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概論-歷史書 第七堂 列王紀上
一、簡介
作者：耶利米（猶太法典「他勒目」以耶利米為作者）。本書記載猶大國和以色列國諸王
的事蹟，所以命名為‘列王紀’ 。在希伯來文聖經中，列王紀上和列王紀下原為一卷。
在撒母耳記上，我們看見過渡和轉移，這個國家如何從士師轉換到君王，從祭司轉
換到先知。然後在撒母耳記下我們看見這個國家如何在大衛的統治下被建立成一個
國度。在列王紀上我們開始看見那個國度的分裂，並且她如何被分開成為北國和南
國。最後，在列王紀下，我們看見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兩方都墮落而滅亡。
時間：1015-897B.C.；地點：埃及與巴比倫(首部份于國亡不久在埃及；後部份在巴比倫)
目的：本書主要的信息是說明神的子民在地上的國度興衰的原因。當神的子民敬畏神時，
國度就興盛；當他們離棄神時，國度就衰敗。
鑰字：(一) ‘正的事’; (二) ‘惡的事’; (三) ‘效法他祖大衛’
1. 所羅門當著以色列會眾、站在耶和華的壇前、向天舉手說：
王上 8:23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阿、天上地下沒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盡心行在你面前的僕
人、守約施慈愛‧24 向你僕人我父大衛所應許的話、現在應驗了‧你親口應
許、親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樣。25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阿、你所應許你僕人我
父大衛的話、說、你的子孫若謹慎自己的行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樣、
就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現在求你應驗這話。26 以色列的 神阿、求你成就
向你僕人我父大衛所應許的話。
2. 耶和華二次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
王上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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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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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利亞前來、對眾民說：
王上 18:21 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若耶和華是 神、就當順從耶和華‧若巴力是神、
就當順從巴力‧眾民一言不答。
王上 18:39 眾民看見了、就俯伏在地、說、耶和華是 神、耶和華是 神。
主旨：本書內容包括大衛的晚年、所羅門的登基、聖殿的建造、所羅門的晚年和墮落、國
度的分裂、猶大國王－從羅波安起到約蘭止－的記事、以色列國王－從耶羅波安起
到亞哈謝止－的記事、以利亞的傳記。
這卷列王紀被寫成，並不僅僅作為歷史，而是寫給一班被擄的子民，乃是為著一個
特別目的而寫的。列王紀是以這個國家的一段歷史為架構，起始于所羅門王的榮耀
時代，而結束於被擄到巴比倫。本書把這幅畫陳示給被擄子民的原因，是要提醒他
們，使他們確知自己原是神立約的子民。當他們向神忠心的時候，就蒙祝福；但若
向神不忠心，那麼審判就臨到他們。在寫作背後的用意，乃是要說服神的子民，並
且向他們指明，回到神立約的祝福之路乃是借著悔改，並且恢復向神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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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王紀上王朝與先知表
大衛王朝(大衛晚年立所羅門接續王位)
所羅門王朝(早年-堅立國度, 全盛-為神造殿, 衰落-隨從別神)
猶大國分裂之因有二：（1）遠因在所羅門奢淫離棄神（11:33）；（2）近因在羅波安不聽
國中老臣忠諫，反聽惡友之言，苛刻百姓（12:6-11），從此國家南北分裂，彼此仇恨。
南 國（猶大、便雅憫, 建都耶路撒冷）

北 國(十支派, 建都撒瑪利亞)

一、互相敵對時期
1. 羅波安(17 年,惡)

示瑪雅,易多

1. 耶羅波安(22 年,惡)

2. 亞比央(3 年,惡)

易多

2. 拿答(2 年,惡)

3. 亞撒(41 年,善)

亞撒利雅,哈拿尼

3. 巴沙(24 年,惡)

亞希雅
耶戶

4. 以拉(2 年,惡)
5. 心利(7 日,惡)
6. 暗利(12 年,惡)
7. 提比尼(3 年,惡)
二、互相聯盟時期
4. 約沙法(25 年,善)

耶戶,以利以謝

8. 亞哈(22 年,惡)

以利亞,米該雅

5. 約蘭(8 年,惡)

9. 亞哈謝(2 年,惡)

以利亞

6. 亞哈謝(1 年,惡)

10. 約蘭(12 年,惡)

以利亞,以利沙

7. 亞他利維(6 年,惡)

11. 耶戶(28 年,惡)

以利沙

8. 約阿施(40 年,善)

約珥

12. 約哈斯(17 年,惡)

三、大綱與內容
列王紀上可以分成四部份。第一部份是大衛的離世，從第一章到二章十一節。第二部份是
所羅門的統治，從二章十二節到十一章。第三部份是王國的分裂，從十二章到十六章。最
後一部份是以利亞的故事，從十七章到二十二章。
(一) 大衛的離世（1章－2章11節）
1. 大衛晚年。（一 1～4）
2. 亞多尼雅謀反，自立為王。（一 5～10）
3. 拿單與拔示巴的計策。（一 11～31）
4. 所羅門受膏作王。（一 32～53）
5. 大衛的遺囑和死。（二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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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 2:1

大衛的死期臨近了、就囑咐他兒子所羅門說、2 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
以你當剛強作大丈夫、3 遵守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的、照著摩西律法上所寫的
行主的道、謹守他的律例、誡命、典章、法度、這樣、你無論作甚麼事、不拘
往何處去、盡都亨通。4 耶和華必成就向我所應許的話說、你的子孫若謹慎自
己的行為、盡心盡意誠誠實實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
王上 2:10 大衛與他列祖同睡、葬在大衛城。11 大衛作以色列王四十年‧在希伯崙作王七
年、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三年。
(二) 所羅門的統治（2章12節－11章）
王上 2:12 所羅門坐他父親大衛的位、他的國甚是堅固。
王上 4:30 所羅門的智慧超過東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王上 8:10 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耶和華的殿‧11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
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1. 所羅門的婚姻－是他以後失敗的主因（三 1～2，比較十一 1～8）
2. 建築聖殿以前的祭祀（三 3～4）
3. 神第一次向所羅門顯現（三 5～15）
4. 所羅門的智慧（三 16～28）
5. 所羅門的偉大（四）
6. 所羅門建造聖殿（五～八）
7. 神第二次向所羅門顯現（九 1～9）
8. 所羅門的名聲（九 10～十 13）
9. 所羅門的財富（十 14～29）
太 12:42 當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他從地極而來、要聽
所羅門的智慧話．看哪、在這裏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
(三) 王國的分裂（12章－16章）
1. 所羅門的背道和死（十一）
2. 羅波安的登基和愚妄（十二 1～15）
3. 國度的分裂，耶羅波安成為十個支派的王（十二 16～24）
4. 耶羅波安的背道和死（十二 25～十四 20）
5. 羅波安的背道和死（十四 21～31）
6. 猶大的諸王（十五 1～24）
7. 以色列的諸王（十五 25～十六 34）
(四) 以利亞的事蹟（17章－22章）
1. 基立溪邊（十七 3）
2. 撒勒法寡婦家（十七 8）
3. 迦密山頂（十八 20）
4. 何烈山洞（十九 8）
5. 拿伯的葡萄園（二十一 17）
雅 5:17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
下在地上。18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
瑪 4:5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6 他必
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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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王紀上關鍵人事物
(一) 所羅門王
「所羅門」這名字的意義是和平。大衛是一位爭戰的君王，所羅門是一位和平的君王（五
3～4）。他在神面前不求富貴和長壽，只求治理眾民的智慧，這就是他蒙神悅納的主要原
因。他所求的智慧，乃是知道神心意的智慧，這樣，他才能替神來治理祂的百姓。
箴 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所羅門)
他在晚年的失敗，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這麼一位絕頂聰明的君王，因為娶了許多外邦女
子，隨從她們拜偶像得罪神，以致國度分裂，最後亡國被擄。
(二) 聖殿建造
所羅門建造聖殿是秉承大衛的遺志。大衛在世時，有心要為神建殿，卻被神所阻止，但應
許他的兒子要完成這項工作。因此，大衛預備了許多材料(代上 22:1-4、29:1-9)，要以色列
眾首領和百姓幫助所羅門(代上 28:1-8、28:20-21)，又指示所羅門所要蓋的聖殿各種東西的
樣式如何(代上 28:11-19)。大衛雖然不能親眼見到聖殿的完成，但是他相信神的應許，也相
信所羅門能夠完成這項聖工。
所羅門果然不負父王大衛的期望，在他作王的第四年二月初二日，開工建造聖殿。建殿的
地點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是神向大衛顯現的地方，也是大衛所指定的地方(代下 3:12、代上 21:1-31)。一直到所羅門在位第十一年八月，殿和一切屬殿的才建造完成，總共花
了七年多的功夫(王上 6: 37)。這當中還得到推羅王希蘭的幫助(王上 5:1-18)。
所羅門蓋好聖殿以後，把約櫃運進聖殿，並舉行獻殿禮。他當著以色列的會眾，在神壇前
跪下，向天舉手禱告，並為百姓祝福。所羅門在禱告裡明白表示，神其實並不住在人手所
造的殿(王上 8:27-29、代下 6:18-19)。天和天上的天尚且容不下偉大的神，何況這小小的聖
殿呢？聖殿最主要的功能有二，一為見證神的榮耀，如所羅門所說，「使地上的萬民都知
道惟獨耶和華是神，並無別神。」(王上 8:60) 聖殿的另一個功用是作為禱告之處。所羅
門希望日後百姓遭遇任何事情，向聖殿呼求時，神能夠垂聽。他這樣的禱告又蒙神應允。
他的祈禱一完畢，神的榮光就充滿了殿(代下 7:1-3)。之後，神再一次向他顯現，應允所
求，同時也提出警戒(王上 9:1-9、代下 7:1-22)。
(三) 先知以利亞
以利亞這名字的意義是「他的神是耶和華」。本書由 17 章至 22 章皆記載先知以利亞一生
之事蹟，在以色列史中以利亞時代為一興盛之時代。以利亞一生之事蹟在北國惡王亞哈統
治下發生。當時北國道德淪喪，人心荒蕪，他性如烈火，信息亦如火灼人，熱心如火，能
力如火，故其生平不離「火」字。他的外號是「烈火先知」。
以利亞的一生中亦有失敗。在迦密山上，他證明了耶和華是神，巴力是假神，又除滅了巴
力的先知；此後他本應該繼續作工，帶領亞哈王及以色列百姓敬拜神。可是經不起耶洗別
的恐嚇（王上十九 1～3），他逃跑到猶大地，坐在羅騰樹下求死。聖靈的啟示不在熱鬧轟
烈之中，乃在安靜微小之中。人所看見的是以利亞一個人對付 850 個巴力的先知，神看見
的是 7,000 隱藏的人，托住以利亞的見證。他們是一群不向世界妥協與聯合的人。
作業：以利亞的職事在性質上書屬於判決性的，他把審判帶到整個國家。以利沙的職事在
性質上是憐憫性的，他把生命和復活帶給百姓。請由列王紀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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