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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
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
的善事。（提後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2Tim.3:16-17,NIV）

讀經班金句



• 願你以敬虔的心研讀神的話語，
行在祂的旨意當中！

• 願主的道興旺，主將得救的人
加給教會！

• 願主賜福你讀經的日子！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研讀聖經，與神同行

一個屬靈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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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上
（7–16）

舊約歷史書讀經班

列王记主題：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
以色列和犹大王的历史



列王纪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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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

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

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颈项，效法他

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王下17:13-14）

神对所罗
门的吩咐

神对以色
列人和犹
大人的警
戒



第三章所罗门王的智慧

一、所罗门娶法老女儿为妻(1节)

二、所罗门上基遍去献祭(2~4节)

三、所罗门在梦中向神求智慧(5~15节)

四、所罗门凭智慧为两个妓女判断孩子的归
属(16~28节)

「法老的女儿」（1节）很可
能是所罗门的王后，但并不
是他的第一位妻子，也不是
他的第一位外邦妻子，因为
亚扪人拿玛在所罗门登基前，
已经为他生了罗波安（王上
14：21）。

3所羅門愛耶和華，遵行他
父親大衛的律例，只是還
在邱壇獻祭燒香。



第四章 所罗门王的丰富
一、政治上的富强(1~19节)：

1.主要大臣(1~6节)

2.十二官吏(7~19节)

二、物质上的富裕(20~28节)：

1.食物丰盈(20~25节)

2.供应安定(26~28节)

三、智慧上的富博(29~34节)：

1.远胜万人(29~31节)

2.文言俱佳(32~34节)

所罗门王的行政改革，他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地另起
炉灶，而是聪明地使用了许多大卫时代忠诚的官员和后代。

「众吏长」（5节）是所罗门新设立的职位，
「家宰」（6节）也是新设立的主管王宫事务的官员，
因王室庞大，王宫事务繁杂。
掌管「服苦的人」（6节），指管理服劳役的以色列
人（王上5：13-14）并外邦劳工。

所罗门建立行政制度，实现中央集权



所羅門之富足、尊榮、智慧
1. 疆界：北至大河邊，南至埃及（21节）

2. 人民：多如海邊的沙，“都吃喝快樂，在自己的
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安然居住”

3. 吏治：設立十二官吏，按月負責皇家的飲食

4. 戰事：所羅門是平安王，四境平安，沒有戰事

5. 智慧：所羅門作箴言三千句，詩歌一千零五首
。他講論草木、飛禽、走獸、昆蟲、水族，天
下列王都差人來聽他的智慧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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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的疆界虽然很大，但都是
大卫留给他的。所罗门时代以色
列的版图，应验了神的应许：
「自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
（创15：18），「从旷野和这黎
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
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
（书1:4）。

诗篇第72首是（大卫给）
所罗门的诗。诗篇127是所
罗门的上行诗。圣经中共
收录6首。



第五章所罗门王预备建殿

一、向推罗王希兰提出建殿木料的要求(1~6节)

二、双方约定以食物交换木料(7~12节)

三、派定伐木、凿石工人(13~18节)

大卫早就准备建造圣殿，但他
不断征战，流人的血太多，所
以神没有许可，而是安排「太
平的人」所罗门建殿（代上22：
6-9）。因为神的心意是让人在
祂里面享用真正的安息，以神
为自己的喜乐和满足。

来自黎巴嫩的「香柏木和松木」（8节）
优质木材，用来建庙宇宫殿。

13服苦的人共有三万（以色列人）。
15所罗门用七万扛抬的，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
16三千三百督工的，监管工人（寄居的外邦人）。



第六章所罗门王建殿概况

一、开工年月和圣殿大小尺寸(1~3节)

二、圣殿整体结构(4~10节)

三、神对圣殿的应许(11~13节)

四、圣殿内部概述(14~30节)

五、圣殿入口与内院(31~36节)

六、建殿所用时间(37~38节)

1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
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
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
造耶和华的殿。

圣经的时间标，967BC

所罗门970BC登基，第四年是967年

也有人计算为966BC

到十一年布勒月，所羅門花了七年半建造
聖殿，960BC建成



所罗门历时7年半建圣殿（模型）

20内殿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二十肘，墙面都贴上精金；
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精金。





所罗门建圣殿示意图



圣殿内部

所罗门圣殿至
圣所的艺术想
象图。但杆的
位置并不准确，
应该在约柜的
底部。

20内殿长二十肘，宽二十
肘，高二十肘，墙面都贴
上精金；又用香柏木做坛，
包上精金。



神同在的條件

• 若無神的同在，聖殿只是一棟房子，約櫃只是一個櫃子。寶貴的不是房子
和櫃子，而是神的同在。若想有神同在，就必須遵行神的道：

• 耶和華的話臨到所羅門說：「論到你所建的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謹
守我的典章，遵從我的一切誡命，我必向你應驗我所應許你父親大衛的話。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間，並不丟棄我民以色列。」（王上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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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所罗门立约



第7章建造王宮並製造聖殿器具
一、所羅門王建造王宮(1~12節)：

1.建造黎巴嫩林宮(1~5節)

2.建造廊子(6~7節)

3.建造宮室(8~12節)

二、工匠戶蘭製作聖殿器物(13~51節)：

1.鑄製兩根殿廊前的銅柱(13~22節)

2.鑄製一個銅海(23~26節)

3.鑄製十個銅盆座和十個銅盆(27~39節)

4.製作聖殿的各種器皿(40~51節)

1所羅門為自己建造宮室，十三年方才造成。

这是所羅門偏離神的根源

2又建造黎巴嫩林宮，長一百肘，寬五
十肘，高三十肘，有香柏木柱三（原文
作“四”）行，柱上有香柏木柁梁。

而所罗门「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
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最后进驻的却是「法老的女儿」（7
节），仿佛这一切都是为「法老的
女儿」预备的。作者用巧妙的先知
笔法，向我们预告了将来这些外邦
妃嫔必然会占据所罗门的心，她们
所敬拜的别神必然会凌驾在一切之
上（11：1-8）。



黎巴嫩林宮 (王上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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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以大量的黎巴嫩香柏木建造而得名

2. 費時十三年造成

3. 多用途的宮殿
a. 所羅門的宮室（后宫）
b. 行政大樓（設有審判的座位）
c. 武備庫（存放金擋牌、金盾牌、其他軍器，參考賽22:8）
d. 銀庫

4. 羅波安五年，埃及王示撒攻入耶路撒冷，奪取聖殿和林宮的寶物，
包括所羅門製造的金盾牌

几乎是建造圣殿时间的两倍。

起初是「定意要为耶和华——我
神的名建殿」（:5：5），最后
却是「为自己建造宫室」；起初
是百姓在安息中轮流参与事奉5：
14），最后却变成百姓「负重轭，
做苦工」（王上12：4），最终
导致了国度的分裂。

黎巴嫩林宮與聖殿一樣高，比
聖殿大得多，面積是聖殿的3.6
倍，大大越過了神的榮美，並
且法老的女兒住在其中(8節)。

所罗门王朝的转折点：为自己建造宫室（7：1-12）



所羅門一生最大的成就：建造聖殿

1. 建殿的心意： “我定意要為耶和華我神的名建殿”

2. 建殿的材料：用上好的材料建造：香柏木，大石頭，精金

3. 那兩根出名的雕花銅柱：右邊的一根叫做雅斤(他建立)，左邊的一
根叫波阿斯(他賜力量)，每根高27英呎（8公尺），圍18英呎（5.4
公尺）

4. 聖殿的完成：舉行盛大的獻殿儀式，守節十四日，獻羊十二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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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他又铸一个铜海，
样式是圆的，高五肘，
径十肘，围三十肘。
“銅海”指巨大的貯水
池，池中的水供祭司
供職前作禮儀的潔身
之用(代下4：6)

49内殿前的精金灯台：
右边五个，左边五个

38又用铜制造十个盆，
39五个安在殿门的右
边，五个放在殿门的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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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他
賜力量
（北邊
的柱子）

雅斤
他建立
（南邊
的柱子）

廊子的柱頂徑四肘，刻著百
合花」：『徑』指周圍；
『四肘』約折合1.8公尺

柱高8公尺
底宽5.4公尺

两个柱顶安在
柱上，各高五
肘2.25公尺。



至聖所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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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聖所是一個立方體，長、寬、高一樣

• 會幕的至聖所：長10肘，寬10肘，高10肘

• 所羅門聖殿的至聖所：長20肘，寬20肘，高20肘

• 以西結看到丈量聖城的異象：他量內殿，長二十肘，寬二十肘。他對
我說：「這是至聖所。」（結41:4）

• 啟示錄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天使用葦
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長、寬、高都是一樣。（啟21:16）



第8章 所羅門行獻殿禮

一、搬運並安放約櫃於至聖所(1~11節)

二、所羅門給會眾祝福(12~21節)

三、所羅門獻殿的禱告(22~53節)

四、所羅門再給會眾祝福(54~61節)

五、所羅門獻平安祭(62~66節)

4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
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
具都带上来。

所罗门可能在作王第十一年
八月建成了圣殿（6：38），
作王第二十四年建成了自己
的宫室，同时也造完了圣殿
的器皿，然后于当年七月举
行「奉献之礼」（63节）。

祝福12-21，
55-61，

祷告22-54，
献祭62-66

两个七天

神的荣光充满圣殿



獻殿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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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果真住在地上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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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願你晝夜看顧這殿，就是你應許立為你名的居所；
求你垂聽僕人向此處禱告的話。

• 你僕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處祈禱的時候，求你在天
上你的居所垂聽，垂聽而赦免…（王上8:27-30）

(1)求神不斷看顧這殿；(2)求
神垂聽下面為殿禱告的話。
(1)垂聽而赦免，(2)垂聽而敬
畏，(3)垂聽而得勝

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
的殿里（27节），然
而這座殿上有神的名
字（立為你名的居所
）圣殿作为神与人同
在的记号。

這是萬民禱告的殿：以色列
人和外邦人都可來此祈禱



獻殿的祈禱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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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你的民以色列，或是眾人，或是一人
，自覺有罪，向這殿舉手，無論祈求
什麼，禱告什麼，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
垂聽赦免。

• 39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待
他們（惟有你知道世人的心）， 40使
他們在你賜給我們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
敬畏你。

31-54在神面前的七个祈求，都是根据神的应许。

31人若得罪邻舍
33祢的民以色列若得罪祢，败在仇敌面前，

35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
37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
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
么灾祸疾病，
44祢的民若奉祢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
敌争战
48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祢，又向
自己的地，就是祢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祢所
选择的城，并我为祢名所建造的殿祷告

41论到不属祢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祢名从远方而来

60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惟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
61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祂的
律例，谨守祂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所罗门为民祝福54-61



第9章 所羅門的神恩和富強

一、神向所羅門顯現並應允其禱告(1~9節)

二、所羅門與希蘭互送禮物(10~14節)

三、所羅門徵用奴工服勞役(15~23節)

四、所羅門建造米羅並每年三次獻祭(24~25節)

五、所羅門造船從事海上貿易(26~28節)

2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
3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
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
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
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
也必常在那里。
4-9重申大卫之约，所罗门之
约，提出更严厉的警告。

所罗门在米羅专门为埃及王后建王宫



第9章1-9 神的回应
1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
2 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
3 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
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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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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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事
奉敬拜别神，
7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
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
8 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
殿如此行呢？
9 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亲近别神，事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正面回应2-5

严重警告6-9



話說所羅門 (王上9,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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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羅門（平安王）：恩典之子，和平之君

2. 與推羅的商業同盟：藉著腓尼基人的商船和海上基地，打開地中海門戶

3. 國防建設：
夏瑣：北部防禦亞蘭的軍事基地
米吉多：迦密山隘口的軍事基地
基色：西部平原防禦非利士人的軍事基地
他瑪：死海南邊防禦以東的軍事基地

4. 戰車的使用：以色列人使用由馬駕駛的戰車，從所羅門開始

9:10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
宫，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了。

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十三年（7:1）
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所以不得不用
城邑抵押金子和木料。

基色城：埃及法老的陪嫁

24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
搬到所罗门为她建造的
宫里。那时，所罗门才
建造米罗。

11所羅門王
就把加利利
地的二十座
城給了希蘭。
14希蘭給所
羅門一百二
十他連得金
子。（約折
合4,080公斤）



話說所羅門 (王上9,10章)

5. 紅海商船：藉著推羅人的造船與航海技巧，在以旬迦別成立遠洋航
隊，每次航期三年

6. 阿拉伯的駱駝商隊：與示巴建立友誼，使商業活動廣佈阿拉伯半島

7. 冶銅工業的發展：在以旬迦別建立古代東方最大的煉銅場

8. 軍火生意：從埃及買戰車，從奎（基利家）買馬，再轉賣給亞蘭和
赫人

9. 文化的興盛：音樂，詩篇，箴言，文學均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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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靠着自己的智慧，又建造、又经营，
到了年老时却说：「后来，我察看我手所
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
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传2：11）

律法规定“以色列人不可走回埃及的路”（申17：16）



話說所羅門 (王上9,10章)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10. 行政區：將全國劃分為十二行政區，消除
支派意識，強調效忠王室

11. 繇役制度：施行勞工法，派督工，強迫民
眾為帝國的建設岀力

12. 以色列的黃金時代：國富民強，盛況不再

不忠于神，就不可能忠于人，忠于王室

不体恤百姓，横征暴敛，骄奢淫逸，看似强大，一朝垮塌

靈性墜落的危機
一、名聲──自高自大的
危機(林前8：1)
二、財富──事奉瑪門的
危機(太6：24)
三、車馬──靠車靠馬的
危機(詩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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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所羅門王的聲譽與財富

一、示巴女王慕名來訪(1~13節)

二、所羅門王的財富(14~22節)

三、所羅門王的名聲(23~25節)

四、所羅門王的車馬(26~29節)

23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
下的列王。24普天下的王都求见
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

14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
共有六百六十六他连得。

这些金子被用来做什么？

律法规定“不可为自己多
积金银”（申17：17）

1400辆战车，12000马兵，商人高价从埃及买来。
律法规定“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申17：16）



所羅門一生最大的失敗：因寵愛外邦女子而偏離神
1. 所羅門寵愛許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亞捫

、以東、西頓等國的女子
2. 論到這些國的人，耶和華曾曉諭以色列人說

，你們不可與他們往來相通，因為他們必誘
惑你們的心，去隨從他們的神

3. 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
去隨從別神，如：

西頓人的女神亞斯他錄
亞捫人可憎的神米勒公 (即摩洛)
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抹

4. 所羅門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效法他
父親大衛專心順從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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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有妃子700，都是公主；嫔300，
诱惑他的心（3）。渐渐在他心里代替
了神，使他的心越来越偏离神（9）。

律法规定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申17：17）

所罗门一生最大的失败是没有谨守遵
行神的道，偏离了神，拜假神邪神。

第11章

4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去隨從別神，
不效法他父親大衛，誠誠實實地順服耶和華他的神。

7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扪人可憎的
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

11你既行了这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



第11章所羅門的背離和死亡
一、所羅門受妃嬪誘惑敬拜偶像假神(1~8節)

二、神斥責他並興起外部對手(9~25節)

1.神斥責所羅門(9~13節)

2.以東人哈達的興起(14~22節)

3.大馬色人利遜的興起(23~25節)

三、神興起內部對手耶羅波安(26~40節)

四、所羅門之死(41~43節)

11-13节是神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向
所罗门说话，发出严厉警告：我必将
你的国夺回（从你儿子手中）。让他
知道聪明人做愚昧事的结果。

所罗门在位40年，得寿60岁，没能承受神应许的长寿

26所罗门的臣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也
举手攻击王。被所罗门追杀，逃到埃及。

所罗门所用非人，耶罗波安大有才能，殷
勤，派他監管北方十個支派的奴工。先知
亚希雅预言耶罗波安要当十个支派的王



第12章 分裂為南北兩國

一、羅波安即位後到示劍會見眾民(1~5節)

二、羅波安不理眾民減輕勞役的要求(6~15節)

三、北方眾民立耶羅波安為王(16~20節)

四、神人示瑪雅阻止羅波安用兵平亂(21~24節)

五、耶羅波安在敬拜的事上犯罪(25~33節)

耶罗波安显然深得北方各支派的民心，
所以虽然住在埃及，也有「以色列人打
发人去请他来」（3节），作为谈判代表
与罗波安谈判。

4『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
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
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
我们就事奉你。』

这是一句客气的威胁，意思
是罗波安若不改变政策，北
方各支派就拒绝支持新王。

所罗门劳民伤财，致民众离心，后果显现



如何分裂一個王國：羅波安的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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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天不足：繼承一個不穩定的帝國

2. 後天失調：給自己找一批紈絝子弟放在身邊

3. 斷絕言路：不採納那些老成謀國的意見

4. 漠視民疾：對人民的疾苦不表同情

5. 高壓政策：岀事之後以武力解決

7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事
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
们就永远作王的仆人。』

10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
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
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
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11我
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
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
蝎子鞭责打你们！”』

罗波安「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岁」（14：21），少年人，
指罗波安的发小，一群纨绔子弟，致南北分裂。

北方10个支派，南方犹大支派

第12 章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
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
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20：27~28)。

遇到困难求问神还是求问世人？得到相反的结果。



如何建立一個神所不喜悅的國家：耶羅波安的處方

1. 設立假神敬拜中心：鑄造兩個金牛犢，一
個放在但,一個放在伯特利

2. 私設祭司：將不屬利未人的凡民立為祭司

3. 私定節期：定八月十五為節期

4. 耶羅波安的罪：為了私人的利害，以具體
的方法帶領人民遠離真神

5. 先知亞希雅預言耶羅波安喪子（亞比雅）
，後代將會全家被殺（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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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12章

「这事乃出于耶和华」（15，24），
意思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为要管
教所罗门（的子孙）（11：11-12）。

30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
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

500年前以色列人铸一只金牛，耶和
華向以色列大發烈怒。500年后重演，
北国铸了两只金牛。

换掉一位压迫民众的王，迎来了一位
更加背离神的王，人世间的悲哀。



第13章神人和老先知
一、神人奉神命到伯特利預言壇必破裂(1~3節)

二、神人醫治耶羅波安枯手後拒絕其接待(4~10節)

三、老先知聞訊將神人半途騙回他的家(11~19節)

四、神的話臨到老先知斥責神人違命(20~22節)

五、神人在回程中被獅子殺死(23~25節)

六、老先知安葬神人屍體在自己墳墓裡(26~30節)

七、老先知囑兒子們將來把自己與神人同葬(31~32節)

八、耶羅波安背道殃及子孫(33~34節)

1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
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
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2神人奉
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
『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
约西亚，他必将邱坛的祭司，
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
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
面。』

这个预言在三百年后应验（王
下23：15-20）

国度分裂是出于神（12：15），
但拜偶像却不是出于神；国度
分裂是神的管教（11：31-33），
但拜偶像却是撒但的破坏。

不论我们遇到什么诱惑，什么艰难困苦，
都不要离开神，倒要专心信靠顺服神



插曲：一位無名神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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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位中途變節的神人：遵照神的命令而去，未遵照神的命令而回

2. 一位前倨後恭的君王：耶羅波安受到了警告，但卻沒有悔改

3. 一位說謊惹禍的先知：把神人騙來了，卻把他害死了

4. 一個令人警惕的結局：神人被獅子咬死，老先知哀哭不已，耶羅波
安禍延子孫

本章出现了三个明知故犯的人：神人是因为不够警醒，老
先知是因为属灵的骄傲，耶罗波安是因为个人的私利，他
们虽然都知道神的旨意，却都不能专心顺服神。神允许这
一切事发生，好让我们知道：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
（申31：29）

「神人」（1节），指
奉神命令传达神指示的
人，不一定是先知。

犹大的神人不畏王权，忠心地宣告了神的审
判（2节），也拒绝了王的威逼（3-5节）和
利诱（8-9节），却没能挡住老先知貌似属
灵的「诓哄」。人在一件事上能明白真理，
并不能保证凡事都知道真理。

所有这些都

表明神的话
一定应验，
为此做见证
警告以色列
民。

第13章



第14章南北兩王的結局
一、北國耶羅波安的結局(1~20節)：

1.兒子亞比雅病死(1~12節)

2.先知亞希雅預告王朝的下場(13~18節)

3.耶羅波安之死，兒子拿達接續他作王(19~20)

耶罗波安让他妻子所带的
礼物非常普通（3节）到示
罗，目的是为了隐瞒王后
的身份。耶罗波安是个聪
明人，却无法脱离愚昧无
知；他知道神、却不肯转
向神，知道罪、却不愿离
开罪。妻子回到得撒儿子
就死了。

在耶罗波安的所有子孙当中，只有病亡的儿子亚比雅「得
入坟墓」（13节），其余的尸体都要被腐食动物吞吃（11
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来
9：27），分别只是早死晚死，死后如何面对审判。亚比
雅向神「显出善行」（13节），结果却是病亡，可见病亡
也是神的怜悯。

人死亡有时也是神的奖励，是神的工。

「得撒」（17节）位于示剑
北面约11公里，耶罗波安后
期可能把首都从「示剑」
（12：25）迁到了「得撒」。
接下来的以色列诸王拿答、
巴沙、以拉、心利、暗利都
以「得撒」为首都，直到暗
利建造了撒马利亚（16：23-
24）。

耶羅波安作王二十二年



第14章南北兩王的結局
二、南國羅波安的結局(21~31節)：

1.羅波安作王時猶大人背道(21~24節)

2.埃及王示撒洗劫耶路撒冷(25~28節)

3.羅波安之死，兒子亞比央接續他作王(29~31)

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作猶大王，
母亲是亚扪人拿玛。罗波安立
柱像拜偶像，行一切可憎恶的
事。比他列祖更甚。

埃及王示撒夺了耶和华殿和王
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
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26）。

23因為他們在各高岡上，各青
翠樹下築壇，立柱像和木偶。
24國中也有孌童。

罗波安在位17年 亚比央又名“亞比雅”作王三年

從三人之死看神的懲治
1.北國亞比雅雖英年早逝，
卻免受神的懲治：
2.北國耶羅波安雖壽終正寢，
卻貽禍子孫：
3.南國羅波安雖壽終正寢，
卻生前遭患。

所羅門死後不到五年，他的國度分裂、平安不再、百姓墮落，一生積攢的財富和
榮耀也被埃及法老全部奪走(26節)。神借著所羅門的一生讓我們看到，人所追求
的「聰明智慧」(王上3：12)、「富足、尊榮」(王上3：13)、「四圍平安」(王上5：
4)，沒有一樣能夠長久，也沒有一樣使我們更愛主、更順服神：「世人行動實系
幻影。他們忙亂，真是枉然；積蓄財寶，不知將來有誰收取」(詩39：6)。



第15章 南北兩國王朝的興替

一、南國亞比央王(1~8節)

二、南國亞撒王(9~24節)

三、北國拿答王(25~31節)

四、北國巴沙王(32~34節)

1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作犹大王，
2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迦，是押沙龙的女儿。

「女儿」（原文也可以指「孙女」。
「玛迦」（2节）其实是押沙龙的外孙
女，又名米该亚，是押沙龙的女儿他玛
（撒下14：27）与基比亚人乌列所生
的女儿（代下13：2）。押沙龙的母亲
也叫「玛迦」（撒下3：3）。

罗波安效法他父亲所罗门，「娶十八个妻，立六十个妾，
生二十八个儿子，六十个女儿」（代下11：21）。虽然玛
迦「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13节），但罗波安却最宠
爱玛迦，所以「立玛迦的儿子亚比央作太子，在他弟兄中
为首」（代下11：22）

『亞舍拉』迦南司生育之女神名



3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
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
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4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
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
（亚撒）接续他作王，坚立耶路撒冷。
5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
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
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第15章 亚比央和所罗门一样（11：4），不是不跟随神，
而是不肯用完全的心跟随神。亚比央曾经谴责
北国，责备他们照着外邦人的恶俗敬拜「当作
神的金牛犊」（代下13：8-9），标榜自己「遵
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代下13：10-12）敬拜
神。因此，亚比央「所行的一切恶」（3节），
不是不敬拜神，而是一面敬拜神，一面敬拜偶
像，正如许多信徒「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太:6：24）。

因为大卫之约是无条件的（撒下7：16），并不是
倚靠人的属灵光景来维持，而是由神自己负责「亲
口应许，亲手成就」（8：24）

《历代志》用了三章的篇幅，详细记载了亚撒的事迹（代
下14-16）。



9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年，亚撒登基作犹大王，

10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一年。他祖母名叫玛迦，是押沙龙的女儿。

11 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12 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13 并且贬了他祖母玛迦太后的位，因她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

亚撒砍下她的偶像，烧在汲沦溪边，

14 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15 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

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

第15章

亚撒「作王四十一年」（10节），
是继大卫、所罗门之后第三个长
期统治的犹大王。在亚撒统治的
四十一年里，北国以色列走马灯
似的更换了三个王朝、六个王
（拿答、巴沙、以拉、心利、暗
利、亚哈），每一次王朝的更换
都是因为暗杀和政变。人一旦离
弃了神，不接受神的拣选，王位
就成了人人都可以争夺的猎物：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而作王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而不是为了牧养神的群羊。

亚撒王时代是犹大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复兴。神借着先知亚撒利雅引导亚撒「壮起胆来」（代下
15：8）遵行神的道（代下15：1-7），除掉娈童（男娼），「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12
节），包括所罗门（11：5-8）和罗波安（14：23）时期所造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亞撒一
生卻向耶和華存誠實的心。



第16章北國以色列諸王朝之更替

一、巴沙王朝(1~7節)

二、以拉王(8~14節)

三、心利王朝(15~20節)

四、暗利王朝(21~28節)

五、亞哈王(29~34節)

巴沙是拿答手下的將領，背叛拿答，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
篡了他的位。耶罗波安儿子拿答作王二年。
29巴沙一作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
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祂仆人示罗人亚希雅所说的话。

8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得撒登基作以色列
王共二年。9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利背叛他。10心利杀
了以拉，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的事。11心利
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
个男丁。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7）

16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暗利作以色列王。
17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得撒。18心利见
城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
暗利登基作以色列王共十二年，在得撒6年，撒玛利亚6年。

暗利的兒子亞哈，在撒瑪利亞作以色列王二十二年。娶了
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耶洗別為妻，去侍奉敬拜巴力。

1-4耶和華的話臨到哈拿尼
的兒子耶戶，責備巴沙和
耶羅波安家一樣下场。

希伊勒重修耶利哥死了两个儿子，见（書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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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
40

押沙龍 所羅門40

瑪迦 羅波安17 耶羅波安22

亞比央3

亞撒41

約沙法25

拿達2

心利7日以拉2

巴沙24

暗利12

耶洗別 亞哈22

遷都於
撒瑪利亞

….

設立金牛
犢於伯特
利及但

廢了瑪
迦太后
因她拜
亞設拉

南北交戰期

南北和好期



南北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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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國：計9朝，19王，208年

• 南國：計1朝*，19王，344年

• *王后亞他利雅篡位7年另計



南國初期諸王 (王上14-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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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波安：在位17年

2. 亞比央:在位3年

3. 亞撒：在位41年
除去國中的孌童及偶像
貶了祖母瑪迦太后之位，燒掉她所造的偶像
將金銀分別為聖，奉到耶和華的殿中
借助於亞蘭王便哈達，擊敗以色列王巴沙

4. 約沙法：在位25年
除去國中的孌童
設立總督治理以東

亞撒把圣殿和王宫剩余金银寶物
送給亚兰王便哈達並請求救援。



北國初期列王 (王上14-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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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國第一個王朝：耶羅波安王朝
1. 耶羅波安：在位22年
2. 拿答：在位2年，為臣子巴沙所殺

二. 北國第二個王朝：巴沙王朝
3. 巴沙：在位24年

一作王就殺了耶羅波安全家，應驗先知亞西雅的預言
先知耶戶責備巴沙，預言他全家被殺

4. 以拉：在位2年



北國初期列王 (王上14-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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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國第三個王朝：心利王朝
5. 心利：在位7天

一做王位就殺了巴沙全家，應驗先知耶戶的預言
自焚而死

四. 北國第四個王朝：暗利王朝
6. 暗利：在位12年

原來是以色列的元帥
建造撒瑪利亞城，遷都於此



古文物：
Mesha Stele摩押刻石

• 暗利作王的時候，北國的武力相當強盛。摩押刻
石是摩押王Mesha時代的文物，約 840 BC。上面
說以色列王暗利曾經統治過摩押人，多年之後摩
押王Mesha興起，推翻了以色列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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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利遷都撒瑪利亞

• 撒瑪利亞山丘。暗利將北國的首都從得撒遷至
撒瑪利亞，從此以後撒瑪利亞就成為北國的代
稱。在耶穌的時代，將於加利利和猶大之間的
地區稱為撒瑪利亞。

• 暗利用二他連得銀子向撒瑪買了撒瑪利亞山，
在山上造城，就按著山的原主撒瑪的名，給所
造的城起名叫撒瑪利亞。（王上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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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記載的角度

• 聖經是從「神與人的關係」的觀點來記載，不是從人
際關係或國際關係的觀點來記載。好比說暗利，他遷
都撒瑪利亞，又制伏了敵國，從人的歷史來看是一個
重要的王，應該多講一些他的事蹟，可是聖經卻僅用
幾節經文（王上16:21-28）來講他。

• 相反的，暗利的兒子亞哈在歷史上是一個微不足道的
人物，聖經卻用六章（王上17-22章）的篇幅來講他。
因為先知以利亞的事工發生於亞哈作王的期間，亞哈
和他的王后耶洗別帶領以色列人拜巴力，以利亞和他
們有多次的衝突，所以聖經記載了許多有關亞哈的事，
作為後人的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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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國初期列王 (王上14-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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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北國第四個王朝
7. 亞哈：在位22年

娶西頓王之女耶洗別為妻，並在
撒瑪利亞建造巴力的廟
亞哈、耶洗別與先知以利亞為敵
神使亞哈戰勝亞蘭王便哈達
亞哈與耶洗別奪取拿伯的葡萄園
亞哈與猶大王約沙法聯軍攻打亞
蘭，被流矢射死

8. 亞哈謝：在位2年
求問以革倫的神巴力西卜
先知以利亞預言其必死
先知以利亞與以利沙

9. 約蘭：在位12年

與猶大王約沙法並以東
王，三王合攻摩押

亞蘭王圍攻撒瑪利亞

被將軍耶戶射殺



北國初期列王 (王上14-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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