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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王上12：16-14：20；代下13章
注释：《先知与君王》第7章

耶罗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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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

聚光灯

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

“所罗门从前的仆人耶罗波安，既被背叛犹大家的以
色列十个支派拥立为王，他就有机会在政治和宗教方面发
起明智的改革运动。他在所罗门作王的时候，曾显明自己
有适当和稳健的判断力；他多年来忠诚的服务使他有资格
贤明地治国。可惜耶罗波安没有以上帝为他的依靠。”

立为邱坛的祭司；凡愿意
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
邱坛的祭司。这事叫耶罗
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
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
（王上13:33，34）

（《先知与君王》第7章，第1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判断下列各项的是非题。正确项写 T，错误项写 F。
_____某个做法对你来说是罪，但对我来说可能
是罪，也可能不是罪。
_____没有不可赦免的罪恶。
_____罪恶无非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_____有些罪比其他的罪更为严重可怕。
_____罪恶总是带来不良的后果。
_____如果我们祈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恶，上帝就永远赦免了。
_____如果我的罪没有伤害任何人，
“耶罗波安心里说：
_____这就不算为罪。
“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
_____上帝恨恶罪恶，但总是爱罪
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
人。
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
_____罪恶乃是与上帝隔绝。
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
_____今日的教会常常忽视罪恶。
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

走进
故事

房
角
石

大王罗波安。

吗？

你知道
30

“耶罗波安王就筹画定妥，
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
“以色列人哪，你们上耶路撒
冷去实在是难；他就把牛犊一
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
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
们往但去拜那牛犊。”（王
上12：26-30）

列王记上13：33记载：“凡愿
意的，他（耶罗波安）都分别
为圣，立为邱坛的祭司。”这乃
“那时，有一个神人奉
是严重得罪了耶和华，上帝视之
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
为大罪。上帝禁止任何利未支派
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
以外的人担任祭司，违者当处以死
旁要烧香；当日，神人
刑（参阅民3：10）。以色列人交纳
设个预兆，说：“这坛
的十分之一要作为利未人的工资。这
必破裂，坛上的灰必
就使得利未人可以全身
倾撒，这是耶和华
心的尽自己作为祭司
的职责，不必再从事
说的预兆。
第二职业，以便维持
“耶 罗 波
生活了。耶罗波安的祭
司们是由国王供给他们
安王听见神
薪水。因此，他们必
人向伯特
须同时担任圣职与俗职，
将这两样掺和；不
久之后，他们就由于
收受贿赂以及出卖国王的政
治利益而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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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就枯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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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
祷告，求耶和华你上帝的恩典使
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
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
常一样……（王上13：1，3-6）
“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
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
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
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
“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
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
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
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
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
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
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
大来的神人不是？”
“他说：“是。”
“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
我回家吃饭。”
“神 人 说 ： “我 不 可 同 你
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
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
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
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
原路回来。’”
“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
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
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
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
都是老先知诓哄他。于是神人同老
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
“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
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
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既违背耶和华的
话，不遵守耶和华你上帝
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
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
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妙语连珠

（王上13:11-22）

“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
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
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加6：7,8）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灵放在
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
他们肉心。”
（结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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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
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约一1:7）

在怀爱伦所写的名为“耶罗波安”的一章中，她提到了三个
故事。她这样写：“在破裂的坛、枯干的手、和那胆敢违背
耶和华明令之人所遭受可怕的厄运上，耶罗波安理应看出一位
被触犯之上帝的不悦，而且他理应从这些刑罚中得到警告，不
致在他的恶行上顽梗不化。”（《先知与君王》第7章，第18段）
思考这三个故事，并写出我们从每个故事当中学得的重要教训。
1，破裂的坛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
就是他的罪了。”
（雅4:17）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
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
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象
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路13:34）

言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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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枯干的手

“自由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
也是一半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
我建议在西海岸设立一个责任雕
像，以此作为东海岸自由女神像的
补充。”——维克多•弗兰克，医学博
士，博士，（1905-1997），二十世纪奥地利
神经病学家与精神病专家，大屠杀幸存者，

3，那个胆敢违背耶和华命令与假先知吃饭的
未曾提名的先知

也是《人类对价值的探索》一书的作者。

“罪恶的本质乃是人以自己取代了上帝，而
救赎的本质乃是上帝自己取了人的位置。”——
约翰•斯托德，英国布道家，传教士，圣经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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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星期一

星期四

请将自己在“你的看法”中的答
案与某个朋友的答案进行比较。
讨论你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区别。

韦恩奥茨评论说：“思维领域将
上帝的临格认为是伤感的亲近。
乡村歌曲中唱到‘与耶稣进行简
短的谈论’就仿佛是与密友聊天
…然而，在强烈的对照之下，圣
经的智慧说明在我们不知道的时
候，上帝就与我们同在。至少，
我们是在事后才能意识到祂的同
在”。这段论述如何与本课的存
心节同步？耶罗波安的密友，与
上帝“伤感的亲近”会影响他允
许任何人担任祭司的灾难性选择
吗？本课对于敬畏圣洁的上帝有
哪些教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帝试图借着耶罗波安的故事给
我哪些教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写出你对于罪恶的定义：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列出三种青少年认为无关紧要的
罪：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日
请回顾“走进故事”这部分并认
真思考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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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王上12：26-30. 先知亚希
雅向耶罗波安保证上帝要让他成
为以色列十个支派的王。然而，
耶罗波安依然对这个国不放心。
于是他分别在伯特利和但设立了
敬拜的中心，以便阻止他的百姓
南下到属于犹大国境内的耶路撒
冷去敬拜。倘若耶罗波安允许他
的百姓自由去耶路撒冷敬拜的话，
你认为耶罗波安的事迹会有所不
同吗？在哪些方面不同？你在生
活中的哪个方面感觉有属灵的危
机？
•阅读王上13：1-6.故事中这只枯
干的手对上帝的品格有哪些启示？
思考这个不知名之先知的勇气。
他的故事如何教导我们向掌权者
宣扬真理？上帝呼召你将生活中
的哪个方面完全奉献？
•阅读王上13：11-22.这个故事如
何应用在我们今日的生活之中？
你有没有对来自犹大的神人表示
同情？加以解释。有些人宣称这
个故事暴露了上帝十分苛刻且不
讲道理的一面，对于这样的说法
你如何回应？

星期二
请牢记怀爱伦的这段论述：“耶
罗波安有机会在政治和宗教方面
发起明智的改革运动…可惜耶罗
波安没有以上帝为他的依靠。”
（《先知与君王》第7章，第1段）
阅读诗篇91篇。然后写出自己有
关需要并愿意信靠上帝的诗篇。
（你可以利用学习指南后面的笔
记页。）

星期三
在“妙语连珠”中提供了这样一
条上帝的应许：“我要使他们有
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灵放在他们里
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他们肉心。”（结11:19）。
将该应许与结36：26的应许进行
比较，上帝在这节经文中这样说：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
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
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阅读诗篇51篇，以此作为一篇祈
祷，恳求上帝赐给你一个全新的，
专一的心。

这课如何教导我们这一周当怎样
行事为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有哪
些特别的益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五
认真思考怀爱伦在‘耶罗波安’
一章中的论述。
“然而主在尚未尽可能引领以色
列回头效忠祂之前，祂决不丢弃
他们。但经过漫长的黑暗年日，
当一个王接着一个王起来公然反
抗上天，引领以色列一步深似一
步地陷入拜偶像的恶习之中时，
上帝曾三番五次地向祂背道的子
民发出警告。祂借着祂的先知给
他们各样的机会，去遏制背道的
狂澜而归回祂…，就连最黑暗
的时辰，也有一些人仍然效忠
神圣的统治者，而且在偶像崇
拜 之 中 ， 他们在圣洁的上帝面前
却度着无瑕疵的生活。这些忠心
的人乃是列在“余民”之中的，
耶和华的永恒旨意终必借着他们
完全实现。”（《先知与君王》
第7章，第21段）

本周阅读*

《先知与君王》第7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访问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坚持
这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
完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