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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问题：

1.所罗门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又名什么？

答: Solomon--Peaceful，和平的。又名耶底底亚（撒
下12:25，耶和华爱他）

2.所罗门的母亲是谁？他是她生的第几子？

答：母亲拔示巴。第二子

3.所罗门在哪一年开始做王？

答：主前971

4.圣经书卷中哪些是所罗门所著？

答：雅歌，箴言，传道书，诗篇72，127



列王纪上第1-11章概论

重点：通过以色列和犹大的历史，将为神而活的人与背弃神的人作对比。

作者：不详，可能是先知耶利米（王下24:18-25:30）与耶利米书的结尾（耶52章）几乎完全相同

背景：曾一度兴盛的强国以色列面临分裂，不单是疆域上的割裂，灵性也破碎了。

主要人物：所罗门、大卫、（第12章及以后罗波安、耶罗波安、以利亚、亚哈等）

重要经节：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
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王上9:4-5）

梗概：大卫王之死、所罗门继位、王国分裂和以利亚的事工是列王纪上卷的主要内容。
所罗门登基时，大卫吩咐他要行主的道，遵守神的律法（2:3）。他也遵照这吩咐去
做。神问他要什么赏赐，他谦卑地求分辨是非的智慧（3:9）。结果，他取得极大的
成就，而他最伟大的功绩是建造圣殿。可惜，他娶了许多异教的外邦妻妾，她们引诱
他渐渐偏离耶和华并随从外邦的假神（11:1-4）。



列王纪1-11章 架构和段落划分

统一的王国（1:1-11:43）：

1. 大卫晚年（1:1-2:12）

2. 所罗门登基（2:13-46）

3. 所罗门的智慧与富强（3:1-4:34）

4. 所罗门建造圣殿（5:1-8:66）

5. 所罗门的声誉（9:1-10:29）

6. 所罗门的堕落（11:1-43）



关于所罗门

1.所罗门：和平的（Solomon：Peaceful）

2.又名耶底底亚：“被耶和华所爱”
（Jedidiah-Loved by the Lord）—是耶和华
赐的名（撒下12:25）

3. “所罗门可以说是圣经中最有智慧的愚昧
人(A wise fool)”—Clarence McCartney



一、一个属灵服事耶和华的人， A Spiritual Man

1. 所罗门早年带给以色列百姓福气，也荣耀耶和华神

➢谦卑地祈求神赐他智慧（王上3:9）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们了。”（太六33）

•“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代
下一1）

➢谦卑爱民，按时献祭，遵守耶和华的律法

•献殿的祷告（王上八章）



二、效法世界的俗人， A Secular Man

1. 所罗门具有丰富的学识，常识与见识，饱学之士

➢哲学家---写下三千句的箴言

➢音乐家---写下一千首诗歌

➢博学家---通晓植物、动物以及神造的自然万物

《所罗门王的指环》（King Solomon’s Ring)- By Dr. Konrad Lorenz

➢精通建筑：圣殿建造完成，又大建皇宫 — 黎巴嫩林宫（王上七：2-5）

• 宫殿中，妻妾嫔妃成群，收集世界各国珠宝财物，作为尊荣的象征

• 扩充军备，保护皇宫，苛捐杂税，民不聊生

• 生活奢华，与外族女子联姻，导致所罗门的堕落



三、恨恶生命的怀疑论者 A Skeptical Man

1. 所罗门的著作

➢雅歌：他年青时写下，描述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情

➢箴言：他中老年时写完，后希西家的人誊录（箴二十五1）

➢传道书：他晚年的作品。当他回顾一生，评价个人事迹与
成就，以及他亲身经历和学到的艰困教训，悟出：

•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生命的失望

•虚空Vanity — 徒劳Futility，空虚Emptiness，一切
就像蒸汽Vapor，很快就消失



➢传道书的信息 （续）：

❖他正经历生命结束的危机，使他成为愤世嫉俗的人，一位怀疑
论者。

“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
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传二17）

❖所罗门认知到，你可拥有权力、财富、智慧和机会, 组成了世
界上所谓的成功，但是如果没有神，你的生命将无法得着满足
及有意义。

• 怀疑：他对自己的生命失去信心，渐渐失去对神的信心；

• 转向：也许外邦妻子们的宗教，可以给我些什么；

• 妥协：他无力抵抗，只好妥协，之后跌倒。



四、偏离神的罪人， A Sinful Man

➢当时，以色列人“都吃喝快乐”（王上四20）

• “当财富积累时，人就腐化”— Oliver Goldsmith

➢所罗门没有将耶和华神摆在第一位

• 他知道以色列人与世上万民有别

“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作你的产业。”

（王上八53）

• 他知道耶和华神的警告, 要以色列人不要效法迦南人

➢所罗门逐渐忽视神的话，远离神

• 好大喜功，不理会百姓的苦情（王上十一1-10）



四、偏离神的罪人， A Sinful Man（续）

➢他蓄意违抗耶和华的律例，做一切事荣耀自己

• “一只隐蔽的虫，一直啃咬着所罗门所倚靠的王杖。”

— Alexander Whyte

➢所罗门并非叛道者，但他向外邦妻妾的宗教妥协了

•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
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神—他的神。”
（王上十一4）

➢神允许他的敌人兴起与他为敌，并从他手中夺走十个支派。
（王上十一14-40）



五、醒悟悔改的罪人， A Sinful Man

➢神仍然爱所罗门，并且因为爱他，就管教他（来十二4-11）

➢所罗门面对现实，醒悟回转归向耶和华（传十一9至十二
14），但是，似乎有些晚。

• Rejoice 喜乐、快乐（传十一7-9）

• Remove 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传十一10）

• Remember 记念造你的主…,灵归于赐灵的神（传十二1-
8）

➢得出结论，写出：……“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
所当尽的本分。”（传十二13）

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顺服神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



君王

所罗门的智慧、权力与成就，使神与以色列民皆得到
尊荣。神吩咐以色列与犹大所有的君王皆要顺服祂，
按照祂的律法治理国家。但是他们想背弃神的命令，
又有敬拜假神的倾向，使他们把宗教与政治变成满足
他们个人私欲的工具。轻忽神的律法，使他们败落。

智慧、权力与成就，实际上绝不是从任何人而来，乃是从神
而来的。不管我们怎样领导、治理或执政掌权，如果不理会
神的原则，就不能有好的效果。不管我们是不是领导人，工
作的效能全在于聆听顺服神的话语。不要让你个人的私欲曲
解神的话语。

圣殿
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是敬拜神与祷告的地方，这个圣所
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它是神特别亲临也是存放约柜
的地方，约柜里放有写着十条诫命的石版。

华美的敬拜场所并不保证人对神有由衷的敬拜；提供了真正
敬拜的机会，并不保证它就一定发生。神不单单是在圣所与
我们相遇，祂还想住在我们心里。

假神

以色列人虽然有神的律法，并体验到祂亲自住在他们
中间，仍然受假神的吸引。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对
神的心就冷淡，使家庭与政府都败坏，最后使全国走
向灭亡。

以色列人因多年来敬拜假神，也表现出假神崇拜者的气质。
他们受拜假神礼仪的影响而变得残酷、渴慕权力、荒淫无道。
我们有成为与自己所敬拜的偶象一样的倾向，除非我们事奉
真神，否则我们将会变成取代神位置的人或物的奴隶。

先知
的信
息

先知的责任是对抗和纠正任何对神律法的偏离。以利
亚是一个勇敢审判以色列的人，他的信息和所行的神
迹是对邪恶和叛逆的君王及百姓的警告。

圣经或传道人所讲的真理、基督徒智慧的规劝，皆是对我们
的警戒。凡指出我们偏离了神话语的人，皆是我们的良师益
友。改变我们的生活去顺服神，常需要痛苦的管教与艰巨的
工作。

罪与
悔改

每位君王皆有神的命令、祭司或先知、以及过去的教
训，使他可以引为鉴戒，领他回转归向神。所有的百
姓也有这同样振聋发聩之音，只要他们悔改归向神，
祂就垂听他们的祷告并赦免他们。

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信靠祂并离
弃罪。我们必须出于内心的深切与真诚，切望离弃罪；这样
祂就赐我们新的开始，并使我们渴慕为祂而活。

主题 解 释 重 点



第 1 章1-10节解析：恭读经文

1:1 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
1:2 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
使她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
暖。”
1:3 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
童女亚比煞，就带到王那里。
1:4 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
亲近。
1:5 那时，哈及的儿子亚多尼雅自尊，说：“我必作王。”
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



第 1 章1-10节解析：恭读经文

1:6 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作什么呢？”他甚俊
美，生在押沙龙之后。
1:7 亚多尼雅与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
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
1:8 但祭司撒督、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单、示
每、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雅。
1:9 一日，亚多尼雅在隐罗结旁、琐希列磐石那里，宰了
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作王臣
仆的犹大人。
1:10 惟独先知拿单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
他都没有请。



第 1 章

王上1:1-3 古国兴衰，今世鉴戒，反省我身，有何警惕？
1:1-3以色列大卫王朝的黄金时代已近尾声。列王纪上开始于

一个统一的王国，光辉灿烂，以神为中心。但结束时国土分裂
，情况大不如前，全国上下都拜偶像。以色列人败落的原因很
简单──他们不顺服神，而产生令国势衰颓的各种罪──贪心
、嫉妒、权力欲及轻视婚姻的盟约，徒具仪文的敬拜等等。今
天这些罪同样会伤害我们。追忆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当以史为
鉴，提醒自己免蹈覆辙。

王上1:4 英雄暮年，体弱气衰……
1:4大卫这时年近七旬，他历经多年苦难，健康恶化。亚比煞

作他的护士服侍他，温暖他的身体。昔日容许多妻制，君王在
后宫广置妃嫔乃是合法的。



第 1 章（续）

二人分别作王
王上1:5 情欲、财富、权力等令大家庭的手足情被取代……

1:5亚多尼雅是大卫的第四子，顺理成章应被拣选继承王位。大卫的长子暗嫩，因强奸押沙

龙的妹妹她玛而被杀（参撒下13:20-33）；他的次子但以利，仅仅在历代志上3章1节的谱系
中提及，到这时可能已经身故；三子押沙龙在以前的叛乱中也死去（参撒下18:1-18）。虽
然有许多人指望亚多尼雅继承王位，大卫（与神）却另有计划（1:29-30）。

王上1:5 阴谋篡位者注定要失败──
1:5亚多尼雅向大卫隐瞒而自行作王。他晓得大卫首选的王位继承人是所罗门，而不是他（

1:17），所以他自立为王的时候，未邀请所罗门与大卫的忠心谋士（1:9-10）。但他图谋篡
位未能成功。骄傲的亚多尼雅自高自大，最终自取败亡。

王上1:6 怎样教育儿女？自己与神亲密的关系必会令儿女效仿吗？
1:6撒母耳与大卫这样敬虔的人，皆蒙神使用去领导全族，但在家庭关系上却出现问题。敬

畏神的领导人，未必能裁培好儿女的灵命。他们惯于叫别人恪遵毋违，但威严不见得能培养
子女一心信赖神。道德与灵性的塑造须用许多年日才能见成效，作父母的要不断地关怀、耐
心地管教。大卫作君王服事神卓然有成，但就作父亲而论，却让神和儿女失望。所以别因为
自己是属灵领袖，只顾花时间与精力事奉神，却忽略了神所赐的其他责任，特别是对儿女的
教养和对家庭的责任。



第 1 章（续）
王上1:6 对孩子可以放任自流等待“树大自然直”吗？

1:6大卫似乎从来没有干预过儿女的事，既不指引也不查问，以致亚多尼雅

不知道如何慎守规矩。结果他常常我行我素，不管别人死活。他任意而行，
必然不尊重神的旨意。不受管束的孩子，在父母眼中可能视为聪明伶俐，但
不守纪律的成年人，既能败坏自己，又会祸及别人。你若为儿女定出界限，
使他们学会自我约束，长大以后就能有节制。要趁儿女年幼的时候留意管教
，好使他们长大后成为自律的人。

王上1:7-8 参看撒下19章对约押的介绍，能更详细地了解他的一生。有关亚比
亚他的详情，参看撒母耳记上22章20节的注释。
王上1:9-10 履行了宗教仪式就能取代神的旨意吗？我也这样想过吗？

1:9扫罗受膏作以色列王，献平安祭使众人想起神在西奈山曾与全民立约。

亚多尼雅宰杀牛羊祭牲，可能想藉此确认篡位夺权的事，但他并非是神所拣
选来接续大卫作王的人。他想用宗教仪式来确认自己的阴谋，但根本不可能
改变神的旨意。



望我们谨守！

愿神赐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