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记上
八章54节至九章14节

離棄真神的君王如何自取其禍

順服神律法的君王得到神應許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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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八章54节至九章14节

❖所罗门优点

❖像大卫一样有爱主的心（3:3）

❖像大卫一样的谦卑（3:7）；

❖像大卫一样，对承担的责任有敏锐
的认知，没有轻看它（3：9）

❖神所赐给他的伟大智慧，在早期有
能力以公义治国。运用智慧彰显杰
出的才能，编著上千的箴言和诗歌。

❖拥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在自然科
学的许多方面都是专家（4:32-34）

❖敬虔的祷告和生活（8：22）

❖所罗门弱点

❖奢华

➢ 王宫：用金子打成盾牌三百面，
用精金包裹美丽的象牙宝座
（10:17，18）--没有节制的
心，容易受到虚荣的影响。

❖在邱坛的献祭，内心倾向于混合宗
教

➢ 把自己的信仰与周遭的迦南宗教
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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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章：所罗门复杂的性情



列王纪上1-11：所罗门的生平

所罗门弱点

❖过度奢华
➢ 缺乏同情心和有虚浮的骄傲，

同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 他迫使成千上万的以色列

人做苦工（5:13 以后）
✓ 建造自己的房子胜过建造

圣殿。用了七年的时间建
殿，建造王宫花费了十三
年，王宫是圣殿的两倍大
（6:2，38；7:1-2）。

❖与埃及公主结婚，娶周遭外邦
女子为妻（11:1）
➢ 离 弃 神 ， 恋 爱 外 邦 女 子

（11:2）
✓ 她们引导他的心远离神

（11:3-8），导致他生活
中犯了各样的罪

❖所罗门的放荡对他那时代和以
后的世代造成的影响

➢ 神向所罗门发怒（11:9），
决心将国从他儿子的统治下
夺回（11:11-13）。所罗门
的愚昧撒下了叛乱的种子，
他子孙的统治将无法避免叛
乱的出现。

Q:如何做事合乎神的心意，而不是为利
害关系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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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章：所罗门复杂的性情



列王记上八章54节至60节

54.所羅門在耶和華的壇前屈膝跪著、向天舉手、在耶和華面前禱告祈

求已畢、就起來、

55.站著、大聲為以色列全會眾祝福、說、

56.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照著一切所應許的、賜平安給他的民

以色列人、凡藉他僕人摩西應許賜福的話、一句都沒有落空。

57.願耶和華我們的神與我們同在、像與我們列祖同在一樣、不撇下我

們、不丟棄我們‧

58.使我們的心歸向他、遵行他的道、謹守他吩咐我們列祖的誡命、律

例、典章。

59.我在耶和華面前祈求的這些話、願耶和華我們的神晝夜垂念、每日

為他僕人與他民以色列伸冤‧

60.使地上的萬民都知道惟獨耶和華是神、並無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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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八章61节至66节

61.所以你們當向耶和華我們的神存誠實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謹守他的

誡命、至終如今日一樣。

62.王和以色列眾民一同在耶和華面前獻祭。

63.所羅門向耶和華獻平安祭、用牛二萬二千、羊十二萬、這樣、王和以

色列眾民、為耶和華的殿行奉獻之禮。

64.當日王因耶和華殿前的銅壇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

脂油、便將耶和華殿前院子當中、分別為聖、在那裏獻燔祭、素祭、和

平安祭牲的脂油。

65.那時所羅門和以色列眾人、就是從哈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

色列人、都聚集成為大會‧在耶和華我們的神面前守節七日、又七日、

共十四日。

66.第八日王遣散眾民、他們都為王祝福‧因見耶和華向他僕人大衛和他

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樂、各歸各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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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九章1节至9节

1.所羅門建造耶和華殿、和王宮、並一切所願意建造的、都完畢了、

2.耶和華就二次向所羅門顯現、如先前在基遍向他顯現一樣。

3.對他說、你向我所禱告祈求的、我都應允了‧我已將你所建的這殿分別為聖、

使我的名永遠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裏。

4.你若效法你父大衛、存誠實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謹

守我的律例典章、

5.我就必堅固你的國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遠、正如我應許你父大衛說、你的子

孫必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

6.倘若你們和你們的子孫轉去不跟從我、不守我指示你們的誡命律例、去事奉敬

拜別神、

7.我就必將以色列人從我賜給他們的地上剪除‧並且我為己名所分別為聖的殿、

也必捨棄不顧‧使以色列人在萬民中作笑談、被譏誚。

8.這殿雖然甚高、將來經過的人必驚訝、嗤笑、說、耶和華為何向這地和這殿如

此行呢。

9.人必回答說、是因此地的人離棄領他們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華他們的神、去親

近別神、事奉敬拜他‧所以耶和華使這一切災禍臨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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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九章10节至14节

10.所羅門建造耶和華殿和王宮、這兩所、二十年纔完畢了‧

11.（推羅王希蘭曾照所羅門所要的、資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

羅門王就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給了希蘭。

12.希蘭從推羅出來、察看所羅門給他的城邑、就不喜悅、

13.說、我兄阿、你給我的是甚麼城邑呢‧他就給這城邑之地起名叫迦步

勒、直到今日。

14.希蘭給所羅門一百二十他連得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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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八章54节至60节

54.所羅門在耶和華的壇前屈膝跪著、向天舉手、在

耶和華面前禱告祈求已畢、就起來、

55.站著、大聲為以色列全會眾祝福、說、

56.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照著一切所應許的、

賜平安給他的民以色列人、凡藉他僕人摩西應許賜

福的話、一句都沒有落空。

57.願耶和華我們的神與我們同在、像與我們列祖同

在一樣、不撇下我們、不丟棄我們‧

❖你的民以色列： 國中若

有饑荒、瘟疫、旱風、霉

爛、蝗蟲、螞蚱、或有仇

敵犯境圍困城邑、無論遭

遇甚麼災禍疾病

❖不屬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

為你名從遠方而來

❖你的民：奉你的差遣、去

與仇敵爭戰

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

（历代志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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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的庄重性
集中敬拜：在神选定的地方（神的殿）敬拜
我們今日在這裏所行的、是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你們將來不可這樣行．因為你
們還沒有到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安息地、所給你的產業。但你們過了約但河、得以住在
耶和華你們神使你們承受為業之地、又使你們太平、不被四圍的一切仇敵擾亂、安然居
住．那時要將我所吩咐你們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舉祭、並向耶和華許
願獻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華你們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你們和兒女、僕婢、
並住在你們城裏無分無業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你要謹慎、不可
在你所看中的各處獻燔祭。惟獨耶和華從你那一支派中所選擇的地方、你就要在那裏獻
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申十二8-14）



列王记上八章58节至61节

58.使我們的心歸向他、遵行他的道、

謹守他吩咐我們列祖的誡命、律

例、典章。

59.我在耶和華面前祈求的這些話、

願耶和華我們的神晝夜垂念、每

日為他僕人與他民以色列伸冤‧

60.使地上的萬民都知道惟獨耶和華

是神、並無別神。

61.所以你們當向耶和華我們的神存

誠實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謹守

他的誡命、至終如今日一樣。

对神命令的忠心， 遵行乃是对神恩典的

自然回应，而不是硬性的束缚

❖遵守神的诫命，是在讨神喜悦的

同时，也是对以色列民成为圣洁

的祝福

❖律法主义与相对主义

❖应用

➢教会的要求

➢政府的规章与法令

对神公义和慈爱属性平衡的理解

❖神的爱：对神的仰望依靠，求神

怜悯

❖神的公义：伸冤—应用层面

❖因战争受到的伤害、疫情遭

到不公正待遇

❖旁观者对不公正现象的态度

Q: 一切现象之所以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誠實的心 vs 逐利避害的心

对神恩典的回应： 遵行至終如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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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八章62
节至64节

62.王和以色列眾民一同在

耶和華面前獻祭。

63.所羅門向耶和華獻平安

祭、用牛二萬二千、羊十

二萬、這樣、王和以色列

眾民、為耶和華的殿行奉

獻之禮。

64.當日王因耶和華殿前的

銅壇太小、容不下燔祭、

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

便將耶和華殿前院子當中、

分別為聖、在那裏獻燔祭、

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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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八章62节至66节

62.王和以色列眾民一同在耶和華

面前獻祭。

63.所羅門向耶和華獻平安祭、用

牛二萬二千、羊十二萬、這樣、

王和以色列眾民、為耶和華的殿

行奉獻之禮。

64.當日王因耶和華殿前的銅壇太

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

祭牲的脂油、便將耶和華殿前院

子當中、分別為聖、在那裏獻燔

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

平安祭： 一個為得著安寧所獻上的祭，由神、

祭司及敬拜者所分享。

當獻祭者帶著信靠和悔改之心來到這位醫治、

使人得著復興的神面前時，凡獻祭者所缺乏

的都將得到醫治或改善

“又說、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神的話、又行

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留心聽我的誡命、守我

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出十五26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

裏、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我

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

的牆．” – 西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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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八章65节
至66节

65.那時所羅門和以色列眾人、

就是從哈馬口、直到埃及

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聚集成為大會‧在耶和

華我們的神面前守節七日、

又七日、共十四日。

66.第八日王遣散眾民、他們

都為王祝福‧因見耶和華向

他僕人大衛和他民以色列所

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

樂、各歸各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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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九章1节至14节

1. 所羅門建造耶和華殿、和王宮、並一切所願意建造的、

都完畢了、

2. 耶和華就二次向所羅門顯現、如先前在基遍向他顯現一

樣。

3. 對他說、你向我所禱告祈求的、我都應允了‧我已將你

所建的這殿分別為聖、使我的名永遠在其中‧我的眼、

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裏。

4. 你若效法你父大衛、存誠實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

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謹守我的律例典章、

5. 我就必堅固你的國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遠、正如我應

許你父大衛說、你的子孫必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

❖4. 衡量將來列王的尺

度

❖因順服而得的祝福

❖因不順服而帶來的咒

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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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空虛的聖殿是無意義的。神是否繼續與祂的子民同在，取決於他們是否順服祂的要
求、是否信靠祂的應許。

神果真住在地上麼、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況我所建的這殿呢。
惟求耶和華我的神垂顧僕人的禱告祈求、俯聽僕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禱呼籲‧ ---列王
记八27-28



列王记上九章1节至14节

6. 倘若你們和你們的子孫轉去不跟從我、不守我指示你們

的誡命律例、去事奉敬拜別神、

7. 我就必將以色列人從我賜給他們的地上剪除‧並且我為

己名所分別為聖的殿、也必捨棄不顧‧使以色列人在萬

民中作笑談、被譏誚。

8. 這殿雖然甚高、將來經過的人必驚訝、嗤笑、說、耶和

華為何向這地和這殿如此行呢。

9. 人必回答說、是因此地的人離棄領他們列祖出埃及地之

耶和華他們的神、去親近別神、事奉敬拜他‧所以耶和

華使這一切災禍臨到他們。

10.所羅門建造耶和華殿和王宮、這兩所、二十年纔完畢了

‧

11.（推羅王希蘭曾照所羅門所要的、資助他香柏木、松木、

和金子）所羅門王就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給了希蘭。

12.希蘭從推羅出來、察看所羅門給他的城邑、就不喜悅、

13.說、我兄阿、你給我的是甚麼城邑呢‧他就給這城邑之

地起名叫迦步勒、直到今日。

14.希蘭給所羅門一百二十他連得金子。

❖聖殿及王國的榮耀及其

延續乃是有條件性的

❖驚訝、嗤笑：教训实例

➢ 宫殿：壯麗堂皇

殘垣敗瓦

➢ 以色列人：自作孽

❖定居地，并非城镇

❖迦步勒： 新的邊界

❖四吨黄金（约2.6亿美元）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