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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所罗门被诱惑背叛神 

11:9-13   神向所罗门预告审判 

11:14-25   神兴起以东人和亚兰人敌对 
    所罗门   

11:26-40   先知亚希雅向耶罗波安预言 
     王国分裂  

11:41-43   所罗门之死 



11:1-3 所罗门宠爱外邦女子： 
  心被诱惑 

11:4-8 所罗门宠爱外邦女子的结果： 
  叛教背道  

 11:1-8  所罗门被诱惑背叛神 



1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
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
子，赫人女子。  

2 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
们不可与她们往来相通，因为她们必诱惑你们的心
去随从她们的神。 

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3 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

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  

 11:1-8  所罗门被诱惑背叛神 



 11:1-8  所罗门被诱惑背叛神 

以色列的邻国 

摩押人 
亚扪人 
以东人 
西顿人 
赫人 

亚摩利人 
亚兰人 



 11:1-8  所罗门被诱惑背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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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
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
子，赫人女子。  

2 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
们不可与她们往来相通，因为她们必诱惑你们的心
去随从她们的神。 

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3 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

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  

 11:1-8  所罗门被诱惑背叛神 



1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
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迦
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
都比你强大。2 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
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
怜恤他们。3 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
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4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事奉别神，以
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 

       申7:1-4  

 11:1-8  所罗门被诱惑背叛神 



4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
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5 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扪人可
憎的神米勒公。  

6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
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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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
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  

 11:1-8  所罗门被诱惑背叛神 



爱 
  =》被诱惑 
        =》随从别神 
        =》为别神筑坛 
  

 11:1-8  所罗门被诱惑背叛神 



4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
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5 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扪人可
憎的神米勒公。  

6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
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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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
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  

 11:1-8  所罗门被诱惑背叛神 



所罗门的罪： 

1）违背对婚姻的诫命 - 不能与外邦女子通婚 

2）违背对以色列王的诫命 - 不能拥有很多妻子 

3）违背十诫 - 不能敬拜其他的神祗 

4）违背十诫 - 为异教神建筑祭坛 

 11:1-8  所罗门被诱惑背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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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0   神对所罗门的反应 
 
11:9-13   神对所罗门的宣判 
 
  

 11:9-13  神向所罗门预告审判 



9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
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10 耶和华曾吩咐他不
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11 
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
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
臣子。 12 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
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 
13 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
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  

 11:9-13  神向所罗门预告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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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3  神向所罗门预告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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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25  神兴起所罗门的仇敌 

11:12-22  以东人哈达 

11:23-25  亚兰人利逊 



 11:14-25  神兴起所罗门的仇敌 

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
灾祸。    王上 5:4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
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
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 王上8:56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
他和好。    箴16:7 

 



 11:14-25  神兴起所罗门的仇敌 

14 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作所罗门的敌
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 

 

23 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作所罗
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琐巴王哈大底
谢。。。 

 

 



 11:14-25  神兴起所罗门的仇敌 

14 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作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
裔。 15 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押上去葬埋阵亡的人，将以
东的男丁都杀了。 16 约押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六个月，直
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 17 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和他父亲
的臣仆，几个以东人逃往埃及。 18 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
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派定粮食，
又给他房屋田地。 19 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致法老将王
后答比匿的妹子赐他为妻。 20 答比匿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
子，名叫基努拔。答比匿使基努拔在法老的宫里断奶，基努拔就
与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 21 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与
他列祖同睡，元帅约押也死了，就对法老说，求王容我回本国去。 
22 法老对他说，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你竟要回你本国去呢？
他回答说，我没有缺乏什么，只是求王容我回去。 



 11:14-25  神兴起所罗门的仇敌 

 

13 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或作以东，见诗篇六十
篇诗题）一万八千人回来，就得了大名。14 又在以
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
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撒下8:13-14 



 11:14-25  神兴起所罗门的仇敌 

 

23 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作所罗门的敌
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琐巴王哈大底谢。 24 大卫击
杀琐巴人的时候，利逊招聚了一群人，自己作他们
的头目，往大马色居住，在那里作王。 25 所罗门
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利逊也作以色列的敌
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作了亚兰人的王。  



 11:14-25  神兴起所罗门的仇敌 

3 琐巴王利合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
权。大卫就攻打他，4 擒拿了他的马兵一千七百，步兵
二万，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5 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琐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
亚兰人二万二千。6 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
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7 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
牌，带到耶路撒冷。8 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
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  撒下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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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40  先知预言王国分裂 

11:26-28  前言：耶罗波安的背景 
 
11:29-39  先知对耶罗波安的预言 
 
11:40   结语：耶罗波安逃往埃及 
 
  



 11:26-40  先知预言王国分裂 

26 所罗门的臣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
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
名叫洗鲁阿。 27 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
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 28 
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
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 
 
 
 
  



 11:26-40  先知预言王国分裂 

29 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希
雅在路上遇见他。亚希雅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
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 30 亚希雅将自己穿
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  

Sign-acts 



 11:26-40  先知预言王国分裂 

31 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
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 32 
（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
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 33 因为他离弃我，敬
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摩押的神基抹，和亚扪人的神米
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
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 34 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
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 
35 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十个支派赐给你， 36 
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
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长有灯光。  



 11:26-40  先知预言王国分裂 

37 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
以色列。 38 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
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
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
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 
39 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
于永远。  



 11:26-40  先知预言王国分裂 

 
20 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
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21他改变时候，日期，
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
人。      但 2:20-21  



 11:26-40  先知预言王国分裂 

37 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
以色列。 38 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
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
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
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 
39 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
于永远。  



 11:26-40  先知预言王国分裂 

40 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起身逃
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
所罗门死了。  

埃及王示撒 Pharaoh Shishak 
22王朝的第一任统治者 

945-924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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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43  所罗门之死 

41 所罗门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
所罗门记上。42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众人的
王共四十年。43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
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波安接续他作王。 

 



 11:41-43  所罗门之死 

41 所罗门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
所罗门记上。42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众人的
王共四十年。43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
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波安接续他作王。 

 
  >> 资料来源  ：“所罗门记” 
  >> 作王的时间 ： 40年 
  >> 埋葬的地点 ： 大卫的城 
  >> 王位继承人 ： 他儿子罗波安 



综合 

1. 所罗门是亚伯拉罕福气的分水岭 

2. 信仰和世界 

3. 认识神的主权，赐福，与审判 

4. 以色列先知的崛起 

5. 属灵领袖的危机 



应用 

1. 认识神-遵神的旨意和要求 

2.  谨慎面对神所赐的财富 

3. 明白先知的话-属灵危机的警钟 

4. 坚守对神的忠心和委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