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经中的女性(上)  
 

詩 篇 111: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是這樣
行的都是明智的。耶和華該受讚美，直到永遠。 



夏娃 (Eve) 

「生命」或「赐生命」的意思 

（创世记3-4章） 

 

●夏娃──「眾生之母」，世上第一個女
人。她是上帝創造中，最後一塊拼
上去的拼圖。她是亞當的配偶，一
樣有上帝的形像。夏娃成為亞當的
助手，共同管理上帝所托付的一切。 

  

●正如中国的「好」字，男人独居不好，
有了女人才合成「好」字。 

   人类的生 命从夏娃身上繁衍出来。后

来夏娃因被蛇诱惑，吃了分别善恶
树上的果子，又给丈夫亚当吃了，
便陷在罪中，并将罪性遗留给后代。 
 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

一個配偶幫助他。（創二18） 



 
撒拉(Sarah)多国之母 

 公主的意思（创世记17章） 
她是信心之父和多国之父——亚伯

拉罕的妻子，因此，她是「信心之
母」，撒拉是个纯朴，善良，美丽
的女人。也成了许多民族之母。她
长得非常的美丽，即使年纪高达九
十岁，她依旧漂亮 如昔，以至亚

伯拉罕担心那些作王的，会为她的
美色所迷，而认妻作妹，以保性命，
幸好神保守了他们。 

在撒拉九十岁的时候，神应许他们
将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却 暗中偷

笑，不相信神。但神的应许是真实
的，一年之后，以撒果然出生了。
神所应许必不落空。 
 撒拉对丈夫的顺服，足见他对神

的认识很深，她确实为我们“爱丈
夫如同爱主”树立了榜样。也配作
“多国之母”。  
  
 

我必賜福給她，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兒子，我要
賜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母有百姓的君王從
她而出。（創十七16） 



夏甲—夏甲代表律法之约 
• 意为陌生人，夏甲是埃及人。她是亚伯拉

罕下到埃及时因妻子撒拉的原故，法老王
赐给妻子的使女。《创世记》12：16“亚

伯拉罕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
，仆婢。” 夏甲就是这样以使女的身份来
到亚伯拉罕的家中 

   亚伯拉罕与夏甲同房后就生下了儿子以实玛
利。雖然這個男孩後來沒有成為以色列信
仰的始祖，但也蒙受上帝的祝福終究成為
一個大國的元祖。 

• 創世記第十六章，夏甲被描述成一個傲慢
自大的使女，她因為能為亞伯拉罕生子就
改變態度，變得傲慢無禮，她看撒拉不能
生育就取笑她，但她也因此惹禍上身。 

•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
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 儘管夏甲的身份卑賤，又是個異邦人，但
她在上帝眼前卻得到特殊的地位，這不僅
讓我看見上帝奇妙的恩典，也看見他寬廣
的愛，他的眷顧遍及一切的受造物。 夏甲代表我们软弱、无助、不幸、悲哀、前途

迷茫的人…… 

皮袋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 

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

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创21：9－21 



 
罗得的妻子：一个严厉的警告 

  

 

 

 

 

 

 

 

 

 

 

 

不料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
（创十九26）。 

 

「你们要回想罗得的妻子」(路十七32) 

• 创世记十九章17节和24至26节。当主耶

稣提醒门徒要留意将来审判的话中，曾
提到挪亚的日子(路十七26-27)和罗得的
日子(28至29节)，并且叫门徒回想罗得
妻子的结局。耶稣就是真理(约十四6)，
他讲的当然是真理 

• 罗得的妻子，一个获得救恩，又失去救
恩的人. 

• 妻子却因为不愿舍弃自己的家财，依然
恋着世界，不愿丢弃那城里她所拥有的
一切，忍不住要回头一看，这就违背了
神的命令，使自己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 

• 圣经里有那么多的人物事迹，像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撒拉，哈拿，路德等
主耶稣都没有要求我们“记住”，却单
单叫我们要记住罗得的妻子，可见她对
我们是有极大影响，且值得我们引以为
戒。 
 



利百加(Rebecca) 
• 利百加(Rebecca) 

意思是「绳套」利百加容貌俊美，性
情友善，心地仁慈，工作勤奮，應對
有禮，這些特質在創世記廿四章中都
可以尋獲。 
 

• 利百加在人群中是很容易突顯出來的
，從她的一生中可以看出，她是有「
行動」的特質，當她看見需要，就會
採取行動──縱使這行動不見得是正確
的。 
 

• ●當初就是利百加的舉動，引起以利
以謝的注意，供應飲水給陌生人是那
時代的習俗與禮貌，不過又協助為十
匹駱駝打水喝水，那就顯得特別了。
後來，當利百加得悉以利以謝此行的
任務時，利百加立刻答應願意成為以
撒的新娘。（創廿四58） 

 

以撒便領利百加進入了他母親撒拉的帳棚，
娶了他為妻，並且愛他，以撒自從他母親
不在了，這才得了安慰。（創廿四67） 



拉结(Rachel) 
• 雅各的爱妻，名字的意思是「

母羊」，多少是钟爱的昵称（
创世记29章） 

•  拉结天生丽质，雅各对她一见

倾心，认定她是心目中的妻子。
为了她而服事她父亲七年，怎料
他为岳父所骗，在结婚的那一夜
，新娘子竟是拉结的姐姐利亚但
雅各布情愿为拉结再服事岳父七
年。他们成婚后，拉结不能生育
而抑郁寡欢。 

• 在这最痛苦，最难熬的日子， 

骄傲的拉结想到了神，终于来到
神面前寻求神的帮助。 

• 创世记30：22-24：神顾念拉结
应允了她，使她能生育。 拉结

就怀孕生了第一个儿子，并说：
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她给儿子取
名：约瑟，意思是：愿耶和华再
增添我一个儿子。后来拉结终于
诞下约瑟和便雅悯两个儿子，可
惜当她生便雅悯的时候，因难 
产而死。 

[拉结的故事]：拉结对神的态度是：不冷不热。 表现在
以下3件事上： 

第一件：把自己的奴婢给丈夫作妾； 

第二件：用雅各与姐姐同寝交换风茄。 

第三件：偷父亲拉班的神像。 

拉结偷神像，不敬畏真神，不聖潔自守，这一举动，是
与神作对，使自己陷入了罪中，得罪了神。終於在生產
上不能得救，難產而死。 

http://www.gospelherald.com/Tags/2046/妻子
http://www.gospelherald.com/Tags/2046/妻子


利亚（Leah）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原文作被恨下同）
，就使她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创
世记29：31） 

• 利亚（Leah）–她名字可能是”没耐心或野
牛的意思,雅各第一位妻子利亚（Leah） 

• 她是怎样的人：她坚强、她爱的恒久–这使

她成就为一个忠实而虔诚的母亲、以及妻
子。但是她被父亲操纵，嫁给雅各，从此
对妹妹心怀嫉妒，而她和妹妹之间的矛盾
似乎从此就不可调和。 

• 她的苦楚：她没有妹妹的美貌，她和丈夫
之间的感情也只是她单方面的。 

• 可是雅各的爱并不能组织拉结死于难产的
悲惨命运。是她，利亚，命定成为雅各的
第一忍妻子，并陪他走到最后。 

• 雅各被称为以色列之父，而利亚，由于她
在雅各生命中的位置，则相应被称为以色
列之母。事实上，神承诺的救主，最终是
从利亚所生的犹大的宗族，而不是拉结所
生约瑟的宗族而来的。 

• 从利亚所生的宗族包括以色列伟大的王–大

卫以及人们翘盼许久的弥赛亚耶稣基督。
雅各死后，下葬在麦比拉 

（Machpelah)，他身边的妻子是利亚。他心爱
的拉结，则葬在以法他(Ephrath)。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4%BA%9A


犹大的儿媳—他玛 

• 他玛（Tamar）这个女人在圣经38章有记载

。对她的记载文字不多，但她却在耶稣基
督的家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她名字意为”椰枣树”或”棕榈树”的意
思 

• 她是怎样的人：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她牺牲
她的名誉，并几乎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达成
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愿望。 

• 她的苦楚：那些没有完成他们在她生命中责任的
男人，早早离开了他，使她成为了寡妇 

• 她的快乐：她大胆的举动不但没有破坏、反而成
全了自己想要生育子女的愿望 

• 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族谱记录为例，这里记录了
包括亚伯拉罕、以及五位女性的四十一位耶稣的
先人。在这族谱中的五位女性里，有三位女性–他
玛(Tamar)、喇合(Rahab)和拔示巴(Bathsheba)–都染
着乱伦、淫乱、私通、谋杀的不愉快色彩。 

• 想想吧，谁会如此翔实地用历史的眼光做下记录
，并列明弥赛亚道成肉身的家谱？只有神才会这
样做。他接纳了所有不合格的、绝望的、猥琐的
人们，将他们领上自己永恒而神圣的计划中来。 

 

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
生希斯仑。希斯仑生亚兰。 

（马太福音1：3–有关基督的宗族记录） 



 
平凡的母亲—约基别(Jochebed) 

 
 

• 约基别是米利暗、亚伦、摩西的母亲 
• 约基别(Jochebed) 

含意是「耶和华是荣耀」，二是「主是
尊贵的」 （出埃及记6章） 

• 约基别深信她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尊贵的
神，是至高至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唯一尊贵的神，她能作真神的女儿是一
生最荣耀的事。圣经教导我们：凡敬畏
耶和华神的，必得着神的祝福。 

•  约基别敬畏神，神就赐福给她，她生
了三个孩子，选她三个儿女作以色列人
民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离开
埃及。 

• 摩西后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领袖
与立法者。 

• 亚伦后来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位大祭司，
也是亚伦祭司家族的 始祖。 

• 米利暗后来成为有天才的女诗人与女先
知。她在埃及的压迫下，能挽回她男婴
的性命，所做的计划，显出她无比的勇
气和极大的信心，以致对以色列整个民
族 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所以她在希伯
来书中被列在信心的女英雄当中。 
 

约基别用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把小摩西放在河边
的芦荻中，又让孩子的姐姐米利暗远远站着，要知道
神怎样显作为。结果法老的女儿发现了蒲草的箱里的
摩西，把他收下作自己的孩子(出 2:20)。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Exo_2.php?section=20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Exo_2.php?section=20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Exo_2.php?section=20


米利暗（Miriam） 

 意思是含有「背叛者」、「苦」（出埃及
记15章） 

这个名字十分适合米利暗本人，由于她的
嫉妒，她的命运极为苦涩。她是以色列人
伟大领袖的姐姐。她小时候，在埃及尼罗
河畔，以她的机智聪明救了她 的婴儿弟弟 

摩西的性命。当摩西日后成为以色列的英
雄，她都一直在他的左右支持他。当摩西
率领两百万以色列民众渡过红海， 

 

刚刚走过分开的红海，她就带领以色列的
妇女唱诗、跳舞讃美神。米利暗后来因嫉
妒摩西，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
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 

她因自己的骄傲和违抗而受到惩罚，犯上
了严重的错误，患了麻风病，并最终无法
到达神的应许之地。但她仍是圣经中第一
位被称为「女先知」的人。 

 

 

出埃及记15:20  

亚 伦 的 姐 姐 ， 女 先 知 米 利 暗
手 里 拿 着 鼓 ， 众 妇 女 也 跟 
她 出 去 拿 鼓 跳 舞 。 15:21 米 
利 暗 应 声 说 ， 你 们 要 歌 颂 
耶 和 华 ， 因 他 大 大 战 胜 ， 
将 马 和 骑 马 的 投 在 海 中  



 
女士師底波拉 

 

底波拉說：“我必與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
着榮耀。因為耶和華要將西西拉交在一個婦人手裏
。”（士四：4-10) 

她名字的意思就是蜜蜂。 

●從她名字的意思就知道這位愛國女
先知，又是士師，一方面為同胞
採蜜，另一方面也像蜜蜂一樣用
致命的毒針去對付敵人，迦南人
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證明。 

●她天生就是一位領袖人物， –她作

为一个女先知，听闻了神的话语
并笃信神的道理。她激励她的人
民，最终使他们战胜了外来的侵
略者.她的名字蓋過她的丈夫及當
時同作士師的其他男人。 

• 她的苦楚：眼见自己的人民因为拜偶
像、忘记神的承诺和他们祖先的信实
而陷入巨大的绝望中。 

• 她的快乐：神将她的仇敌交于她的手
中，给软弱者以力量，保守了四十那
里的平安。 

 



拿俄米 
有「我的喜乐」，「我的福气」的意思， 

这是一个暗示女性妩媚、娴淑、漂亮的名
字（路得记） 
拿俄米的前半生是很苦的，当她的丈夫和
两个儿子相继离世后，只剩下媳妇路得陪
伴她。 

拿俄米一直把路得看成自己的女兒般的愛
護著，因為她能從路得身上看見上帝的祝
福，同時也藉著上帝的引導，讓路得去經
歷上帝的祝福。 

我們看到拿俄米對路得的愛心，對波阿斯
的關心，以及對上帝的信心。她存著堅信
上帝的態度，用智慧進行她的計劃，終於
促成一對美滿的婚姻，滿足上帝的心意。 
 

后来路得生了第一个儿子，在抱去给祖母
拿俄米看时，内奥米内心真是欢喜快乐，
本来失去儿媳，现在却一并获得儿媳与孙
儿。 
於是她對路得說：「女兒啊，我不當為你
找個安身之處，使你享福麼？」 

（得三1） 
 

婆婆說，女兒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這事怎樣
成就，因為那人今日不辦成這事必不休息。（得
三18） 



 
路得(Ruth) 

 

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那裏去，
我也往那裏去，你在那裏住宿，我也在那裏住
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
帝。（得一16） 

这个名字在女孩子当中是最流行的一个，
它的意思是「值得看的」或「友谊」。 相

关的含义是婴儿的美丽、可爱，和温柔，
这与路得的性格相合:有信心的摩押女子
（路得记） 

 

●路得为人忠诚，孝顺,在她还年青时，死
了丈夫又遇到大饑荒 ,她和她的嫂子决定
留在婆婆内奥米的身边(这三个女人都是寡
妇)，不回娘家去。惟经婆婆劝导下，路得 

的嫂子终于离开，只有路得坚持留下来陪
伴婆婆，神也因此而赐福她。她离开自己
的国家，跟随内奥米往犹大的伯利恒去。
她殷勤地在田间拾麦穗，供养婆婆。后来 

遇上了敬虔又富有的波阿斯，并且嫁给了
他，生了俄备得，他就是大卫王的祖先。 

 ●路得蒙上帝使用，不但是因為她對上帝
的信心，也是因為她對拿俄米的忠诚,信心
與愛心正是蒙福的途徑——神会多方赐福
的。  

 



因信稱義喇合(Rahab) 
喇合-含意是「宽敞」（约书亚记2章） 

她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在以色列人攻取
耶利哥时，约书亚所派遣的两个探子躲藏在
她的屋子里，她没有把他们检举出来，反而
敬畏他们的神，救了他 们二人的性命，她无
惧国人知情后对她加诸杀害。 

她是怎样的人：喇合生就聪慧而识大局。她
看到将要来到的审判，于是想出办法救出自
己和家人。当她听闻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
能后，她凭着信实，以自己的性命为赌注，
她的勇敢使她的名字留在耶稣家谱里，又为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作者列为信心伟人之一。 
她的苦楚：眼见自己同城的人民和城市被毁。 

她的快乐：神给了她，一个曾经崇拜偶像的
娼妓以认识他、并归成神的子民机会并且成
为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一员。 
重要章节: 约书亚记 2：1-21；6：17-25；马太
福音1：5；西伯来书11：31；雅各书2：25 

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的
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
人一同滅亡。希伯來書11:31  



以斯帖(Esther)  
意思是「一颗星」、「好运气」。现代则
称之为「希望之星」、「欢乐之星」、
「卓越之星」（以斯帖记） 
 
a.慎思明辨、b.懂得作最壞的打算、c.以柔
克剛沉著應戰、d.生命成熟設法溝通尋求
團 
 
●对以斯帖的同胞而言，她就代表了这 一

切，因为她从灭族边缘中把同胞拯救回来。
她本来隐藏在监护人家里，同时也隐瞒籍
贯宗族，后来却成为赫赫有名的波斯王后。
她被称为一个有明智判断的女 人，并且有
着伟大的自制力，肯为同胞甘冒一死， 
（歷史性三天三夜不喫不喝，書珊城所有
以色列人為以斯帖禁食祈求。（斯4:16） 
 
●她從童話故事般的「灰姑娘」，在君王

威仪无比的金杖前屈身，结果不但救了同

胞也救了自己。成為歷史「民族英雌」。
不是問「為什麼是我？」因為，這是「特
別獎」，上帝要給你的…… 

http://www.gospelherald.com/Tags/5212/以斯帖
http://www.gospelherald.com/Tags/5212/以斯帖
http://www.gospelherald.com/Tags/5212/以斯帖


亚比该(Abigail) 
• 1. 亚比该(Abigail)  

亚比该，迦密人，圣经形容
她为“聪明俊美的妇人，意
思是「她是喜乐」（撒母尔
记上25章） 

• 亚比该并不只是拥有一幅美
丽的脸，她秀外慧中，才貌
兼备，还很敬虔，她认识神。 

• 她有正确判断情况和事实的
能力，能了解他人的洞察力，
有可以动别人心的说服力。
她不仅俯伏在大卫的面前以
尊敬和谦卑向大卫说情，还
要把一切的责任归于她。因
此，能从大卫的愤怒和刀下
救了丈夫。之后，丈夫拿八
死后，大卫成了王之后向亚
比该求了婚，她最后成了王
的女人， 

 
 
 

撒上25 -31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
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
，更求你听婢女的话。 

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八，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八(就是“
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
看见。 
 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
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象
拿八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 
 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
华争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 

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 神那
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
弦甩石一样。 
 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
赐福与你，立你作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
有亏。耶和华赐福与我主的时候，求你记念婢女。” 



哈拿(Hannah)-有美丽动

人的含意，如「优雅」或「恩惠」， 

 
 祷告的母亲:哈拿没有生育，

内心感到非常愁苦，但却不停
止祷告祈求。她在圣殿向神祷

告，如果祂赐她一个儿子，她
会把他归给神，全然由祂使用！
神答允她的所求，當撒母耳出
生之後，她信守對上帝的誓言，
將兒子奉獻，終身服事上帝作
拿細耳人。 
 这就是以色列历史上显赫有名
的领袖,撒母耳是上帝按立的第

一位先知。哈拿的祷告蒙了应
允，就还了愿。这个女人是理
想母性的化身，她不住的 祷告，

蒙了神丰盛的祝福。撒母耳记
上1:10-2:1-10 
 

我祈求為要得這孩子，耶和華已將我所求的
賜給我了，所以……他終身歸與耶和華 

撒母耳記上1:27  



皇太后-拔士巴 
• 她名字的意思是「誓言之女」 

• 大衛生平最大的錯誤，是他娶了烏利亞的妻
子拔示巴，與一個有了丈夫的婦人犯了姦淫
，而且事後又設計陷害他的丈夫烏利亞，使
他在戰場中陣亡。 

• 直到大衛生命的最後時刻，拔示巴一直是他
最寵愛的妻子，他們又生了四個兒子，其中
最主要的是所羅門（歷代志上3：5）。若拔
示巴沒有大衛所敬重的在智力上和精神上的
品質以及外表的美麗，他不可能一生喜愛她
。所羅門的出生記錄在撒母耳下12：24，「
大衛給他起名叫所羅門，神也喜愛他」。 

  

• 列王記上1：17中知道大衛曾對拔示巴莊嚴發
誓，她兒子所羅門要繼承他的王位，大衛的
長子亞多尼亞也知道。因此，拔示巴是神選
擇出來做這個特別兒子的母親，他後來帶領
以色列實現了能力的至高點。 

• 以色列母親對孩子的成長影響很大，有跡象
表明拔示巴在世的時候所羅門屬靈、謙卑、
虔誠、樂於執行神的旨意。所羅門在晚年精
神上墮落，我們不能責怪拔示巴；聖經中曾
兩次說所羅門國王的妻子們使他心離神，這
也在他晚年，那時他的母親已不在人世了。  

 

我們可以用下面七點描述這位女人真正的
性格：  

●神沒有責怪她，拿單和大衛也沒有。  

●從拿單的寓言里我們推測烏利亞愛她；
顯然母羊羔是天真和純潔的象徵。  

●大衛在後來的生活中熱烈和持久地愛她。  

●先知拿單是她和兒子所羅門的忠實朋友。  

所羅門非常尊重母親。  

●在大衛眾多的妻子中，神選中了拔示巴
成為那個善良和愛好和平的兒子的母親，
兒子繼承大衛的遺願建造神殿。她的影響
非常重 



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 

• 耶穌稱示巴女王是來自「地極」，「要
聽所羅門的智慧話」 (馬太福音12：42) 

• 示巴原意为乐土，出产金矿的地方。身
为示巴女王，不用说，定是人间巨富. 

• 耶穌在讚美南方來的女王，又譴責了文
士和法利塞人。示巴女王騎著駱駝，歷
經1250英里的長途跋涉，對她而言，這
不是一次舒服的旅行。她親眼見到一切
，她提出過問題，得到了答案，並最終
帶著智慧回國。女王從所羅門那裡知道
他的王位是神賜給他的，她這樣說：  

 

• 「耶和華—你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喜
悅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國位；因為他永
遠愛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
行義。」 歷代志下9:8 

 

 

示巴女王對王說：我在本國裡所聽見論到你
的事和你的智慧實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
話，及至我來親眼見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
人所告訴我的，還不到一半；你的實跡越過
我所聽見的名聲。（代下9:5-6） 

 

 



 
撒勒法的寡妇:信心的跨越 

 • 列王纪上17：5 -- 14 

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有没有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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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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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用器皿取点谁来给
我喝。”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有呼叫说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她说：“我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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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就是吧！”“不要惧怕，可
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 以利亚对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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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似乎是上帝的一个不寻常的工具。她不是
以色列人，只是一个寡妇，既无社会地位，
又无财富和势力。她自己又快要饿死了。 

• 从上帝的这个办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多么奇
妙的教训！上帝拣选我们，往往不是因为我
们拥有某种力量，而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林
后12：9）。 

•  

寡妇把她的最后一个面饼给了以利亚。上帝施行了神
迹。她和她的儿子神奇地躲过了饿死的命运，得到了
粮食的不断供应。很难想象她看到不可思议的神迹发
生时是如何地惊讶，而且不止是一天，乃是一天又一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