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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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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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     神人与耶罗波安  

 13:11-32    神人与老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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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  匿名神人与耶罗波安 



a 老先知的儿子告诉他有关神人所行的事  13:11-12 

  b 老先知邀请神人到家里吃喝  13:14-19 

    c 神的话应验在神人的身上   13:20-24 

a’有人告诉老先知有关神人的死亡  13:25-27 

  b’老先知把神人的尸身带回来埋葬  13:28-30 

    c’神的话将会应验在伯特利的祭坛  13:31-32  

 13:11-32  神人被假先知欺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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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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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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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32  神人被假先知欺哄 

文学技巧：Ga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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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老先知对他说，请你
同我回家吃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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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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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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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
里吃饭喝水。   

 13:11-32  神人被假先知欺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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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
先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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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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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备驴。 24 他
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尸身倒
在路上，驴站在尸身旁边，狮子也站在尸身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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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如此说  “Thus says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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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老先知的儿子告诉他有关神人所行的事  13:11-12 

  b 老先知邀请神人到家里吃喝  13:14-19 

    c 神的话应验在神人的身上   13:20-24 

a’有人告诉老先知有关神人的死亡  13: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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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尸
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事。26 那带
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
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
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 27 老先知
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   

 13:11-32  神人被假先知欺哄 



28 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
尸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 。 29 
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
要哀哭他，葬埋他。 30 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
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阿。   

 13:11-32  神人被假先知欺哄 



31 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
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 32 
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
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   

 13:11-32  神人被假先知欺哄 

15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
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16 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

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
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17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

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
的墓碑。18 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

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  王下 23: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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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
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
的祭司。 34 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
的家从地上除灭了。   

 13:33-34  耶罗波安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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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下 12:30-31 



33 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
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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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34  耶罗波安之罪 

38 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
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
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
列人赐给你。   王下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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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a 耶罗波安打发妻子去找先知亚希雅 

14:4b-16 亚希雅向耶罗波安妻子发预言 

14:17-18 先知预言的应验   

 14:1-18  耶罗波安与先知亚希雅 



1 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雅病了。  

2 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
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希雅。
他曾告诉我说，你必作这民的王。 3 现在你要带十个
饼，与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
要怎样。 

4 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希雅
的家。   

 14:1-18  耶罗波安与先知亚希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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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6   背景资料 

7-16   先知向耶罗波安妻子宣告神的审判  

 14:1-18  耶罗波安与先知亚希雅 



4b 亚希雅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5 耶和华先晓谕亚希雅说，耶罗波安的妻要来问你，
因她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她。她进来的时
候必装作别的妇人。  

6 她刚进门，亚希雅听见她脚步的响声，就说，耶
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
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   

 14:1-18  耶罗波安与先知亚希雅 

“Now Ahijah could not see, for his eyes were dim because of his 
age.”      (N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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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6   背景资料 

7-16   先知向耶罗波安妻子宣告神的审判 

    a) 7-11   神对耶罗波安说的预言  
     （神透过先知以第一人称说话） 

    b) 12-16  先知对耶罗波安妻子的话  
     （神透过先知以第三人称说话）  

 14:1-18  耶罗波安与先知亚希雅 



7 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8 将国从大
卫家夺回 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
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9 你竟行恶，比那在
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
我丢在背后。 

10 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
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
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 11 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

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
和华说的。   

 14:1-18  耶罗波安与先知亚希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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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
眼中看为正的事。 9 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
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 

10 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
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
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 11 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
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
华说的。   

 14:1-18  耶罗波安与先知亚希雅 



12 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
必死了。 13 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
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惟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
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 

14 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
那日期已经到了。15 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
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
河那边。因为他们作木偶，惹耶和华发怒。 16 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
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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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
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 （和） 

“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这一天，他必剪除耶罗波安
的家；什么时候呢？现在就是了。”（修） 

“Moreover, the LORD will raise up for Himself a king over Israel 
who will cut off the house of Jeroboam this day and from now 
on.” (N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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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得撒，刚到门槛，
儿子就死了。 18 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为他哀哭，
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希雅所说的话。   

 14:1-18  耶罗波安与先知亚希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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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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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耶罗波安其余的事，他怎样争战，怎样作王，都
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20 耶罗波安作王二十二年，
就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拿答接续他作王。 

 14:19-20  耶罗波安之死 



综合 

1.再思耶罗波安与神的关系 

2.神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敬拜 

3.真假先知与真假的预言 

4.神的话是主动的，带着能力和权柄。 



应用 

1.我们必须常检讨我们与神的关系 

2.我们必须清除生命中一切的偶像 

3.我们必须辨别所谓“先知性的话” 

4.我们必须持正确的心态面对神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