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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上十一章 1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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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人女子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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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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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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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录

和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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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列王纪上十一章 1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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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邱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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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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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派给你的儿子 」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

所罗门所罗门 -- 大人物的败落大人物的败落
列王纪上从 第一章 到 十一章 ─

大卫把王位赐给他 记载所罗门王的丰功伟业大卫把王位赐给他，记载所罗门王的丰功伟业，

平平安安的，没有人夺取他的位置，

大卫当王 押沙龙 扫罗追杀 那个熬炼 他完全没有大卫当王，押沙龙、扫罗追杀，那个熬炼、他完全没有

扫罗、大卫、所罗门王当中，所罗门王是 幸福的

不是省油的灯 一上来 就把爸爸不能处理的内忧不是省油的灯，一上来，就把爸爸不能处理的内忧 ─
亚多尼雅、约押、示每，处理得干干净净

很有本事 两个妈妈抢 个孩子很有本事，两个妈妈抢一个孩子，

他只要一把刀就知道谁杀了孩子

聪明盖世

王上四21b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事他。

聪明盖世

强大的埃及都要把女儿送给他为太太、为妃



‧所罗门王 ‧大人物落败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败

荣华富贵 ─ 银算不得什么，金多无数。
耶稣引用花来比所罗门王，

太六29 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还不如这花 朵呢！

耶稣不用罗马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却讲所罗门王；
从耶稣 以色列人当时的眼光从耶稣、以色列人当时的眼光，

他是旧约历史、以色列、全人类当中，最荣华富贵的。

政治、外交
大卫带军队或叫手下出去争战，带军 或叫手下 去争战，

扫罗忙着争战、而且死于争战，

所罗门王年间，外邦通通怕以色列，所罗门王年间，外邦通通怕以色列，

在外交、政治上，他不可一世！

灵性 他顺利以后就开始盖圣殿

‧所罗门王 ‧大人物落败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败

灵性 ─ 他顺利以后就开始盖圣殿
圣殿大卫不能盖，留下产业，

盖 五章到八章 盖圣殿

 第八章 祷告非常精采，灵性很好

学圣经的角度 ─ 写圣经，
多少圣经都跟他有关、特别是诗歌智慧书：

诗篇有他的，一百二十七、七十三篇

传道书是因着他来写的，可能是他写的

雅歌是他的名字

箴言里的主体是他，提到 ─

一到十章讲他的成功 十一章记载他的堕落

箴言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到十章讲他的成功，十 章记载他的堕落，

他是大人物，但大人物会败落。

大人物 放大
‧所罗门王 ‧大人物落败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败

大人物，就是优点跟缺点都放大的人物，

优点一到十章很多，缺点十一章更多。

居礼 ─
给车子撞死

林肯 ─
有忧郁症

拿破仑 ─
怪脾气的人

司布真 ─
食物重瘾，很胖

大人物都会败落；
所罗门王会败落 点都不奇怪 贝多芬 ─ 耳聋所罗门王会败落，一点都不奇怪。

‧所罗门王‧大人物落败的原因 ‧反思 ─ 如何不落败

成功是失败的开始1. 成功是失败的开始
从 第一章 开始，内政、外交、军事、宗教、经济，经济，

都达到以色列历史联合王国空前绝后的高潮高潮，，

第十章是最高潮 ─ 示巴女王都来求学。

十一章是失败的地方，不要夸口成功，

 还不知道后面有堕落，前面成功不能保证后面不会失败

一当王以后，就给权位堕落卡下去 ─ 所罗门王就是如此。

 失败很短，可是彻底把前面的东西通通翻起来

当王以后，就给权位堕落卡下去  所罗门王就是如此。
所以不要怕失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

先生如果失败 失业 疾病 灵性会好先生如果失败、失业、疾病，灵性会好，

不必这么担心，为他祷告、爱他；

怕的是一下子一步登天 很有钱怕的是 下子 步登天、很有钱，

就像所罗门王，进入堕落十一章的不归路。



成功是失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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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功是失败的开始
耶罗波安，十二章的成功，最后只顾他的安全感安全感，，

带给他自己跟北国的败坏

耶户，被以利沙所膏，杀了约兰、耶洗别、亚哈，

灭绝了拜巴力之后，却去拜金牛犊

北国灭亡后的希西家，上帝帮助他把十八万五千人杀了，北国灭亡后的希西家，上帝帮助他把十八万五千人杀了，

亚述离开、自己多了十五年的寿命，

却在巴比伦面前夸口，让巴比伦使者找到西征的理由却在巴比伦面前夸口，让巴比伦使者找到西征的理由

约西亚，南国最后一个最优秀的王，
埃及去抵挡巴比伦的时候埃及去抵挡巴比伦的时候，

约西亚抵挡埃及法老王尼哥，惨死在路上，

让以色列后面所有的王通通很软弱让以色列后面所有的王通通很软弱

以色列的王…通通是断送在这个定律里面。

英雄难过美人关 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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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雄难过美人关 ─ 女色

所罗门王十一章第一节 在法老王女儿之外，罗
还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 ─ 因为女色跌倒

大卫因为拔示巴跌倒，家里死了四个人大卫因 拔示 跌倒，家 个

参孙因为女色跌倒，后来眼睛被剜掉

基甸因为女色跌倒基甸因为女色跌倒

约瑟到埃及去的第一个关就是色情关，

波提乏太太找他当牛郎波提乏太太找他当牛郎

你不要说我灵性很好，

灵性好的大卫仍然是在色情上卡下去；

你不要说我智慧很好、很聪明，

所罗门王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仍然在色情上跌倒。

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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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

十二1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所罗门王在 女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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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到 后是一千个，为什么没有人劝呢？

十二6a 罗波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他自己很成功，任何人劝他，他一定会说…他自己很成功，任何人劝他，他 定会说…
即使有这些智慧，别人怎么劝、不会听的，

一千个太太吸引他的心去堕落…千个太太 引他 去堕落

亚哈娶了耶洗别就是拜巴力的，

之后也就扩散，让北国后来通通拜巴力。之后也就扩散，让北国后来通通拜巴力。

任何人罪恶是会扩散的。

大人物常常目中无人

‧所罗门王‧大人物落败的原因 ‧反思 ─ 如何不落败

4. 大人物常常目中无人
有人会劝他 ─ 你为什么一个太太一个太太娶呢？

他一定会说 ─ 我不是比你更聪明吗？安啦，不要替我担心。替我担心。

目中无人，认为我自己很厉害…
他自己怎么写箴言五章 ─

你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不要慕恋淫妇
拿单劝大卫等了十个月，然后讲一个故事套住他，

大卫跟拔示巴堕落十个月没有人劝，

我们目中不能没有上帝

地位越高的人、高处不胜寒的

我们目中不能没有上帝，

上帝向他显现两次，

他竟然公开的堕落 拜偶像他竟然公开的堕落、拜偶像，

让上帝很伤心。



大人物常常目中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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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人物常常目中无人

1960年代苏联第一次成功把太空船打到太空，1960年代苏联第 次成功把太空船打到太空，

总理赫鲁雪夫向世界发出电文 ─
我们太空船绕了地球好几圈 没有看到上帝我们太空船绕了地球好几圈，没有看到上帝，

可见宇宙中没有上帝，嘲笑批评基督教。

葛里翰布道家在 个地方布道葛里翰布道家在一个地方布道 ─
一只蚯蚓从土里面钻出来，

鲁天空中看了几圈没有看到赫鲁雪夫，

就向世界宣告说这世界没有赫鲁雪夫。

井底之蛙的人间君王！

人间一伟大就会想当神、目中无神，人间 伟大就会想当神、目中无神，

地位高就要封成神、看不起上帝，所罗门王就是如此。

离开神道的终必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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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离开神道的终必跌倒
上帝在 申命记十七章 记载三件事 ─

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

─ 不只是马匹还做船
─ 妃嫔一千个

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但这三个他通通犯了

─ 金银无数

参孙，上帝告诉他不可以剪头发，

剪了头发 要了自己的命剪了头发、要了自己的命

亚当夏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了必死，

之后人间就堕落 败坏 死亡之后人间就堕落、败坏、死亡

神的道才是你真正的保护，

都必败落不听上帝的道，你再伟大、都必败落！

‧所罗门王 ‧大人物落败的原因‧反思 ─如何不落败

成功的时候看重婚姻
你已经有太太了…一次一次、越来越多，

1. 成功的时候看重婚姻

成功往往会在色情上堕落，

婚姻往往跟灵性是卡在一起的；

成功的时候灵性上比较疏散，就会堕落 ─
大卫西线无战事，成功的时候跟拔示巴在一起。

逆境的时候懂得靠主，顺境的时候更要谨慎。

2 顺利的时候建立好的属灵伙伴2. 顺利的时候建立好的属灵伙伴
需要像拿单这种属灵伙伴，需要保罗教导你，

需要提摩太带下去 需要巴拿巴需要提摩太带下去，需要巴拿巴…
要到哪里出差，属灵伙伴为我祷告

可能有色情的软弱 请为我遮盖可能有色情的软弱，请为我遮盖

特别越顺利、地位越高，高处不胜寒！

3 成功的时候留意自己的防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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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功的时候留意自己的防御系统
你很成功却不晓得后面有堕落在等待，

成功的时候 有裂缝在成功的时候留心 ─ 有什么东西有裂缝？

 水库都是一点点裂缝，然后就整个爆掉

4. 平时养成看重神话语的习惯

 一个国家的灵性，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堕落

平时养成看重神话语的习惯
所罗门王得罪上帝的三个命令…

虽然写下圣经，一切都是虚空。虽然写下圣经， 切都是虚空。

如果有金银财宝却没有上帝， 后都是虚空，

平时懂得仰望上帝，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平时懂得仰望上帝， 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英国检查伪造商品的侦查署，怎么知道假钞？

只做一件事 摸真钞 假钞进来 这是假的只做一件事，摸真钞…，假钞进来 ─ 这是假的。

我要常常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成功失败的时候赶快回到大卫子孙耶稣那里去

‧所罗门王 ‧大人物落败的原因‧反思 ─如何不落败

5. 成功失败的时候赶快回到大卫子孙耶稣那里去

十一13 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十 只是我不将全国夺 ，要因我仆人大卫
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

已经在堕落 已经晚节不保已经在堕落、已经晚节不保，
赶快回到上帝面前，上帝仍然要救你。

一个妈妈告诉女儿「你现在所交往的对象不好」个妈妈告诉女儿「你现在所交往的对象不好」，
女儿被感情冲昏了头，带这个男生私奔，

男的跟她怀孕之后把她丢了、离开她…
她带着儿子到家门口的时候，想 ─

「我不要公开、我要半夜，从后门、免得羞愧」。
门 打开 妈妈在后面 「 晚 为什 有关 」门一打开，妈妈在后面，「这么晚了，后门为什么没有关？」

妈妈说「我不只是后门没有关，前门都没有关等妳回来」。

耶稣等你回来 回到上帝面前耶稣等你回来，回到上帝面前；

大人物会败落 ─回到上帝面前才有盼望。

祷告祷告
求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

祷告祷告
帮助我们

懂得色情、堕落、败坏，

常常被你的宝血洗干净，

成为仰望你、与主同行的人。

帮助我们
懂得色情的堕落的时候懂得色情的堕落的时候，

谨慎仰望、与主同行。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