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紀上十三章 11 - 2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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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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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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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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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老先知對他說：「請你同我回家吃飯。」

16 神人說：「我不可同你回去進你的家，

也不可在這裡同你吃飯喝水；

17 因為有耶和華的話囑咐我說：

『你在那裡不可吃飯喝水，也不可從你去的原路回來。』」

列王紀上十三章 11 - 2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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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於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裡吃飯喝水。

20 二人坐席的時候，耶和華的話臨到那帶神人回來的先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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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神的命令，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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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吃喝完了，老先知為所帶回來的先知備驢。

24 他就去了，在路上有個獅子遇見他，將他咬死，

屍身倒在路上，驢站在屍身旁邊，獅子也站在屍身旁邊。

25 有人從那裡經過，看見屍身倒在路上，獅子站在屍身旁邊，

就來到老先知所住的城裡述說這事。

神人輓歌神人輓歌

北國第一個王耶羅波安，正在獻祭，

獻祭的地方伯特利，不在耶路撒冷；

上帝派南邊的神人到北邊對他說 ─

你所獻的祭的這個人必死。

之後回來碰到老先知這個悲劇。

耶羅波安─

北國的國父

列王紀上下北國最重要的關鍵人物

‧歷史背景‧嚴肅的管教 ‧悲劇中的真理

1. 列王紀上下是從大衛晚期快死之前，

一直到約雅斤被擄到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宮，死在那邊，

總共有四百多年的時間；

只有大衛跟所羅門王的時間，

國家真正有平安、有地土。

2. 外交，大衛、所羅門王之後，

許多外邦，埃及、非利士人、

腓尼基人、亞蘭人、亞捫人、

摩押人、以東人、亞述人、巴比倫人，一批…的都來。

特別耶羅波安跟羅波安之後，

國家就開始進入黯淡，很像士師記時代的光景。



‧歷史背景‧嚴肅的管教 ‧悲劇中的真理

王上六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四百八十年，

所羅門作以色列王第四年…

3. 列王紀的作者寫歷史書，帶著神學性的

所羅門王後面北國、南國的王，所寫的

列王紀上下原來是一本書，北國、南國，交替、交替

帶著神學眼光說 ─ 為什麼外邦會來欺壓他們，

因為離棄上帝的約，因此上帝讓外邦把他們擄走

他雖然是寫歷史，其實是神學性的歷史書，

即使分裂，是一個被救出埃及的以色列民，

是一個民族、絕對不是分裂的

帶著神學、守約施慈愛立約的神，

來看這個國家分裂之後，背約、被擄的歷史。

‧歷史背景‧嚴肅的管教 ‧悲劇中的真理

王上十六29-31 猶大王亞撒三十八年，

暗利的兒子亞哈登基作了以色列王。

在撒馬利亞作以色列王二十二年。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犯了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所犯的罪；

他還以為輕，又娶了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耶洗別為妻，

去事奉敬拜巴力。

4. 北國、南國的王執政，都有執政的公式

南國的王 ─ 媽媽是誰，執政多久，是不是討上帝喜歡，

蓋棺論定的標準 ─ 有沒有像他的列祖大衛。

北邊的指標 ─ 耶羅波安

南邊的指標 ─ 大衛

不好的

好的

‧歷史背景‧嚴肅的管教 ‧悲劇中的真理

4. 北國、南國的王執政，都有執政的公式

十三章 ─ 他開始獻祭的時候，

上帝就派一個神人去告訴耶羅波安，

上帝在他身上有一個很嚴肅的管教…

耶羅波安是北國指標性的人物，

在所羅門王死了以後，他搶走北國的十個支派，

怕北國的人到南國耶路撒冷敬拜，妨礙他的統治權，

因此在北國的兩個地方 ─

伯特利、北邊的但，設立牛犢，

讓北國的人不會到耶路撒冷去獻祭…
用宗教的方式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歷史背景‧嚴肅的管教‧悲劇中的真理

王上十三1 那時，有一個神人奉耶和華的命

從猶大來到伯特利。耶羅波安正站在壇旁要燒香；

2 神人奉耶和華的命向壇呼叫，說：

「壇哪，壇哪！耶和華如此說：大衛家裡必生一個兒子，

名叫約西亞，他必將邱壇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燒香的，

殺在你上面，人的骨頭也必燒在你上面。」

3 當日，神人設個預兆，說：「這壇必破裂，

壇上的灰必傾撒，這是耶和華說的預兆。」

4 耶羅波安王聽見神人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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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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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背景‧嚴肅的管教‧悲劇中的真理

6 王對神人說：「請你為我禱告，

求耶和華 ─ 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復原。」

於是神人祈禱耶和華，王的手就復了原，仍如尋常一樣。

7 王對神人說：

「請你同我回去吃飯，加添心力，我也必給你賞賜。」

8 神人對王說：「你就是把你的宮一半給我，

我也不同你進去，也不在這地方吃飯喝水；

9 因為有耶和華的話囑咐我，

說不可在伯特利吃飯喝水，

也不可從你去的原路回來。」

10 於是神人從別的路回去，

不從伯特利來的原路回去。

‧歷史背景‧嚴肅的管教‧悲劇中的真理

上帝派這個神人，吩咐北國墮落的國王，

他背了約，用宗教方式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成為北國列王墮落的指標。

前半場 ─ 他指責耶羅波安，拜偶像、討上帝憤怒上帝憤怒，，

後來耶羅波安悔改求手能夠好，

他禱告完，手又復原，讓耶羅波安非常懾服

下半場 ─ 碰到老先知一個悲劇，藏著偉大的真理

聖經的作者藉著角色、布局、排場、風格，

用敘述者的眼光、文以載道、寫出了悲劇，

主角 ─ 神人、老先知，配角 ─ 耶羅波安、獅子跟驢，

就在伯特利，耶羅波安所設立金牛犢壇的地方，的地方，

給北國墮落骨牌效應當中的第一個警告 ─

透過神人的死帶來了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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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神人凱歌，下半場的悲歌、輓歌，

每一次讀北國歷史，就不會忘記這個神人所作的事。

耶羅波安作了很多壞事，列王紀上十二章 ─

北國、南國分裂，他奪十個支派在北國，

在伯特利、但設立邱壇，

鑄了兩個金牛犢陷害百姓敬拜偶像

違反申命記十八章立不屬利未人的民為祭司

把住棚節往後延一個月

導致祭司傾巢而出通通離開

迦南廟宇的祭司趁虛而入，

帶來這麼多的墮落

‧歷史背景 ‧嚴肅的管教‧悲劇中的真理

他沒有名、沒有姓 ─神人，

即使是小人物，上帝會用你的，

上帝用保羅、摩西、以賽亞，也用加利利的漁夫

上帝涉入，只要肯順服，不管教育背景、身高、恩賜，

順服上帝就必會被上帝用

1. 初生之犢不懼虎的祕訣 ─ 來自順服

他敢膽對王說、很勇敢、有膽量、勇猛，

他見證上帝 ─ 王啊，你手會枯乾、你將來必死必死。。

王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上帝涉入，

透過誰呢？這個神人！

甚至後來王悔改，他幫他禱告 ─ 鏗鏘有聲，

非常精采的人格見證。



‧歷史背景 ‧嚴肅的管教‧悲劇中的真理

不要等到有教訓，才在高位置謙卑下來，

地位高的人不要橫橫撞撞的，

上面有上帝！

耶羅波安帶來外邦欺壓，好像又回到士師，

是因為他帶頭背約、認為我是老大。

2. 地位高的人，小心不要撞上天花板

耶羅波安有地位、有權勢，要做邱壇就做邱壇，

不管上帝，把神人抓了、把屬神的百姓抓了，

政治人物玩宗教牌、目中無人、沒有永恆觀…
直到上帝派一個不知名的神人從南邊涉入，

你才知道有一個神 ─ 手枯乾了，

直到神人禱告後才復原，才溫柔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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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人物一老大，常常會有滑倒的時候 ─

3. 人生的旅途上路滑，小心被絆倒

神人劇情結束的時候，沒有榮歸故鄉，

卻碰到老先知，

他聽到神人的見證非常羨慕，就請他吃飯，

神人說「我不可吃飯喝水、不可從原路回來」

聽上帝的話！

老先知說了一句聳動、體貼人超過神的意思 ─

「 我也是先知，天使奉耶和華的命對我說：

『你去把他帶回家吃飯喝水』」騙了神人；

年輕的神人不加設防，跟他回去吃了，

吃完以後回去的路上，果然被獅子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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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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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也對他說話，對神人警告

你的屍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墳墓。 』」

絆倒神人的竟然是老先知，他會不會是假先知呢？

只是上帝為什麼要從南邊召一個神人？

因為祂不用我了、看到我已經軟了、世俗化了，

因此上帝從南國派一個不知名的人，

來諷刺你已經過期了。

神人死了以後，老先知把神人的屍首帶回家，

哀哀哭哭說「我死的時候，把我埋葬在這個神人旁邊」，

他疼惜這個上帝所用的神人。

‧歷史背景 ‧嚴肅的管教‧悲劇中的真理

提醒我們這些事奉久的人 ─

老一代的可能會絆倒年輕一代的；

只是透過一句話 ─ 我也是老先知，

沒想到他這麼墮落。

因此在事奉的路上，特別下半場，絕對留心 ─

路滑的，小心不要被絆倒。

任何人，上帝不會改變祂的心意的，

不會又告訴老先知說 ─ 可以跟這個老先生吃飯，

老先知騙你，改變原來上帝對你所說的話，

上帝不會這麼混淆的，上帝沒有似是而非的。

這個神人經驗涉世不多，被絆倒了，提醒我們 ─

初生之犢不畏虎

事奉久了，留心不要被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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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靈性不進則退，要擔心晚節不保
過去上帝用你，所以你叫老先知，

但是因為不聽上帝的話、世俗化了，

被權、被錢、被色所綁住，唯一能作的就是唱哀歌 ─

悲哀的是 ─ 留心你靈性，

如果越晚期越不長進、晚節不保，

不管你過去上帝如何用你，

卻要天天有主的同在，

天天就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邊。

十三30b-31 說：「哀哉！我兄啊。」

安葬之後，老先知對他兒子們說：「我死了，

你們要葬我在神人的墳墓裡，使我的屍骨靠近他的屍骨。」

上帝的特徵 ─公義的神

三百年後，耶羅波安的骨頭被燒 ─ 上帝仍然說話，

墮落的元首用宗教的方法鞏固政治地位，讓北國滅掉，

被滅掉的原因 ─ 他得罪上帝的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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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下二三15-16 約西亞將伯特利的壇，

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裡、

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所築的那壇，

都拆毀焚燒，打碎成灰，並焚燒了亞舍拉。

約西亞回頭，看見山上的墳墓，

就打發人將墳墓裡的骸骨取出來，燒在壇上，污穢了壇，

正如從前神人宣傳耶和華的話。

5. 環境越複雜，眼光越單純就會越安全

上帝的特徵 ─上帝有慈愛

‧歷史背景 ‧嚴肅的管教‧悲劇中的真理

上帝的特徵 ─上帝有信實
神人的骨骸三百年之後約西亞仍然保存 (王下二十三17-18)

上帝沒有忘記祂僕人為祂所做的每一件美事

上帝的特徵 ─上帝有權柄

我們要悔改、要學動物單純聽從上帝；

趁今天，不管你是…，悔改歸到上帝面前、免得哀歌臨到你！

耶羅波安一悔改，上帝就醫治他、讓他的手復原的手復原

神人雖被獅子咬死、沒有吃掉軀體，神人神人仍然仍然蒙上帝保守蒙上帝保守

耶羅波安手一伸出來就變枯乾，王被萬王之王之王所所約束約束

聽上帝的話的獅子沒有吃神人的身體、保護神人保護神人

求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柔和、謙卑、仰望，

前面謙卑、後面更要小心；

當中事奉久的人更幫助我們謹慎

有地位的人更幫助我們知道 ─

你才是萬王之王
願你的名在我們身上，

讓我們謙卑學習動物聽從你的話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