了。46上
主賜給以利亞一股奇異的力量，他
就把外袍束進腰帶裏，*跑在亞哈的
馬車前頭，一路奔到耶斯列城門口。

以利亞逃往西奈

19 亞哈到家之後，把以利亞所
做的一切告訴了耶洗別，也

講了他是怎樣殺掉所有巴力先知
的。2耶洗別就派人向以利亞傳話
說：“如果明天這個時候，我還沒
有像你殺死那些人那樣殺死你，就
願神明擊打我，甚至除掉我。”
 3 以利亞害怕，就逃命去了。他
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城，把他的僕人
留在那裏。4他獨自進入曠野，走了
一整天。他坐在一棵孤零零的羅騰
樹*下禱告求死，說：“上主啊，我
受夠了，取走我的性命吧！我不比
我的祖先強！”
 5 他躺在羅騰樹下睡着了。但就
在他睡着的時候，一位天使拍他，
對他說：“起來吃吧！”6他環顧四
周，發現頭邊有一些用燒熱的石頭
烤好的餅，還有一罐水！於是他吃
了喝了，又再次躺下。
 7 上主的天使再次來拍他，說：
“起來再吃點吧，不然你就很難走完
前面的路程了。”
 8 於是他起來吃了喝了，那些
食物給他足夠的體力，使他可以走
四十晝夜到達上帝的山西奈山*。9他
在那裏進了一個洞穴，在洞裏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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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或譯“在疏割”，也見於王上二十16。

 4 以色列王回答說：“好吧，我
主我王啊，我的一切全都是你的！”
 5 過了不久，便．哈達的使者又回
來說：“便．哈達這樣說：‘我已經
要求你把你的金銀、妻子兒女給我。
6但明天大概這個時候，我要派我的
官員來搜查你的王宮和你子民的家，
他們要帶走所有你珍愛的東西！’”
 7 亞哈召集了全國所有的長老，
對他們說：“你們看，這個人分明
是來找麻煩的！我已經答應了他的
要求，把我的妻子兒女和金銀全都
給他。”
 8 所有長老和民眾都勸他：“不
要再向他讓步了。”
 9 於是亞哈告訴便．哈達的使者：
“請對我主我王這樣說：‘你第一次
要求的東西，我都會給你，但我不
能答應你這次的要求。’”使者就用
這話回复便．哈達。
 10 便．哈達又向亞哈傳話：“如
果撒馬利亞剩下的塵土夠我的士兵
一人抓一把，就願神明擊打我，甚
至除掉我。”
 11 以色列王這樣回复說：“佩刀
上陣的戰士不該像得勝的戰士那樣
誇口。”
 12 亞哈的回复傳到便．哈達和眾王
那裏，那時他們正在自己的帳篷裏*

喝酒。便．哈達命令他的軍官：“準
備出擊！”他們就準備攻打那城。

亞哈打敗便．哈達
13有一位先知來見以色列王亞哈，

知。17凡是逃避哈薛的人，必被耶戶
殺死；逃避耶戶的 人，必被以利沙
殺死！ 18然而，我要在以色列另外
保留七千人，他們從來沒有跪拜過
巴力，也從來沒有親吻過他！”

以利沙蒙召
19以利亞就去了，找到沙法的兒子以
利沙。當時以利沙在耕地，田裏有
十二對牛，他正在用第十二對牛耕
地。以利亞向他走過去，把自己的
外袍搭在以利沙的肩上，然後就走
開了。20以利沙丟下站在田裏的牛，
跑去追趕以利亞，對他說：“讓我
先回去吻別我的父母，然後我就跟
你一起走！”
  以利亞就說：“你回去吧，但
要想想我對你做的事。”
 21 於是以利沙回到他的牛那裏，
把牛宰了。他用犁作柴，架起火來
烤牛肉，再把肉送給城裏的人，他
們全都吃了。然後他作了以利亞的
助手，跟以利亞一起走了。

便．哈達攻打撒馬利亞

20 大約在那個時候，亞蘭王
便．哈達動員他的軍隊，還

有三十二個跟他結盟的王派出戰車
戰馬助戰。他們前來圍困以色列的
首都撒馬利亞，向這城發動攻擊。
2便．哈達差遣使者進城，向以色列
王亞哈傳達這個信息：“便．哈達這
樣說：3‘你的金銀都要歸我，你的
妻子和最優秀的孩子也要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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