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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的儿子 母亲 得地的支派 北国支派 南国支派 

流便 利亚 流便 流便 *  

西缅 利亚 * 西缅 *  

利未 利亚 * *  *  

犹大 利亚 犹大 *  犹大 

但 辟拉 但 但 *  

拿弗他利 辟拉 拿弗他利 拿弗他利 *  

迦得 悉帕 迦得 迦得 *  

亚设 悉帕 亚设 亚设 *  

以萨迦 利亚 以萨迦 以萨迦 *  

西布伦 利亚 西布伦 西布伦 *  

约瑟 拉结 
以法莲 以法莲 *  

玛拿西 玛拿西 *  

便雅悯 拉结 便雅悯  *  便雅悯 

*这两个支派没有属于自己的地（创49:5-7） 





扫罗 

大卫 

所罗门 

北以色列国 南犹大国 

10支派，9朝代 2支派，1朝代 

19/20位王 19位王与1位王后 

0好王 8好王 

首都-示剑、得撒、撒玛利亚 首都-耶路撒 

金牛犊-但与伯特利 圣殿-耶路撒冷 

主前931-722 (208年) 主前930-566 (344年) 

南北国的摘要： 



12:1-24  罗波安错误的决定导致王国分裂 

12:25-33  耶罗波安之罪   

13:1-32  匿名神人的事迹 

13:32-34  耶罗波安之罪  

14:1-18  耶罗波安与先知亚希雅   

14:19-20  耶罗波安之死 

 12:1 - 14:20 



12:1-24  罗波安错误的决定导致王国分裂 

12:25-33  耶罗波安之罪   

13:1-32  匿名神人的事迹 

13:32-34  耶罗波安之罪  

14:1-18  耶罗波安与先知亚希雅   

14:19-20  耶罗波安之死 

 12:1 - 14:20 



12:1-20    罗波安错误的决定 

12:21-24  罗波安复国计划被阻 

  

 12:1-24  罗波安导致王国分裂 



a   前言 – 罗波安作王  12:1-2 

         b   以色列人向罗波安的要求  12:3-5 

    c   罗波安询问老年人  12:6-7 

    c’ 罗波安询问少年人  12:8-11 

    b’ 罗波安回答以色列人的要求  12:12-17 

a’ 结语 – 耶罗波安作王  12:18-20  

 12:1-24  罗波安导致王国分裂 



1 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
他作王。 2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
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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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
他作王。 2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
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  

 12:1-24  罗波安导致王国分裂 

6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
住在那地。7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
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创12:6-7 

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
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书24:1 



1 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
他作王。 2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
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  

 12:1-24  罗波安导致王国分裂 

以色列人 => 全以色列人 all the Israelites 
    (13: 1, 16, 18, 20) 
   全以色列会众 all the assembly of Israel 
    (13: 3）  



3 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
来见罗波安，对他说， 4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
作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作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
些，我们就事奉你。 5 罗波安对他们说，你们暂
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民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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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波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
的老年人，罗波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
个什么主意，我好回覆这民。 7 老年人对他说，
现在王若服事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
就永远作王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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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
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 9 说，这
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
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覆他们。 10 
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
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
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11 我父亲使你
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
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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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作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
作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事奉你。 



8 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
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 9 说，这
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

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们好回覆他们。 
10 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
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
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11 我父
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
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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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
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 9 说，这
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
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覆他们。 10 
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
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
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11 我父亲使你
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
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12:1-24  罗波安导致王国分裂 



12 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罗波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
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 13 王用严厉的
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 14 照着少
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
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
鞭责打你们。 15 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
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希雅对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
的话。 

16 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儿呢？
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阿，自
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 17 惟独住犹大城邑
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仍作他们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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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阿，自己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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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
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
色列人哪，你们各回各家去吧。2 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
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
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    撒下20:1-2 



12 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罗波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
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 13 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
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 14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
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
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15 王不肯依
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希雅对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 

16 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
么分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
家去吧。大卫家阿，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
己家里去了， 17 惟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仍作
他们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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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愚蠢的决定就立即拆毁了大卫和所罗门
用八十年所建立起来的国度。 



12 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罗波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
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 13 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
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 14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
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
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15 王不肯依
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希雅对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 

16 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
么分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
家去吧。大卫家阿，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

己家里去了， 17 惟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波安
仍作他们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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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
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波安王急忙
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19 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  

20 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
他到会众面前，立他作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
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  
 

 12:1-24  罗波安导致王国分裂 



18 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
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波安王急忙
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19 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  

20 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
他到会众面前，立他作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
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  

 12:1-24  罗波安导致王国分裂 



18 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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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技巧：“break frame” 



21 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
派的人共十八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
争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  

22 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 23 你去告诉所
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
其余的民说， 24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
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争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
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
命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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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先知的称号： 
 1） 先知  (prophet, nā·ḇî ) 
 2） 先见   (seer, rōʾěh) 
 3） 先见 ( seer, ḥō·zěh) 
 4）  神人  (man of God} 

  

 12:1-24  罗波安导致王国分裂 

以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 先见(seer, rōʾěh)撒母耳的
书上和 先知(prophet, nā·ḇî)拿单并 先见(seer, ḥō·zěh)
迦得的书上。   代上29:29 



12:1-24  罗波安错误的决定导致王国分裂 

12:25-33  耶罗波安之罪   

13:1-32  匿名神人的事迹 

13:32-34  耶罗波安之罪  

14:1-18  耶罗波安与先知亚希雅   

14:19-20  耶罗波安之死 



25 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示剑，就住在其中。又
从示剑出去，建筑毗努伊勒。 

26 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 27 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
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
安。  

28 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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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29 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
一只安在但。 30 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 31 耶罗波安
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  

32 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
利也这样向他所铸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 33 他在八月
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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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4  罗波安错误的决定导致王国分裂 

12:25-33  耶罗波安之罪   

13:1-32  匿名神人的事迹 

13:32-34  耶罗波安之罪  

14:1-18  耶罗波安与先知亚希雅   

14:19-20  耶罗波安之死 



1 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
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  

2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
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
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
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13:1-10  匿名神人与耶罗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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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串整本列王记的重要的神学思想：咒诅祭坛就等
于咒诅祭坛所代表的整个异教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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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  匿名神人与耶罗波安 

奉耶和华的命 => 奉耶和华的话  

旧约出现12x，王上13章就出现8x。 

(1kg 1,2,5,9,17,18,32; 1Sam 3:21; 1kg 20:35; Jer 8:9; Ps 33:6)

   

10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
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11 我口所出的
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赛5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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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亚(主前640-609年)于主前621年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宗教
改革。他彻底铲除偶像敬拜，并拆毁伯特利的祭坛。他在修
复圣殿之际，寻获一本律法书，使他对信仰得着新的启迪和
亮光。      （王下22,23） 



3 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
必倾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  

4 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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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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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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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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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
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
旁边。11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
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    利6:10-11 

 13:1-10  匿名神人与耶罗波安 



3 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
必倾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  

4 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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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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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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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  匿名神人与耶罗波安 



3 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
必倾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  

4 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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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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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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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  匿名神人与耶罗波安 



3 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
必倾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  

4 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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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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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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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  匿名神人与耶罗波安 



3 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
必倾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  

4 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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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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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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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  匿名神人与耶罗波安 



7 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
我也必给你赏赐。  

8 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宫一半给我，我也
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 9 因为有
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10 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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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1.罗波安和耶罗波安的失败 

2.耶罗波安与神关系 

3.神的话语的能力，神的应许/预言与现实 

4.耶和华与偶像的势不两立 

5.先知与以色列人的关系 



应用 

1.时刻检讨我们与神的关系 
2.加强我们对神话语的信靠和顺服 
 （不仅是认识神的话） 
3.从属灵领袖失败的原因来检讨 
  我们的行事为人 
4.认识先知的功能和所传讲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