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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王上12：16-14：20；代下13章
註釋：《先知與君王》第7章

耶羅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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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這事以後，耶羅波安仍

聚光燈

不離開他的惡道，將凡民

“所羅門從前的僕人耶羅波安，既被背叛猶大家的以
色列十個支派擁立為王，他就有機會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發
起明智的改革運動。他在所羅門作王的時候，曾顯明自己
有適當和穩健的判斷力；他多年來忠誠的服務使他有資格
賢明地治國。可惜耶羅波安沒有以上帝為他的依靠。”
（《先知與君王》第7章，第1段）

立為邱壇的祭司；凡願意
的，他都分別為聖，立為
邱壇的祭司。這事叫耶羅
波安的家陷在罪裏，甚至
他的家從地上除滅了。”
（王上13:33,34）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判斷下列各項的是非題。正確項寫 T，錯誤項寫 F。
_____某個做法對你來說是罪，但對我來說可能
是罪，也可能不是罪。
_____沒有不可赦免的罪惡。
_____罪惡無非就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_____有些罪比其他的罪更為嚴重可怕。
_____罪惡總是帶來不良的後果。
_____如果我們祈求主赦免我們的罪
惡，上帝就永遠赦免了。
_____如果我的罪沒有傷害任何人，
“耶羅波安心裏說：
這就不算為罪。
“恐怕這國仍歸大衛家；
_____上帝恨惡罪惡，但總是愛罪
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
人。
耶和華的殿裏獻祭，他們的
_____罪惡乃是與上帝隔絕。
心必歸向他們的主猶大王羅
_____今日的教會常常忽視罪惡。
波安，就把我殺了，仍歸猶

走進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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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羅波安。

嗎？

你知道
30

“耶羅波安王就籌畫定妥，
鑄造了兩個金牛犢，對眾民說：
“以色列人哪，你們上耶路撒
冷去實在是難；他就把牛犢一
隻安在伯特利，一隻安在但。
這事叫百姓陷在罪裏，因為他
們往但去拜那牛犢。”（王
上12：26-30）

列王記上13：33記載：“凡願
意的，他（耶羅波安）都分別
為聖，立為邱壇的祭司。”這乃
“那時，有一個神人奉
是嚴重得罪了耶和華，上帝視之
耶和華的命從猶大來到伯
為大罪。上帝禁止任何利未支派
特利。耶羅波安正站在壇
以外的人擔任祭司，違者當處以死
旁要燒香；當日，神人
刑（參閱民3：10）。以色列人交納
設個預兆，說：“這壇
的十分之一要作為利未人的工資。這
必破裂，壇上的灰必
就使得利未人可以全身
傾撒，這是耶和華說
心的盡自己作為祭司
的預兆。
的職責，不必再從事
第二職業，以便維持
“耶 羅 波
生活了。耶羅波安的祭
安王聽見
司們是由國王供給他們
神人向
薪水。因此，他們必
須同時擔任聖職
與俗職，將這兩樣
摻和；不久之後，他們
就由於收受賄賂以及出賣國
王的政治利益而敗壞了。

伯特利的壇所呼
叫的話，就從壇上伸手，說：
“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
手就枯乾了，不能彎回；壇也破
裂了，壇上的灰傾撒了，正如神
人奉耶和華的命所設的預兆。
“王對神人說：“請你為我
禱告，求耶和華你上帝的恩典使
我的手復原。”於是神人祈禱耶
和華，王的手就複了原，仍如尋
常一樣……（王上13：1，3-6）
“有 一 個 老 先 知 住 在 伯 特
利，他兒子們來，將神人當日在
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說
的話都告訴了父親。父親問他們
說：“神人從哪條路去了呢？”
兒子們就告訴他；原來他們看見
那從猶大來的神人所去的路。老
先知就吩咐他兒子們說：“你們
為我備驢。”他們備好了驢，他
就騎上，去追趕神人，遇見他坐
在橡樹底下，就問他說：“你是
從猶大來的神人不是？”
“他說：“是。”
“老先知對他說：“請你同
我回家吃飯。”
“神 人 說 ： “我 不 可 同 你
回去進你的家，也不可在這裏
同你吃飯喝水；因為有耶和華
的話囑咐我說：‘你在那裏不
可吃飯喝水，也不可從你去的
原路回來。’”
“老先知對他說：“我也是
先知，和你一樣。有天使奉耶和
華的命對我說：‘你去把他帶回
你的家，叫他吃飯喝水。’”這
都是老先知誆哄他。於是神人同老
先知回去，在他家裏吃飯喝水。
“二人坐席的時候，耶和華
的話臨到那帶神人回來的先知，
他就對那從猶大來的神人說：
“耶和華如此說:

你既違背耶和華的
話，不遵守耶和華你上帝
的命令，反倒回來，在耶和華禁
止你吃飯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
此你的屍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墳墓。”

妙語連珠

（王上13:11-22）

走出
故事

“不要自欺，上帝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
也是甚麼。順著情欲撒種的，必從情欲收敗壞；順著
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加6：7,8）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
他們裏面，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
給他們肉心。”（結11:19）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
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
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約一1:7）

在懷愛倫所寫的名為“耶羅波安”的一章中，她提到了三
個故事。她這樣寫：“在破裂的壇、枯乾的手、和那膽敢違
背耶和華明令之人所遭受可怕的厄運上，耶羅波安理應看出
一位被觸犯之上帝的不悅，而且他理應從這些刑罰中得到警
告，不致在他的惡行上頑梗不化。”（《先知與君王》第7
章，第18段）
思考這三個故事，並寫出我們從每個故事當中學得的重要教
訓。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
是他的罪了。”
（雅4:17）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
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
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象
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們不願意。”
（路13:34）

1，破裂的壇

言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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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枯乾的手

“自由僅僅是故事的一部分，
也是一半的真理。這就是為甚
麼我建議在西海岸設立一個責
任雕像，以此作為東海岸自由女
神像的補充。”——維克多•弗蘭
克，醫學博士，博士，（1905-1997），
二十世紀奧地利神經病學家與精神病專
家，大屠殺倖存者，也是《人類對價值的

3，那個膽敢違背耶和華命令與假先知吃飯的
未曾提名的先知

探索》一書的作者。

“罪惡的本質乃是人以自己取代了上帝，而救
贖的本質乃是上帝自己取了人的位置。”——約
翰•斯托德，英國佈道家，傳教士，聖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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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星期一

星期四

请將自己在“你的看法”中的答
案與某個朋友的答案進行比較。
討論你們之間可能存在的區別。

韋恩奧茨評論說：“思維領域將
上帝的臨格認為是傷感的親近。
鄉村歌曲中唱到‘與耶穌進行簡
短的談論’就仿佛是與密友聊天
…然而，在強烈的對照之下，聖
經的智慧說明在我們不知道的時
候，上帝就與我們同在。至少，
我們是在事後才能意識到祂的同
在”。這段論述如何與本課的存
心節同步？耶羅波安的密友，與
上帝“傷感的親近”會影響他允
許任何人擔任祭司的災難性選擇
嗎？本課對於敬畏聖潔的上帝有
哪些教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帝試圖藉著耶羅波安的故事給
我哪些教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你對於罪惡的定義：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列出三種青少年認為無關緊要的
罪：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日
請回顧“走進故事”這部分並認
真思考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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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王上12：26-30. 先知亞希
雅向耶羅波安保證上帝要讓他成
為以色列十個支派的王。然而，
耶羅波安依然對這個國不放心。
於是他分別在伯特利和但設立了
敬拜的中心，以便阻止他的百姓
南下到屬於猶大國境內的耶路撒
冷去敬拜。倘若耶羅波安允許他
的百姓自由去耶路撒冷敬拜的話，
你認為耶羅波安的事蹟會有所不
同嗎？在哪些方面不同？你在生
活中的哪個方面感覺有屬靈的危
機？
•閱讀王上13：1-6.故事中這只
枯乾的手對上帝的品格有哪些啟
示？思考這個不知名之先知的勇
氣。他的故事如何教導我們向掌
權者宣揚真理？上帝呼召你將生
活中的哪個方面完全奉獻？
•閱 讀 王 上 13： 11-22.這 個 故
事如何應用在我們今日的生活之
中？你有沒有對來自猶大的神人
表示同情？加以解釋。有些人宣
稱這個故事暴露了上帝十分苛刻
且不講道理的一面，對於這樣的
說法你如何回應？

星期二
請牢記懷愛倫的這段論述：“耶
羅波安有機會在政治和宗教方面
發起明智的改革運動…可惜耶羅
波安沒有以上帝為他的依靠。”
（《先知與君王》第7章，第1段）
閱讀詩篇91篇。然後寫出自己有
關需要並願意信靠上帝的詩篇。
（你可以利用學習指南後面的筆
記頁。）

星期三
在“妙語連珠”中提供了這樣一
條上帝的應許：“我要使他們有
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
面，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給他們肉心。”（結11:19）。
將該應許與結36：26的應許進行比
較，上帝在這節經文中這樣說：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
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
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閱讀詩篇51篇，以此作為一篇祈
禱，懇求上帝賜給你一個全新的，
專一的心。

這課如何教導我們這一週當怎樣
行事為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將自己完全交托給上帝有哪
些特別的益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五
認真思考懷愛倫在‘耶羅波安’
一章中的論述。
“然而主在尚未盡可能引領以色
列回頭效忠祂之前，祂決不丟棄
他們。但經過漫長的黑暗年日，
當一個王接著一個王起來公然反
抗上天，引領以色列一步深似一
步地陷入拜偶像的惡習之中時，
上帝曾三番五次地向祂背道的子
民發出警告。祂藉著祂的先知給
他們各樣的機會，去遏制背道的
狂瀾而歸回祂…，就連最黑暗的
時辰，也有一些人仍然效忠神
聖的統治者，而且在偶像崇拜
之 中 ， 他們在聖潔的上帝面前卻
度著無瑕疵的生活。這些忠心的
人乃是列在“餘民”之中的，耶
和華的永恆旨意終必藉著他們完
全實現。”（《先知與君王》第7
章，第21段）

本週閱讀*
《先知與君王》第7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訪問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堅持
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
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