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纪上1-11：所罗门的生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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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纪上1-11，所罗门的生平

3-10章：表述所罗门复杂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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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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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事上都是过度奢华
的

❖在邱坛的献祭，内心倾向于混合宗
教

❖与埃及公主结婚，娶周遭外邦女子
为妻（11:1）

❖所罗门的放荡对他那时代和以后的
世代造成的影响

国策： 以智慧治国，和亲，基建，
强军，征税，徭役，贸易

所罗门给罗波安留下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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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十一章14节至43节

14.耶和華使以東人哈達興起、作所羅門的敵人‧他是以東王的後裔。

15.先前大衛攻擊以東、元帥約押上去葬埋陣亡的人、將以東的男丁都殺了‧

16.約押和以色列眾人在以東住了六個月、直到將以東的男丁盡都剪除‧

17.那時哈達還是幼童‧他和他父親的臣僕、幾個以東人逃往埃及。

18.他們從米甸起行、到了巴蘭‧從巴蘭帶著幾個人、來到埃及、見埃及王法老‧
法老為他派定糧食、又給他房屋田地。

19.哈達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致法老將王后答比匿的妹子賜他為妻。

20.答比匿的妹子給哈達生了一個兒子、名叫基努拔、答比匿使基努拔在法老的宮
裏斷奶‧基努拔就與法老的眾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宮裏。

21.哈達在埃及聽見大衛與他列祖同睡、元帥約押也死了、就對法老說、求王容我
回本國去。

22.法老對他說、你在我這裏有甚麼缺乏、你竟要回你本國去呢。他回答說、我沒
有缺乏甚麼‧只是求王容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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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十一章14节至43节

23.神又使以利亞大的兒子利遜興起、作所羅門的敵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瑣巴王哈大底
謝‧

24.大衛擊殺瑣巴人的時候、利遜招聚了一群人、自己作他們的頭目、往大馬色居住、
在那裏作王。

25.所羅門活著的時候、哈達為患之外、利遜也作以色列的敵人‧他恨惡以色列人、且
作了亞蘭人的王。

26.所羅門的臣僕、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也舉手攻擊王‧他是以法蓮支派的洗利達人
‧他母親是寡婦、名叫洗魯阿。

27.他舉手攻擊王的緣故、乃由先前所羅門建造米羅、修補他父親大衛城的破口。

28.耶羅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羅門見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監管約瑟家的一切工程。

29.一日耶羅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羅人先知亞希雅在路上遇見他‧亞希雅身上穿著一
件新衣、他們二人在田野、以外並無別人。

30.亞希雅將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

31.對耶羅波安說、你可以拿十片‧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必將國從所羅門手裏
奪回、將十個支派賜給你。

32.我因僕人大衛、和我在以色列眾支派中所選擇的耶路撒冷城的緣故、仍給所羅門留
一個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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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十一章14节至43节

33.因為他離棄我、敬拜西頓人的女神亞斯他錄、摩押的神基抹、和亞捫人的神米勒
公、沒有遵從我的道、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親大衛一
樣。

34.但我不從他手裏將全國奪回、使他終身為君、是因我所揀選的僕人大衛謹守我的
誡命律例‧

35.我必從他兒子的手裏將國奪回、以十個支派賜給你‧

36.還留一個支派給他的兒子、使我僕人大衛在我所選擇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裏、在
我面前、長有燈光。

37.我必揀選你、使你照心裏一切所願的、作王治理以色列。

38.你若聽從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謹守我的律例
誡命、像我僕人大衛所行的、我就與你同在、為你立堅固的家、像我為大衛所立
的一樣、將以色列人賜給你。

39.我必因所羅門所行的、使大衛後裔受患難、但不至於永遠。

40.所羅門因此想要殺耶羅波安‧耶羅波安卻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裏、
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羅門死了。

41.所羅門其餘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寫在所羅門記上。

42.所羅門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眾人的王共四十年。

43.所羅門與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親大衛的城裏‧他兒子羅波安接續他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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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王“佩剑”：埃坦型轮式步兵战车
(Eitan 90km/hr)

古时战车
所羅門聚集戰車馬兵，有戰車一千四
百輛，馬兵一萬二千名



列王记上十一章14节至22节 以東人哈達7

14.耶和華使以東人哈達興起、作所羅的敵人‧
他是以東王的後裔。

15.先前大衛攻擊以東、元帥約押上去葬埋陣亡
的人、將以東的男丁都殺了‧

16.約押和以色列眾人在以東住了六個月、直到
將以東的男丁盡都剪除‧

17.那時哈達還是幼童‧他和他父親的臣僕、幾
個以東人逃往埃及。

18.他們從米甸起行、到了巴蘭‧從巴蘭帶著幾
個人、來到埃及、見埃及王法老‧法老為他
派定糧食、又給他房屋田地。

19.哈達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致法老將王后
答比匿的妹子賜他為妻。

20.答比匿的妹子給哈達生了一個兒子、名叫基
努拔、答比匿使基努拔在法老的宮裏斷奶‧
基努拔就與法老的眾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宮裏。

21.哈達在埃及聽見大衛與他列祖同睡、元帥約
押也死了、就對法老說、求王容我回本國去。

22.法老對他說、你在我這裏有甚麼缺乏、你竟
要回你本國去呢。他回答說、我沒有缺乏甚
麼‧只是求王容我回去。

神漸進式的審判
❖ Q:耶和華使以東人哈達興起：“使”做何解？
❖以東人:以掃的後裔。 以掃是以撒的長子，

雅各的孿生兄弟
➢ 以東人以農業和貿易為生。 古老的貿易路線

之一
➢ 大衛王制伏以東人，在以東地設立防營。 以色

列得以進入紅海上的以旬迦別港，所羅門王從
那裡派出許多遠征隊

➢ “你怎樣因以色列家的地業荒涼而喜樂, 我必
照你所行的待你.西珥山哪,你和以東全地必都
荒涼,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以西結書35:15) 

❖約押：
➢ 善待自己人：葬埋陣亡的人
➢ 住了六个月时间，杀尽以东男丁
➢ Q:以东人算敌国人吗？
➢ Q:古时与现代的人权观念差别在哪里？
➢ Q:杀戮与不战而屈人之兵？

❖哈達: 在以東被用作君王的名字
➢ 米甸-巴蘭-埃及-以东

❖为什么哈達可以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
❖哈達-法老王后答比匿的妹子

➢ 答比匿：「王的妻子」頭銜
➢ 兒子基努拔
➢ 大卫和約押相继离世



列王记上十一章23节至28节
- 大馬色人利遜 / 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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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神又使以利亞大的兒子利遜興起、作所羅門的敵
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瑣巴王哈大底謝‧

24. 大衛擊殺瑣巴人的時候、利遜招聚了一群人、自
己作他們的頭目、往大馬色居住、在那裏作王。

25. 所羅門活著的時候、哈達為患之外、利遜也作以
色列的敵人‧他恨惡以色列人、且作了亞蘭人的
王。

26. 所羅門的臣僕、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也舉手攻
擊王‧他是以法蓮支派的洗利達人‧他母親是寡
婦、名叫洗魯阿。

27. 他舉手攻擊王的緣故、乃由先前所羅門建造米羅、
修補他父親大衛城的破口。

28. 耶羅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羅門見這少年人殷
勤、就派他監管約瑟家的一切工程。

大馬色人利遜
使： 政治的變動乃因為神的作為
❖ 大卫：撒下八3-8
➢ 摩押人： 杀一留一

➢ 瑣巴的哈大底謝： 大卫擒馬兵一千七百、
步兵二萬‧將拉戰車的馬砍斷蹄筋

➢ 大馬色的亞蘭人來幫助瑣巴王哈大底謝、
大衛就殺了亞蘭人二萬二千。

❖ 利遜：
➢ 利遜：頭銜

➢ 以利亞大：敘利亞名
➢ 招聚了一群人：打家劫舍
✓ 大卫： 撒上二十二1～2， “凡受窘迫的、

欠債的、心裏苦惱的、都聚集到大衛那裏
✓ Q:利遜有可能会归顺所罗门吗，为什么？
✓ 作了亞蘭人的王

❖ 所罗门王国的外患：哈達、利遜

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
❖ 所罗门王国的内忧:耶羅波安
❖ 大有才能的人，極能幹、極勤奮、極有幹勁、大

有能力
➢ 監管約瑟家的工程： 以法莲和玛拿西
➢ 耶和華派先知亞希雅膏立他，作以色列十支

派的王。以色列人擁戴他，到埃及找他，一
起向猶大王羅波安表達不滿，更擁立他為王 。

❖ Q:耶羅波安为什么攻擊所罗门？
❖ 耶羅波安所犯的罪是甚麼呢？
➢ 鑄造了兩隻金牛犢，一隻在伯特利(雅各梦天

梯、上帝与雅各立约之地），一隻在但（北
方）。

➢ 在邱壇建殿，用利未人以外的人當祭司
➢ 將八月十五日定為節期



列王记上十一章29节至36节
- 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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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一日耶羅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羅人先知亞
希雅在路上遇見他‧亞希雅身上穿著一件新衣、
他們二人在田野、以外並無別人。

30.亞希雅將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
31.對耶羅波安說、你可以拿十片‧耶和華以色

列的神如此說、我必將國從所羅門手裏奪回、
將十個支派賜給你。

32.我因僕人大衛、和我在以色列眾支派中所選
擇的耶路撒冷城的緣故、仍給所羅門留一個支
派）

33.因為他離棄我、敬拜西頓人的女神亞斯他錄、
摩押的神基抹、和亞捫人的神米勒公、沒有遵
從我的道、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
典章、像他父親大衛一樣。

34.但我不從他手裏將全國奪回、使他終身為君、
是因我所揀選的僕人大衛謹守我的誡命律例‧

35.我必從他兒子的手裏將國奪回、以十個支派
賜給你‧

36.還留一個支派給他的兒子、使我僕人大衛在
我所選擇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裏、在我面前、
長有燈光。

37.我必揀選你、使你照心裏一切所願的、作王
治理以色列。

38.你若聽從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謹守我的律例誡命、像
我僕人大衛所行的、我就與你同在、為你立堅
固的家、像我為大衛所立的一樣、將以色列人
賜給你。

亞希雅之預言
先知亞希雅： 可能新被任命的，反對徵召服
苦之人

❖ 撕裂：表示叛亂（撒上十五27）
撒母耳轉身要走、掃羅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
襟就撕斷了。

❖ 神的宽厚：因大卫和耶路撒冷城：仍留下一
个支派（外加便雅悯）

❖ 原因：離棄神，拜假神
➢ 西頓人的女神亞斯他錄、摩押的神基抹、

和亞捫人的神米勒公
➢ 沒有遵從我的道

Q:什么是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
行事为人，心要正

❖ 对犹大家仍留有余地，不赶尽杀绝（赛四十
二3）
➢不将全国夺回
➢终身为君

❖ 灯光
➢ 傳宗接代。熄滅燈光或火盆意味著家庭命

脈的中斷。
➢ 繼承王位（撒下十四7）
➢ 有神的引導（十五4）。因為神的話永遠是

我們「腳前的燈」（詩一一九105）



列王记上十一章38节至40节
- 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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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我必因所羅門所行的、使大衛後裔受患難、
但不至於永遠。

40. 所羅門因此想要殺耶羅波安‧耶羅波安卻
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裏、就
住在埃及、直到所羅門死了。

41. 所羅門其餘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
慧、都寫在所羅門記上。

42. 所羅門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眾人的王共四
十年。

43. 所羅門與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親大衛的
城裏‧他兒子羅波安接續他作王。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
真實將公理傳開。（赛四十二3）

❖ Q:追杀耶羅波安对所罗门来说是一件智慧
的事吗？
➢ 那么怎样做才算是有智慧呢？

❖ 埃及王示撒
➢ 利比亚Meshwesh部落酋长的后裔，在新王

国时期（New Kingdom）末期定居于埃及。
➢ 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最后的法老，普苏森尼

斯Psusennes二世的时候，成为的军队总司

令。
➢ 示撒儿子Osorkon与普苏森尼斯的女儿通婚。
➢ 当普苏森尼斯去世，他没有儿子，示撒接

管了王位，统治期为主前 945-924年，开
始了230年的利比亚统治（第二十二王朝）。

「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
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
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王上十
四25-26）

「示撒带战车一千二百辆，马兵六万，并且跟
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
得不可胜数。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就来到
耶路撒冷。」（代下十二3-4）

犹大的领袖们在神面前自卑，所以耶路撒冷得
免毁坏（代下十二5-8）

❖ 所羅門死於約主前九三二年，年約六十
❖ 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作猶大王。他登基的

時候、年四十一歲‧在耶路撒冷、就是耶
和華從以色列眾支派中所選擇立他名的城、
作王十七年‧（十四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