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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王國分裂 - 猶大的羅波安與以色列的耶羅波安  4/8/18  

        列王紀上 11-14; 歷代志下 10-15 
引言﹕   

這一課非常具有挑戰性.  一旦理解南北王國分裂的始由, 使你對以後幾課的以色列歷史就更有

興趣也更易了解了。  儘管這課錯縱複雜, 容易混淆,但是它與我們日常生活有非常緊密的關

聯。  這課栩栩如生地刻畫出人對神啟示的態度, 做事的動機, 以及神的屬性﹝歷史隨時間在轉

變,但古往今來, 人的本性沒有改變, 神的屬性也沒有改變。 從聖經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為神

而活的人所受到的恩典, 以及背離神的人所遭到的後果。  一旦掌握了這一課的要點, 你就掌握

了開啟理解舊約真理的金鑰匙。 

 

 A.  猶大國和以色列國不同之處. 

 

本課講解了所羅門時期王國分裂成南北兩國的經過。 猶大和便雅憫兩個支派繼承大衛的命

脈, 組成了猶大國, 佔據在巴勒斯坦的南部。 另外十個支派為自己立了王, 自稱以色列, 

居守在巴勒斯坦的北部。 神對南北兩國的子民都通過不同的先知施以恩典和管教。 南邊的

猶大繼承大衛的命脈直到330年後被流放, 好幾任國王都行神看為正的事, 保持了神在耶路

撒冷聖殿中對以色列的啟示。 相反的，北國的王都拒絕去耶路撒冷崇拜真 神,他們拜各種

偶像。   

 

項目 南國 - 猶大 北國 - 以色列 

第一位王 羅伯安 耶羅伯安 

支派 猶大及便雅憫 剩餘的十個支派 

首都 耶路撒冷 示劍，撒瑪利亞 

敬拜 在耶路撒冷的殿中 伯特利及但 

祭司  利未人 凡民 

王朝 大衛的後裔 許多不同的王朝 

統治者 三位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 

八位好王 

引百姓拜偶像 

歷史記載 在歷代志下 在列王紀 

結局 被擄到巴比倫(王下25) 被亞述所滅(王下17) 

 

B.  幫助我們避免混淆的三點 

  1.  第一代的兩個王:  猶大王羅波安（Rehoboam）是所羅門的兒子,   繼承所 

 羅門的脈搏。 以色列王耶羅波安 (Jeroboam)是所羅門的僕人, 非所羅門的脈搏。 

  2.  以色列名字容易引起混淆。  要從經文裡區別。  有時是指以色列全國, 有 

 時是指北方的十個支派所組成的以色列王國。 

  3.  你可以在聖經上用不同顏色標明, 猶大的王用一個顏色, 以色列的王用另 

 外一種顏色以區別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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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王國分裂的起始 - 列王記上 12 

A.  神先前對耶羅波安的預言 - 列王記上11:26 - 40 

從前面章節﹐我們可以看到所羅門開始背離神, 導致了他所統治的王國動亂和墯落。   

到了他統治的晚年, 他甚至用強制的手段奴隸以色列人來維持他那過於奢侈的糜爛生活

﹝   由于所羅門的罪, 神興起先知亞希雅去對耶羅波安(所羅門手下身居要職的官員)預

言: "我必將國從所羅門手裡奪回, 將十個支派賜給你" (列王紀上 11:31)。  先知亞希

雅又鼓勵耶羅波安去遵循神的律例和誡命, 神就會"與你同在, 為你立堅固的家" ( 列王

上紀 11:38)。  也許是耶羅波安急於去"幫助神"實現先知的預言而謀反所羅門。  所羅

門知道這事後要去殺耶羅波安，耶羅波安就去投靠埃及王示撒直到所羅門死去 (列王紀上 

11:40)。 

 

B.  十個支派(稱之以色列)對羅波安王的要求 -   列王記上 11:43 - 12:12 

所羅門王死後, 他的兒子羅波安繼位。  北方的十個支派對所羅門王的重稅, 強制勞工,

和重南(猶大支派)輕北(十個支派)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派耶羅波安作為代表去向南邊的

 羅波安要求對上述事項進行改革。 列王記上記載﹐ 羅波安有心要獲得北邊十個支派的忠

心支持, 他選擇了在北邊的示劍城,而不在南邊的首府耶路撒冷舉行加冕典禮(列王記上 

12:1-5)。  然而, 當北方十個支派的代表耶羅波安提出這些要求時, 羅波安王卻要他們等候

三天, 羅波安王徵求了兩組代表的意見。 

1.年長顧問們的衷告 - 列王記上 12:6-7 

 這些有經驗的顧問們給了羅波安王很好的建議。  在經歷所羅門王的沉重科稅負擔後

要求減稅是一個很合理的要求, 而且當時的王國也能承受這樣的改革。  "現在王若服侍

這民如僕人, 用好話回答他們, 他們就永遠作王的僕人" (列王記上 12:7) 

 2.  不成熟少年人的建議 - 列王記上 12:8-11 

與羅波安王一起成長的年青人缺乏經驗, 頭腦發熱, 提出了一個傲慢, 苛刻, 且誇口

的建議。  他們不成熟, 不能體諒周圍人民的苦難, 喜好權力但又不能有智慧地應用它, 

再加上他們自私的願望, 使得他們提出了一個錯誤的建議。 

C.  羅波安對耶羅波安以及十個支派的答覆 - 列王記上 12:13-14 

羅波安對這件事的做法是非常愚蠢和錯誤的。  我們這個時代也常看到這種傲慢不顧民情

的態度。  其實當時大衛王的聲望, 熱愛神的契約, 敬拜神在以色列國裡還是非常深入人心

的。  所羅門的過份蒐集財富, 壓榨百姓是直接違反了神的約, 需要改正。  羅波安是人民

所愛戴的大衛王的孫子, 如他能借此機會減輕百姓負擔, 這將給他提供一個難逢的良機把整

個國家團結在一起。但羅波安選擇了他的同輩們的建議, 結果失去了他的王國。  

他沒有按照他父親早年的教導(箴言 3:5-6)去做。  如果羅波安在這件事情上尋求神的帶

領, 神一定會給他智慧去處理好這次危機的 (雅各書 1:5)。當我們碰到困難和危機時, 我們

是否專心花時間禱告, 祈求神的智慧和帶領呢 ?   

我們是否只是請教一些不成熟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呢 ? 還是去請教那些對

神和神的話語有清楚認識的人呢？ 俗語說"從一個人所交的朋友﹐就可以知道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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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國家分裂時神的主權 - 列王記上 12:15 

列王記上 12:15﹐的確是一節很難解的經文, 似乎是神讓這件事發生﹐以成全神的預言。  

事實上神絕不要人像羅波安在此事上所犯的罪。  但神預先知道像羅波安這樣的人在這種場

合他會如何行。  這是神的預知與人的自由意志之間人們無法完全了解的一部份。  這並不

是至高真神的目的--要讓以色列國分裂。  然而這也是在神主權的憐憫之下允許這種的分

裂。  神知道若南北繼續聯合在一起, 由于所羅門不控制外邦習俗的入境﹐拜偶像會逐漸滋

生，不但遍布北邊的十個支派, 甚至也會侵襲到耶路撒冷的猶大支派中。  羅波安的罪造成

了南北國分裂, 但神的主權掌管使得剩餘的猶大支派能繼續接受神的啟示。 這次王國分裂也

不能完全歸咎羅波安的罪, 他的父親所羅門王的罪所帶來不可避免的結果也要負一部份的責

任。所羅門王寵愛外邦女子(列王紀上 11:1-3),生活奢侈, 拜偶像立丘壇 (列王紀上 11:4-

9), 拒絕遵守神的兩次警告(列王紀上 11:9-10), 也是造成了羅波安王難以掌管全國腔一個

主要原因(列王紀上 11:11)。 

我們是否也生活在偏離神的道中呢 ﹖ 而我們的子女是否由此更難以真正地

跟隨主的道呢 ? 
 

E.  十個支派對羅波安王答覆的反應 - (列王紀上 12:16-20) 

十個支派對羅波安給他們的答覆時非常不滿,馬上作出了非常劇烈的對抗反應。  "我們與

大衛有什麼分兒呢 ?  ...  以色列人哪, 各回各家去吧 !  大衛家啊, 自己顧自己吧 !" 

(列王紀上 12:16)。  他們對羅波安是如此的懷恨, 甚至當羅波安派掌管服苦役的亞多蘭去

試圖平息他們  他們用石頭打死他 (列王紀上 12:18-19)。  這使羅波安感到十分害怕, 趕

忙坐車逃回耶路撒冷。  王國因此分裂。 

 

 II.  羅波安作王期間猶大國的一些主要事件 

 

A.  羅波安不願意接受支派的叛離 - 歷代志下 11:1-12 

歷代志下 11 記錄了羅波安回到耶路撒冷後, 組織兵馬, 要與耶羅波安爭戰, 以奪回北

國。  但先知示瑪雅告訴猶大和便雅憫支派不可去與他們的另外十個支派弟兄們互相殘殺 

(歷代志下 11:1-4)。 於是羅波安就堅固猶大，修建巴勒斯坦南邊幾個城市，加強防禦工作 

(歷代志下 11:5-12)。 

 

B.  祭司和利未人幫助羅波安堅固王國 - 歷代志下 11:13 - 17 

由于耶羅波安拒絕聽從和遵守神的予喻示, 反而在伯特利和但鑄造兩隻金牛犢 (列王紀上 

12:28 - 30) 讓百姓崇拜。  耶羅波安希望藉此可以讓他十個支派的人民就近拜神, 不用去

耶路撒冷而免得他們又轉向猶大國的羅波安，然而他這樣做適得其反，北國許多真正愛神的

人不願拜金牛犢而移居南國，首先是利未人, 然後是許多立定心意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的人

(歷代至下 11:16)。這樣, 猶大國就得以堅固, 繁榮三年 (歷代至下 11:17)。 

 

只要我們是為主的事工擺上, 我們就不必擔心人數的多少, 也不要擔心我們

是否失去什麼。  只要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義 (馬太福音 6:31-33), 神總是把我

們所需要的添加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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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羅波安的墮落 - 歷代志下 12:1, 14,  列王記上 14:22-24 

神憐憫年輕無知的羅波安使我們回憶起神對掃羅, 大衛, 和所羅門的憐憫。 藉著神忠心

僕人的幫助, 神讓羅波安建立起一個強大富饒的王國。  可惜的是, 一但他的國強盛, 他就

偏離神的道, "羅波安行惡, 因他不立定心意尋求耶和華" (歷代志下 12:14)。  結果是他開

始築高臺, 立柱像和木偶, 效法外邦人行一切可憎的事 (列王記上14:22~24) 

                                                                                                                                                                                                                                                                                                                                                                                                                                                                                                                           

當我們認為自己是成熟的基督徒, 我們就要與神保持親近關係。 保羅曾說過舊

約的許多事情是寫出來給我們作榜樣的。  "所以, 自己以為站得穩的, 須要謹

慎, 免得跌倒" (哥林多前書 10:12)。  
 

D.  先知的預言與羅波安所受的懲罰 - 歷代志下 12:2-11 

1. 藉著埃及王使羅波安受到懲罰。 

當羅波安背離神, 神就移開他那大能保護之手﹐藉敵人去騷擾他, 使他的王國遭到麻

煩, "因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華" (歷代志下 12:2)。  埃及王示撒就來攻擊耶路撒冷, 連

克數城, 直到耶路撒冷城, 奪取了許多財寶, 甚至把所羅門所製造的金盾牌也搶走了。 

(歷代志下 12:9)。 

 

2.  用銅盾牌代替金盾牌. 

因為羅波安的背離神,  金盾牌被埃及人搶走了。  為了掩蓋, 羅波安王鑄造了銅牌以

替代之。  這正反應了羅波安外強中乾本性。我們是否也經常如此呢 ?   當我們內在失

去了與神的交通, 是否也以一些外在崇拜的形式來掩蓋內心的失落呢? 

 

3. 先知示瑪雅對羅波安的指責 

神派遣先知示瑪雅去讓羅波安知道由于他選擇了背離神的作法, 神就"使你們落在示撒

手裡" (歷代志下 12:5)。 

 

E.  羅波安的悔改-歷代志下 12:12. 

羅波安在示瑪雅的指責後謙卑下來, 表明他還是對神有所回應。  但神還是允許那因他先

前所犯的罪而帶來的苦難臨到他身上。  儘管神完全赦免我們的罪,  但神仍然要我們承擔先

前所犯的罪所帶來的後果。 

 

III.  耶羅波安統治下以色列國的主要事件 

A.   耶羅波安必須要為十個支派背逆神負起責任 - 列王紀上12:25 - 33 

1.  耶羅波安在示劍的宮殿 - 列王紀上12:25 

當耶羅波安在巴勒斯坦中部的示劍建立他的王朝, 神在列王記上11:37-39的預言被實

現了。  神給耶羅波安一個非常榮耀的使命讓他帶領以色列人以一顆完備的心去事奉神。  

然而, 耶羅波安確反其道而行之, 使以色列人陷入罪中, 這些記載在列王紀上12:25 – 33 

2. 耶羅波安擔心百姓去耶路撒冷崇拜神 - 列王紀上 12:26-27 

一旦耶羅波安成了十個支派的王, 他就為政權的穩固擔心, 並不信賴神的應許。  而

把神命令所有百姓都必須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申命記16:16-17)看作鞏固政權最大

的威脅, 擔心百姓又會慢慢地歸向在耶路撒冷的羅波安而失去對他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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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羅波安對這種擔心所採取的辦法 - 拜偶象 - 列王紀上 12:28-33。 

a. 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犢 

耶羅波安為了不讓百姓去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華, 他鑄造了兩個金牛犢,放在伯特

利和但,並設立了"節期" 和祭壇。 

b. 設立拜偶像的祭司 

耶羅波安把利未人趕走, 讓那些願意拜偶像的凡民作祭司。 

 

4.  利未人與羅波安王連合 - 歷代志下 11:13-14 

由於利未人不願意拜偶象, 被耶羅波安趕走, 他們就從四方來歸羅波安。 

 

5.   耶羅波安的罪在聖經中的反覆強調?                                                                                                                                                                                                                                                                                                                                                                                                                                                                                                                                

48自己的意思以任何形式去敬拜我們的真神。  這是個十分嚴重的罪, 所以在以後的

經文中反復強調(列王紀上 16:24-26; 22:52; 列王紀下 10:29, 31; 13:11; 15:9; 

15:24 - 17:23)。 

B.  神通過一位神人警告耶羅波安 

1. 這位神人的指責 - 列王記上13:1-6 

神遣派了一個神人從猶大來到伯特利。  他冒生命的危險大膽地指責耶羅波安。他的

第一個預言甚至把將來的王的名字都說出來了 (列王紀上 13:2)。  這個預言在很多

年以後才實現 (歷代志下 34:5-7)。  他的第二個預言是說祭壇破裂, 在耶羅波安面

前當場實現 (列王紀上 13:3, 5)。  當耶羅波安想要讓人抓住神人時, 神就讓耶羅

波安的手枯乾了, 直到神人為他祈求才恢復 (列王紀上 13:4-6)。  然而耶羅波安的

懺悔只是短暫的, 並不誠實。 

2.  神人的違命 - 列王記上 13 

a.  神人清楚地知道神給他的命令 

神人很清楚地知道他完成使命後那些事不能做: 不能在伯特利吃喝, 不能從原路返

回 (列王紀上 13:9)。  由於耶羅波安祭壇的設立, 伯特利已是神的禁地: 不能與神

同在，甚至神人要走的路也要經過神的特別選定, 不能偏離。 

b.  神人拒絕耶羅波安的最高賞賜  

 因為他知道這是神所不允許的 (列王紀上 13:7-9)。 

c.  神人受欺騙 

神人清楚地知道神給他的命令。  但當老先知聲稱他受到天使的指令來把他帶回家

時, 儘管他是謊言欺詐, 卻很有說服力。 神人上了當。  神警告神人後，還是允許神

人受試探。  但這不是神的旨意﹐神人不應該聽從老先知的謊言。  神人應該只聽從

直接從神那裡來的命令, 而不是間接的。 

 

3.  神要他的僕人順服他的命令 (列王紀上 13:25 - 32)。 

 

我們應該時時提醒自己, 避免接受這一類的勸告: "我看見了天使...", "我聽到

神的聲音這麼說的...".  因為神的話語已明明白白地寫在聖經裡, 只要自己保持

與神同在, 按照聖經的原則和聖靈的帶領, 就能不偏離神的道。  要千萬提防像

老先知那樣的假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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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預言耶羅波安的下場- 列王紀上 14 

1.  耶羅波安為他孩子的病讓他妻子去向先知亞希雅求問 

 因為他知道亞希雅曾對他成為國王作了準確的預言。 (列王紀上 14:1-4) 

2.  先知亞希雅的預言 (列王紀上 14:5-9)  

指責耶羅波安背離神的誡命, 鑄了偶象, 把神丟在背後。 

 

3.  先知亞希雅的三重預言 (列王紀上 14:10-16) 

a.  耶羅波安的孩子必死 

但這死對他是一個好的結局 (列王紀上 14:12-13)。 

b.  耶羅波安的家人都要因為他的罪而遭難 

當一家之主陷在罪中，他的家人必受到傷害。離婚的夫婦會使子女失去安全

感。一對不去教會敬拜一對不去教會敬拜剝奪子女認識神, 或屬靈成長的目

的. 當我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讓我們思想自己的責任。耶羅波安的罪使他

的後代受到災難(列王記上 14:7-14） 

c.  對以色列國將來的預言 

耶和華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 (列王紀上14:14)。 在此﹐亞希雅預言了巴沙篡

位﹐ 殺了耶羅波安的兒子拿答和耶羅波安全家 (列王紀上15﹕27 -30)。  以色列

將受擊打仗﹐政治不穩定﹐直至滅國 (列王紀上 14:15-16)。 主前732及722年﹐

以色列國被亞述國所滅﹐百姓被擄 (列王紀下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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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討論日期：4/15/18 

 

第一天：讀上週發的講義及其中所提到的經節。 

1.  請分享你讀了講義以後的心得，那些信息給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  讀歷代志下14，15 及帖撒羅尼迦前書第1章 

2. 舉出三點你願意以亞撒與神同行的榜樣來帶領你的家庭，事奉神的計劃，以經文來解釋你的

應用‧  

 

3. 在歷代志下15章，那幾段經文回答以下的問題 

    a. 認識神的條件﹖ 

 

    b. 警告  

 

    c. 應許的鼓勵 

 

    d. 可以學習的例子 

 

 

第三天  讀歷代志下16 

4. 歷代志下第16章記載亞撒晚年犯罪使全國遭到困難  

    a. 舉出三個亞撒所犯的罪﹖ 

 

 

    b. 如何應用在我們每日的生活呢﹖  

 

 

5. 舉出亞撒犯罪的結果  

 

 

6. 在歷代志下16:12所記載的醫生，在當時很可能是外邦人的星象家(巫師)，亞撒犯了什麼錯﹖

這錯誤是他的後代希西家王(列王記下20:2-3，7)及路加福音8:43-48節中的婦女所沒有犯的。  

 

 

7. 從歷代志下14-16章我們知道亞撒是猶大國的好王，請舉出他的優點及缺點，並分享那幾項也

是你的優點或缺點  

                               優點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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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讀列王記上15，16章有關北國(以色列)的王  

8. 當亞撒在南國(猶大)作王41年中，北國(以色列)有八個王，請寫下他們的名字  

 

 

 

9. a. 那一個是最壞的﹖  

 

  b. 如果有一個好王，是那一位﹖ 

 

10. a. 從前一章中我們知道耶羅波安惹神發怒的罪行，在16章中請列舉以色列國惹神發怒的罪

行  

 

 

 

     b. 舉出現代人也跟耶羅波安一樣，惹神發怒的罪行  

 

 

 

第五天  請讀哥林多前書第10章  

11. 在哥林多前書第10章，那一段經文告訴我們，在舊約中所記載惹神怒的行為是為了警告我們

現代的人。  

 

 

 

12. 在哥林多前書第10章中舉出惹神發怒的罪 

 

 

 

第六天  請讀歌羅西書第3章  

13. 根據歌羅西書第三章來回答以下的問題  

       a. 什麼罪跟拜偶像一樣﹖ 

 

 

 

       b. 為什麼拜偶像帶來神的憤怒﹖  

 

 

 c. 如何才能戰勝這些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