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ILL, SMALL VOICES 

微小的聲音 

「亞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 和他用刀殺眾先知的事都告訴耶洗別. 耶洗別就差遣人去見

以利亞, 告訴他說,: 「明日約在這時候,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 願神

明重重的降罰與我. 」以利亞見這光景, 就起來逃命, 到了猶大的別是巴, 將僕人留在那

裡, 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來到一棵羅騰樹下; . 就坐在那裡求死, 說: 「耶和華

, 罷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王上19:1-4) 

當時是屬靈大爭戰的時期, 相仿於你我所處的時代. 世俗的勢力一味攔阻人敬拜真 神; 

結果, 屬神的僕人變得氣餒, 感到憂鬱.  

請謹記, 以利亞剛才見證過 神降火在他所築的祭壇上. 祭物, 和石頭, 木頭和水都被 神

的同在所燒盡. 眾人看見了, 便呼喊説: 「耶和華是 神! 耶和華是 神!」(參看王上

18:38-39). 當天激烈的爭戰彷彿被勝利吞滅了. 這是如此的榮耀, 甚至心中無 神的亞哈

王都大為驚訝. 他回到宮中, 把一切告訴了王后耶洗別. 可是, 這還是不足以令有權有勢

,定意抵擋 神的人改變心意.  

我能想像以利亞當時心中想: 「我們有甚麼去向呢? 神已降火, 在迦密山上戰勝了. 神啊

, 我厭棄現今的社會狀況! 我認為沒有甚麼比我們剛才見證過的更偉大, 然而甚麼都沒有

改變! 有甚麼可以説服這世代的人呢? 」 

我知道我們許多人都同情以利亞心中感到絕望. 我們有時候也會歎息, 説: 「神啊, 我對

我們街上的罪惡, 新聞節目中的污言穢語, 誹謗與 神同行的人(我們都受排斥, 被看為充

滿偏見, 與世界脫節的人)等事, 感到厭倦了. 」 

於是, 我們多半像以利亞一般, 開始想: 「我以為且希望自己能有所貢獻. 但是, 我不知

道自己還能做甚麼! 我的力量彷彿日趨微弱. 」 

 

 



 

神的回應  

神有何回應呢? 祂對以利亞説: 「你出來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時耶和華從那裡經過, 

在祂面前有烈風大作, 崩山碎石, 耶和華卻不在風中; 風後地震, 耶和華卻不在其中; 地

震後有火, 耶和華也不在火中; 火後有微小的聲音. 亅(王上19:11-12)  

我讀到這段經文, 就不禁思索, 神是否要顯示以利亞比他連想 神的能力更為大能的.  

請試想, 有人致電給你説: 「到我們教會來. 神的能力正在降臨. 」你自然而然會有個想

法, 有關那是如何的. 也許你會期盼在所羅門時代充滿了聖殿那屬神的榮光, 或者像在五

旬節被澆灌的靈火會在 神面前破碎一切剛硬的心靈. 然而, 神在這裡顯示了以利亞甚麼

呢? 

神經過了他, 以強風在他面前崩山碎石. 以利亞從生活和事奉中相信 神大能的氣(breath

或作聖靈) 所向披靡. 但是, 聖經記載, 神並沒有這樣彰顯能力. 接下來的就是地震和火

. 以利亞知道 神大能的同在能震撼全地, 使人心中敬畏. 然而, 聖經記載, 神也不在地

震或火中. 最後, 神既大能, 又出乎以利亞意料的臨到了--透過微小的聲音的能力. 根據

原文, 這裡形容了既平靜, 人看來並不轟動, 隨隨便便的人不會聯想為偉大的一件事.  

請思量先知以賽亞在屬靈敗落的時期對百姓所説的: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經如此説

: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你得力在乎平静安穩; 你們竟自不肯. 」」(賽30:15) 換言

之, 衪說: 「我要賜給你們出人意料的平安. 在一片混亂當中(也就是說, 當人人都尋找

非從 神得不著的一個社會, 萬事又越發失控時),我要令你心靈平靜. 

「你們卻説: 「不然, 我們要騎馬奔走. 」 所以你們必然奔走; 又説,: 「 我要騎飛快

的牲口. 」 所以追趕你們的, 也必飛快. 一人叱喝, 必令千人逃跑; 五人叱喝, 你們都

必逃跑, 以致剩下的, 好像山頂的旗杆, 岡上的大旗. 耶和華必然等候, 要施恩給你們; 

必然興起, 好憐憫你們; 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 凡等候祂的, 都是有福的百姓.」(賽

30:16-18)  

神實在對祂的百姓説: 「好吧, 你們擅自作主! 極力按照自己的意思尋找力量吧. 但是, 

當你們疲憊不堪, 至終發現你們自己本身毫無力量(也就是說, 你們自己的計劃, 甚至曾

經亨通的事情現在都行不通) 我就必恩待你們. 」這將會是恩典之地! 原文這裡的思想如

下: 「這是剛強和軟弱的都可以協商, 貧困的則受恩待的一個地方. 」 

我們終於耗盡策略和資源, 神就必臨到, 既安静, 又滿有確據, 輕輕的對我們説話, 平静

我們的心靈, 且賜給我們力量, 好讓我們能繼續下去. 



 

兩位小老太婆 

我參加過一些不可思議的教會聚會; 也就是說, 當 神的同在和權能充滿聖所. 但是, 我

發現有些更奧妙的時刻; 當平凡的人帶著微小的聲音而來. 比如, 我記得多年前, 我們在

加拿大以一塊錢買下了我們頭一間教堂. 神給了我有關衪即將成就的一個異象, 我們就開

始按照衪的意思裝修教堂. 頭一天, 我看見約有50人和我同工. 我周圍四看, 就幾乎感到

像所羅門建殿時一樣. 「這是可畏的! 這地方將會榮耀 神! 亅 

可是, 幾個小時後, 我們發現工程非常艱巨. 到了第二天, 也許有45人. 到了第三天,40

人. 到了下週, 只剩下我一個! 

我獨自站在教堂裡, 凝視所需的工程, 我的心就垂下去了. 「神啊, 難道人們看不見你即

將成就的嗎? 北美的風俗甚麼時候才會脫離「我可得甚麼樣益處? 」的心態呢? 人們甚麼

時候才會明日你如今的託負呢(也就是說, 大有榮幸,在幾乎一百年來都缺乏 神見證的地

區為衪作見證)? 」 

我記得當天自己感到沮喪, 因為我要極力帶領一群人, 但他們好像無法領會 神對我所説

的. 我的手開始垂了下來, 這小小的意念臨到了我: 「成就這工程是值得的嗎? 」 

那是我早期事奉的最低潮之一. 當時已是日落西山的時候. 地上滿了鋸末, 空氣又彌漫著

塵埃. 但是, 我突然抬頭一看, 看見站在拱門裡兩位小老太婆的身影. 她們朝著我走過來

. 

這兩位老太婆年老力弱. 其實, 她們很老了; 慢慢的走過來時, 必須彼此扶持. 我看著她

們, 便心中問她們要甚麼. 其中一位以微小的聲音對我説: 「牧師啊, 你做得好. 自從你

到這裡來, 這社區不一樣了. 不要灰心. 」另一位則把五十塊錢放在我的手中, 輕輕的説

: 「不要放棄. 」 

哦, 她們這樣說, 我心中就得著力量! 我突然得著所需的鼓勵, 好繼續下去. 原來, 她們

是住在另一個地區, 參加另一家教會的, 但她們感受到主的引領來探訪我.  

一個孩子的聲音  

我們可以從路加福音讀到有關另一個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 人們爭權奪利, 神見證所在之

地又被外邦的勢力所佔據. 毋庸置疑, 那是個令人既沮喪, 又反感的時期; 人們都為要納

稅,報名上册, 而在國中遷移. 

 



 

我能想像人們一邊在客店裡讀經, 一邊呼求說: 「神啊, 你在哪兒? 難道你不能改變事情

嗎? 難道你不是那曾分開紅海給百姓開路的 神嗎? 難道你不是那曾垂聽先知以利亞,降火

燒盡祭物, 叫百姓回轉的 神嗎? 求你再次向這世代的人彰顯你的能力! 」 

我肯定有人在禱告會裡呼求 神, 因為該世代有虔誠人. 然而, 人人都想像 神的能力該當

如何時, 有些他們不明瞭事情就臨到了. 沒有人期盼 神會這樣彰顯能力, 賜力量給眾人, 

好讓他們能繼續下去. 當時有羅馬人的馬蹄聲, 宗教人仕議論紛紛, 和那些想推翻政權的

人在暗中策劃. 在這眾多的聲音當中, 神的能力臨到了; 原來, 是個孩子的聲音! 既不是

風, 火, 或地震, 乃是馬槽裡微小的聲音. 然而, 有誰聽得見呢? 有誰能明白 神的權能

呢?  

宗教人仕,社會中的佼佼者, 和自我中心的人都聽不見. 那些定意壓制人的羅馬人更聽不

見. 於是, 神臨到了在野地裡的幾個牧羊人, 把現今和永恆之間的幔子揭開. 祂更打發天

使高聲唱: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 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參看路2:13-

14) 換言之, 凡你所渴望的已臨到了! 

那些牧羊人起來往馬槽去, 卻只找著一個嬰孩微小的聲音. 這聲音如此的微小, 人人都要

安静下來, 才能聽見. 然而, 最後「牧羊的人回去了; 因所聽見所看見的一切事, 正如天

使向他們所説的, 就歸榮耀與神, 讚美衪. 」(路2:20) 按肉體, 這是被看為愚拙的! 但

是, 這微小的聲音就是 神再次彰顯的能力. 

充滿確據的話語的能力 

先知瑪拉基透過舊約聖經最後的一卷書, 論到有關在屬靈敗落時期裡, 曾經且將會發生在 

神百姓當中的事情. 「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瑪3:16) 他們在説甚麼呢? 他們不

是彼此談論歷史上的此時此刻嗎? 他們的言詞會改變甚麼呢? 聖經說: 「人心憂慮, 屈而

不伸; 一句良言, 使心歡樂.」(箴12:25) 又說: 「話合其時, 何等美好.」(箴15:23) 且

指示我們説: 「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著和氣, 好像用盬調和. 」(西4:6) 

重點如下: 既充滿確據, 又平靜的話語大有能力. 如今, 你我必須彼此鼓勵! 我們都不需

要風, 火, 或地震. 這些都是奇妙的事情, 神大可以將之使用. 但是, 尤其是在這時刻裡

, 比它們加起來更為大能的, 就是對 神充滿確據, 微小的聲音. 這聲音説: 「一切都是

好的. 弟兄弟姊妹啊, 神掌管你的情形. 神依然在寶座上. 主依然得勝, 而我們則依然得

勝有餘. 」 

你不知道, 神樂意透過你日常的生活(在你社區裡, 工作環境, 家庭裡)澆灌多少能力; 你

只要發出對 神的恩慈和信實充滿確據的話語. 因此, 但願我們不像以賽亞時代的人一般,  



 

不肯接受 神所賜平静安穩的心. 讓我們對主敞開心靈, 以微小的聲音彼此説話. 我們會

發現向這世代的人傳揚 神的權能, 是大有榮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