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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記上7-16章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舊約讀經班#31
2007年8月19日, 王文堂牧師



基督徒讀聖經

1. 以信心讀:
a. 以信心來體會神的話語 (裡面的預備)
b. 以禱告來邀請神的光照 (外來的幫助)

2. 以紀律讀:
a. 每日讀經 (堅持)
b. 完成進度 (盡責)

3. 為自己讀:
a. 讓聖經對自己說話 (話語的進來)
b. 讓真理在生活落實 (話語的出去)



基督徒讀聖經歷史

1. 從歷史的進行看上帝的心意
a. 神的心意是救贖, 救贖的目的是做神的子民

b. 人的責任是聖潔, 聖潔的方法是分別與順服

2. 從團體的興衰看個人的責任
a. 在救贖的團體中, 人人都與救贖者有個人的關係

b. 救贖團體的興衰, 是個人與神關係的興衰之總合

3. 從生活的實例看真理的應用
a. 真理的基礎在新約

b. 生活的實例在舊約



讀經班與你

1. 歡迎, 讀經班是為了你, 一位愛好神話語的人
而預備的

2. 在這個班上, 人人都是學習者

3. 你對讀經班的責任: 以讀完進度和穩定出席來
維持班級的水準

4. 完整的基督徒生活: 讀經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
部分, 其他尚有敬拜, 團契, 事奉等

5. 成為你生活中的祝福: 願你因持續讀經而得著
主的指引,堅固,祝福



列王紀上下的大綱

1. 所羅門時代, 王上1-11章
2. 南北朝前期, 王上12-16章
3. 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的事工, 上17-下8
4. 南北朝中期, 王下8-17章
5. 南北朝末期, 王下18-25章



評定列王的三個標準

總原則: 君王是否帶領人民做神的子民

1. 聖所：君王是否引導人民來到耶和華的聖殿，
通過神所設立的祭司，用神所指示的方法來敬
拜神？

2. 聖言：君王是否教導人民神的話語，謹守遵行
神的律例典章？

3. 聖民：君王是否棄絕偶像，引導人民敬拜獨一
的真神？



初期三王

1. 掃羅：王國的草創時期

2. 大衛：王國的擴張時期

3. 所羅門：王國的堅立時期



所羅門一生最大的成就：建造聖殿 (王上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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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18英呎

4. 聖殿的完成：據行盛大的獻殿儀式，守節十四
日，獻羊十二萬隻



黎巴嫩林宮 (王上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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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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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殿的祈禱 (王上8章)

1. 所羅門當著會眾，站在壇前，屈膝跪下，向天
舉手祈禱，說：

2. 我知道，天上的天都不足神居住，何況這殿！

3. 然而這座殿上有神的名字（立為你名的居所）

4. 這是萬民禱告的殿：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可來
此祈禱

5. 凡在這殿中的祈禱，求主垂聽：(1)垂聽而赦
免，(2)垂聽而敬畏，(3)垂聽而得勝



話說所羅門 (王上9,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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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使用馬駕駛的戰車，從
所羅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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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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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所羅門 (王上9,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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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派督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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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羅門一生最大的失敗：因婚姻而偏離神
(王上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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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

所羅門王一切的飲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宮裡
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羅門年間，銀子算不
了甚麼。

所羅門王的財寶與智慧勝過天下的列王。

耶穌說：「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
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你們這
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
爐裡，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如何分裂一個王國：羅波安的處方（王上12章)

1. 先天不足：繼承一個不穩定的帝國

2. 後天失調：給自己找一批纨袴絝子弟放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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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岀了事之後以武力解決



如何建立一個神所不喜悅的國家：

耶羅波安的處方（王上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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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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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亞西雅預言耶羅波安喪子（亞比雅），後
代將會全家被殺



插曲：一位無名神人的故事（王上13章）

1. 一位中途變節的神人：遵照神的命令而去，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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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也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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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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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羅波安：在位17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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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約沙法：在位25年
除去國中的孌童

設立總督治理以東



北國初期列王 (王上14-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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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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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國初期列王 (王上14-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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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國初期列王 (王上14-16章)

四. 北國第四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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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