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園的風波

列上21章



列上21：1-7

•這事以後，依次勒耳人納波特在依次勒耳，
靠近撒瑪黎雅王阿哈 的宮殿，有一個葡萄
園

•阿哈 對納波特說： 請將你的葡萄園讓給
我，我可以用作菜園，因為離我的宮殿很近；我，我可以用作菜園，因為離我的宮殿很近；
我願拿一個更好的葡萄園來與你交換；或者，
如你認為好，我也可以照葡萄園的價值給你
錢

•納波特回答阿哈 說： 上主決不許我將祖
先的產業讓給你！



• 阿哈 於依次勒耳人納波特對他所說的：
我決不將我祖先的產業讓給你 的話，

便悶悶不樂地回到王宮中，躺在床上，轉
過臉去，不肯吃飯

• 他的妻子依則貝耳來見他，問他說： 你
為什麼心裏這樣憂悶，連飯 不肯吃？

• 阿哈 回答說： 因為我對依次勒耳人納
波特說：請將你的葡萄園按現價賣給我，
或者如果你願意，我可以拿另一個葡萄園
來與你交換；他却回答說：我決不將我的
葡萄園讓給你



• 他的妻子依則貝耳對他說： 你真會統治
以色列！只管起來吃飯，心情愉快，我必
將依次勒耳人納波特的葡萄園交給你



這裡出現了三個人物：

納波特

阿哈

依則貝耳



納波特

↓

是一個敬畏上主是一個敬畏上主

和遵 梅瑟法律的人



阿哈

↓

在天主盟約和救恩歷史中，在天主盟約和救恩歷史中，

他是扮演著一個對天主不忠

和背離天主誡命的角色



依則貝耳

↓

是漆冬人王厄特巴耳的女兒，嫁給以色列王
阿哈 為妻，是以色列王耶曷蘭的母親，猶
大王約蘭的岳母，猶大王阿哈齊的外祖母

是一個精明能幹 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尤其
仇恨以民的宗教及他們所敬禮的惟一真神

她在北國極力提倡巴耳神的敬禮，竟使國王
亦向邪頂香敬拜，謀害先知，不遺餘力



北國歷史簡略：

達味王朝

↓

統一十二支派

↓↓

奠 耶路撒冷，為以色列民族最盛時

撒羅滿王朝

↓

建聖殿於耶路撒冷，振興工商業



因撒羅滿娶眾多敬拜邪神的女子為妻妾，
大興土木，將國庫揮霍過度，

引起國民不滿，死後國家 裂為二

↓

北以色列 → 勝者為王
於公元前732年亡國，於公元前732年亡國，

大約有200年歷史

南猶大 → 一脈相承，歷朝國王 來自
猶大支派達味家族

於公元前代87年亡國



• 在達味和撒羅滿的統治下，十二支派雖然
統一，但互不相容的潛 力量，仍然繼續
在，且日形表面化

• 撒落滿時 猶大支派受到國王另眼看待，
既不必為國王服役，又不必完糧納稅 見
列上4：7-19 ，因而引起了其他支派的嫉
妒與憤恨，成為日後北方人雅洛貝罕叛變妒與憤恨，成為日後北方人雅洛貝罕叛變
及政治 裂的主要原因 列上11：2令-40

• 在撒羅滿死後，局勢終於一變不可收拾，
國家 裂為二



• 雅洛罕貝帶 十個支派，及大半的以民土
地， 割出去，完全脫離了猶大支派的管
轄，成為北以色列王國 政治 裂後，相
繼亦發生了宗教 裂 列上12：12-2代

• 雅洛貝罕在宣 北方獨立之後，第一件所• 雅洛貝罕在宣 北方獨立之後，第一件所
作的事，是將丹和貝特耳建為的宗教朝聖
金牛的中心，以阻止百姓基於宗教的理 ，
大批地南流，奔向耶路撒冷，而削弱自
的國勢 列上12：2令-33





貝特耳

•是在聖地獻於上主的第一座聖所
•亞巴郎甫進聖地，即在此為上主建主了一座祭壇
創12：8

•當雅各伯去阿蘭時，途經此地，在夢中天主顯現
給他，他醒來後，將他睡覺的枕石主起，作為天
主顯現的紀念 創28：10-22主顯現的紀念 創28：10-22
•上主在貝特耳第二次顯現給雅各伯，許下將使他
成為一強大民族，將他的名 改為以色列 創
3代：14-1代
•以民 南北朝之後，雅洛貝罕在此建立金牛犢像，
以同耶路撒冷 庭抗禮，作宗教政治上之爭，並
建立祭台及揀選司祭 列上12：28-33



Tel Dan

• 丹城為約但河發源地，在加里肋亞湖北約
40公里，為許地的最北點，是丹支派定居
之地

• 丹支派在丹城建有神像，並有一肋未人在•

其地盡司祭職 民18：14-31

• 日後雅洛貝罕立丹為北國的一宗教中心，
建有金牛犢，供人禮拜，以與南國猶大的
耶路撒冷 庭抗禮 列上12：29-30





• 阿哈 的父親敖默黎，以軍人之身，被立
為王 公元前88代-874 他首先將首 遷
撒瑪黎雅 列上令：29-34 ，他在城的

西面修建了廣大的平台，在那裡建築了自
的宮殿，完全模仿亞述人的建築方式，

在城中也修建了巨大的邪神廟在城中也修建了巨大的邪神廟

• 然後向外發展， 服摩阿 他同其他的
國家友好 來，將許多其他國家的文化和
邪神敬禮引進以色列，使百姓走上錯誤的
道路



• 他並與漆冬王通好， 兒子阿哈 娶漆冬
王厄特巴耳的女兒依則貝耳為妻，至使全
國陷於邪神的敬禮

• 藉著這種通婚和友誼，以色列在物質和文
化方面得到很多好處，使提洛成為以色列
人貨物的 場，但是在宗教上所受的損失人貨物的 場，但是在宗教上所受的損失
卻是無可彌補的

• 此時， 表 雅威 敬禮的人物，並以大
無畏的精神，來保護以民正統宗教的護道
者，是厄里亞先知 列上17-19



• 阿哈 是北國以色列第七位國王 874-
8代2 ，敖默黎之子 他行了上主視為惡的
事，甚於他以前的人

• 王后依則貝耳是個外教邪神的熱心崇拜者，• 王后依則貝耳是個外教邪神的熱心崇拜者，
她也使以色列地區充斥著邪神的廟 和敬
禮 尤其是阿哈 國王自 ，更明目張膽
地向邪神頂禮膜拜



• 阿哈 是歷史上一位出名的君王，他東
西討，將前兩位國王失去的土地收回，使
以色列成為當時的一大強國

• 他對內更勵精圖治，開發商業，富國養民

• 其首 撒瑪黎雅之富裕，堂 華麗，較同
時 之任何首 ， 有過之而無不及

• 他雖然是一位大政治 軍事及經濟家，但
在以宗教上的熱誠等於零

• 非但容忍妻子依則貝耳敬拜巴耳邪神，且
在撒瑪黎雅為巴耳建築廟 ，親自頂香禮
拜，甚至縱容妻子依則貝耳殺害先知





一位名叫納波特的人，是位 為富有的，因為他在依
次勒耳，靠近國王的宮殿有一個葡萄園，是他祖先留
傳給他的家業



• 阿哈 對納波特說： 請將你的葡萄園讓
給我，我可以用作菜園，因為離我的宮殿
很近；我願拿一個更好的葡萄園來與你交
換；或者，如你認為好，我也可以照葡萄
園的價值給你錢

• 納波特回答阿哈 說： 上主決不許我將
祖先的產業讓給你！

列上21：2-3



肋2代：23-28     

土地贖回法

• 土地不可出賣而無收回權，因為地是我的，
你們為我只是旅客或住客

• 你們所佔的各地，應承認地有贖回權

• 如果你的兄弟貧窮，賣了一 家產，他的
至親可來作 贖人，贖回他兄弟所賣的家
產



• 人若沒有 贖人，幾時自 富足了，有了
足夠的贖價，當計算賣出後的年數，將差
額還給買主，收回自 的家產

• 如果他無法獲得贖價，他所賣的，應 於
買主之手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應退還，買主之手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應退還，
賣主收回自 的家產



戶37：令

• 以色列子民的產業不可 一支派轉移至另
一支派，因為以色列子民每人應固 自
祖先支派的產業祖先支派的產業



納波特 → 敬畏上主，

決不背棄梅瑟法律，

出賣祖先的產業

阿哈 → 只為自 喜好，阿哈 → 只為自 喜好，

妄顧上主的誡命

依則貝耳 → 為了 丈夫開心，

不惜設計陷害好人



列上21：8-1令

• 依則貝耳便以阿哈 的名義寫了一封信，
蓋上君王的印章，送給與納波特同住一城
的長老和官紳

• 信上寫道： 請你們宣 禁食，叫納波特
坐上民眾的首位坐上民眾的首位

• 然後再叫兩個流氓坐在他的對面，作證控
告他說：

• 納波特辱駡了天主和君王，你們應將他拉
出城外，用石頭砸死



• 那些與納波特同住在一城的長老和官紳，
便照依則貝耳吩咐他們的，照她在送給他
們的信上所寫的去行：

• 宣 禁食，叫納波特坐上民眾的首位

• 兩個流氓前來坐在他的對面面，當眾作證
控告他說：控告他說：

• 納波特辱駡了天主和君王

• 眾人便將他拉出城外，用石頭砸死了

• 然後派人告訴依則貝耳說： 納波特 用
石頭砸死了



• 依則貝耳聽說納波特 用石頭砸死了，就
對阿哈 說：

• 你起來，去佔 依次勒耳人納波特，先
前不肯照現價賣給你的葡萄園，因為納波
特 經不在了， 經死了特 經不在了， 經死了

• 阿哈 一聽納波特死了，就起身下到依次
勒耳人納波特的葡萄園，霸佔了那葡萄園



為了奪取葡萄園，

依則貝耳利用梅瑟法律，

召集全城的人要 ，召集全城的人要 ，

以重大件事去對待納波特



岳1：14

• 你們應制定一個 期，召開一個盛會，聚
集長老和當地的一 居民，在上主你們的
天主殿內，向上主呼號天主殿內，向上主呼號



耶3令：令-7

• 所以你去，在一個禁食的日子上，誦讀卷
冊上依我口授寫的上主話，給在上主殿裏
的全體人民聽，也讀給來自各城的全體猶
太人聽，太人聽，

• 也許他們會向上主哀求，各自願離棄自
的邪道，因為上主對這人民用以恐嚇的憤
恨和忿怒，真正厲害！



• 的盛會本來是民眾反省自 的行為，
而痛加悔改的日子

• 可是卻被依則貝耳利用了，成為納波特被• 可是卻被依則貝耳利用了，成為納波特被
誣害而死的日子



申19：1代

• 人無論犯了什麼不義，什麼罪惡，或什麼
過錯，只憑一個見證，罪名不得成立；須
憑兩個或三個見證的口供，纔可定案憑兩個或三個見證的口供，纔可定案



咒駡天主罪是死刑，

要用石頭將這種人砸死，

此外咒駡國王的罪也是死刑」出22：27)，
因為國王是天主的 表，

是天主的受傅者



結果是：

納波特就順理成章地

被拉出城外被民眾砸死了被拉出城外被民眾砸死了

肋24：13-1令



列上21：17-19,2代

• 那時，有上主的話傳於提 貝人厄里亞說：

• 你起來，下去會晤住在撒瑪黎雅的以色列王
阿哈 ；看，他現在正在納波特的葡萄園內，
他下到那裏去霸佔了那葡萄園

• 你要對他說：上主這樣說：你殺了人，還要霸
佔他的產業嗎？

• 繼而對他說：上主這樣說：狗在什麼地方，舔
了納波特的血，也要在什麼地方舔你的血

• 實在，從來沒有人像阿哈 一樣，受他的妻子
依則貝耳的引誘，這樣出賣自 ，行上主視為
惡的事



• 阿哈 搬到納波特的葡萄園裡去住 他
以為一 成了過去，再也無人追究了
但是天主是正義的天主，他要實行正義

• 因此天主要為納波特所傾流的血主持正義，
派了先知厄里亞預言他將來的結果派了先知厄里亞預言他將來的結果

• 天主是仁慈的天主，雖然在懲罰人的時候，
祂也表示祂的仁慈



• 阿哈 自 可以免死，也不會被狗來吞食，
但是他的兒子約曷蘭卻要受天主的懲罰
列下9：2代-2令

• 他的妻子依則貝耳也要被殺，並且要被人• 他的妻子依則貝耳也要被殺，並且要被人
殺死之後，其屍體被狗吃光了 列下9：
30-37 ，完全應驗了先知的預言



阿哈 行了什麼天主視為惡的事？



列上1令：30-32

敖默黎的兒子阿哈
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
甚於他以前的人……
又娶了漆冬王厄特巴
耳的女兒依則貝耳為

申代：7-9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
別的神 你不可為自
雕刻偶像，或製造

任何上天下地，或地
下水中所有各物的形 耳的女兒依則貝耳為

妻，親自去服事敬拜
巴耳，在撒瑪黎雅為
巴耳建築了一座廟 ，
廟內為巴耳設立了一
座祭壇

下水中所有各物的形
像 你不可叩拜，也
不可事奉這樣的偶像，
因為我上主，你的天
主是忌邪的天主



列上21：2

阿哈 對納波特說：
請將你的葡萄園讓

給我，我可以用作菜
園，因為離我的宮殿

申代：21

不可貪戀你近人的妻
子；不可貪圖你近人
的房屋 地 僕婢
牛驢，以及屬於你近 園，因為離我的宮殿

近……
牛驢，以及屬於你近
人的一 事物



列上21：9

請你們宣 禁食，
叫納波特坐上民眾的
首位，然後再叫兩個
流氓坐在他的對面，

申代：20

不可作假見證害你的
近人

流氓坐在他的對面，
作證控告他說：納波
特辱駡了天主和君王，
你們應將他拉出城外，
用石頭砸死



列上21：13

兩個流氓前來坐在他
的對面，當眾作證控
告他說： 納波特辱
駡了天主和君王

申代：17

不可殺人

駡了天主和君王
眾人便將他拉出城外，
用石頭砸死了



依代：1-2

我的愛友有一座葡萄園，位於肥沃的山岡
上；他翻掘了土地，除去了石塊，栽上了
精選的葡萄樹，園中築了一座 望台，又精選的葡萄樹，園中築了一座 望台，又
鑿了一個榨酒池：原希望它結好葡萄，它
反倒結了野葡萄





農人先將土地做一翻挖掘的工夫，

使土壤鬆軟，再將地上的石塊除去，

然後插上優良精選的葡萄枝，

園的周圍做上籬笆或圍牆，園的周圍做上籬笆或圍牆，

以免狐狸的侵擾，

或過路人的蹂躪

園中再築上一 望台和一個榨酒池



園主 → 天主

葡萄園 → 以民

園主在向葡萄園質問：

凡他能為葡萄園所作的，

還有什麼沒有作到？



依代：4-令

• 我為我的葡萄園所能做的，還有什麼沒有
做到？我原希望它結好葡萄，為什麼却結
了野葡萄？現在我要告訴你們，我將怎樣
對待我的葡萄園：對待我的葡萄園：

• 我必撤去它的籬笆，讓它被吞噬；拆毀它
的圍牆，讓它受踐踏；

• 我要使他變成荒地，不再在它上降下時雨



耶穌也用了同樣的素描，

來指當時的猶太人來指當時的猶太人



瑪21：33-40

• 你們再聽一個比喻罷！

• 從前有一個家主，培植了一個葡萄園，周
圍圍上籬笆，園內掘了一個榨酒池，築了
一個 望臺，把它租給園戶，就離開了本
國

• 快到收果子的時節，他打發僕人到園戶那
裏去收果子

• 園戶拿住了僕人，將一個鞭打了，將一個
殺了，將另一個用石頭砸死了



• 他再打發一些僕人去，人數比以前還多，
園戶也一樣對待了他們，

• 最後他打發了自 的兒子到他們那裏去，
說：

• 他們會敬重我的兒子

• 但園戶一看見是兒子，就彼此說：這是繼• 但園戶一看見是兒子，就彼此說：這是繼
承人；來！我們殺掉他，我們就能得到他
的產業

• 於是他們拿住他，把他推到園外殺了

• 那麼，當葡萄園的主人來時，他要怎樣處
置那些園戶呢？



因為阿哈 ，

納波特的葡萄園變成了菜園

北以色國，因為敬拜邪神，北以色國，因為敬拜邪神，

離棄了天主的盟約和誡命，

最終被亞述所滅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