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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第十二課 所羅門所羅門--大人物的敗落大人物的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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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羅門王在法老的女兒之外，又寵愛許多外邦女子，

就是摩押女子、亞捫女子、以東女子、西頓女子、赫人女子。女子。

2 論到這些國的人，耶和華曾曉諭以色列人說：

「你們不可與她們往來相通，因為她們必誘惑你們的心

去隨從她們的神。」所羅門卻戀愛這些女子。

3 所羅門有妃七百，都是公主；還有嬪三百。

這些妃嬪誘惑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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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為所羅門隨從西頓人的女神亞斯她錄

和亞捫人可憎的神米勒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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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紀上十一章 1 - 13

7 所羅門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亞捫人可憎的神摩洛，

在耶路撒冷對面的山上建築邱壇。

8 他為那些向自己的神燒香獻祭的外邦女子，

就是他娶來的妃嬪也是這樣行。

9 耶和華向所羅門發怒，

因為他的心偏離向他兩次顯現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10 耶和華曾吩咐他不可隨從別神，

他卻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的。

11 所以耶和華對他說：「你既行了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

守的約和律例，我必將你的國奪回，賜給你的臣子。

12 然而，因你父親大衛的緣故，

我不在你活著的日子行這事，必從你兒子的手中將國奪回。

13 只是我不將全國奪回，要因我僕人大衛

和我所選擇的耶路撒冷，還留一支派給你的兒子。」

列王紀上十一章 1 - 13 所羅門所羅門 -- 大人物的敗落大人物的敗落

王上四21b 所羅門在世的日子，這些國都進貢服事他。

列王紀上從 第一章到 十一章 ─

大衛把王位賜給他，記載所羅門王的豐功偉業，

平平安安的，沒有人奪取他的位置，

大衛當王，押沙龍、掃羅追殺，那個熬煉、他完全沒有

掃羅、大衛、所羅門王當中，所羅門王是最幸福的

不是省油的燈，一上來，就把爸爸不能處理的內憂 ─

亞多尼雅、約押、示每，處理得乾乾淨淨

很有本事，兩個媽媽搶一個孩子，

他只要一把刀就知道誰殺了孩子

聰明蓋世

強大的埃及都要把女兒送給他為太太、為妃



‧所羅門王‧大人物落敗的原因 ‧反思 ─ 如何不落敗

榮華富貴 ─ 銀算不得什麼，金多無數。

耶穌引用花來比所羅門王，

太六29 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
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耶穌不用羅馬大帝、亞歷山大大帝，卻講所羅門王；

從耶穌、以色列人當時的眼光，

他是舊約歷史、以色列、全人類當中，最榮華富貴的。

政治、外交
大衛帶軍隊或叫手下出去爭戰，

掃羅忙著爭戰、而且死於爭戰，

所羅門王年間，外邦通通怕以色列，

在外交、政治上，他不可一世！

靈性 ─ 他順利以後就開始蓋聖殿

聖殿大衛不能蓋，留下產業，

五章到八章蓋聖殿

第八章禱告非常精采，靈性很好

學聖經的角度 ─ 寫聖經，

多少聖經都跟他有關、特別是詩歌智慧書：

詩篇有他的，一百二十七、七十三篇

傳道書是因著他來寫的，可能是他寫的

一到十章講他的成功，十一章記載他的墮落，

他是大人物，但大人物會敗落。

雅歌是他的名字

箴言裡的主體是他，提到 ─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所羅門王‧大人物落敗的原因 ‧反思 ─ 如何不落敗

大人物，就是優點跟缺點都放大的人物，

優點一到十章很多，缺點十一章更多。

居禮 ─
給車子撞死

林肯 ─
有憂鬱症

拿破崙 ─
怪脾氣的人

司布真 ─
食物重癮，很胖

貝多芬─ 耳聾

大人物都會敗落；

所羅門王會敗落，一點都不奇怪。

‧所羅門王‧大人物落敗的原因 ‧反思 ─ 如何不落敗 ‧所羅門王‧大人物落敗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敗

一當王以後，就給權位墮落卡下去 ─ 所羅門王就是如此。

所以不要怕失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

1. 成功是失敗的開始

從 第一章開始，內政、外交、軍事、宗教、經濟，經濟，

都達到以色列歷史聯合王國空前絕後的高潮高潮，，

第十章是最高潮 ─ 示巴女王都來求學。

十一章是失敗的地方，不要誇口成功，

還不知道後面有墮落，前面成功不能保證後面不會失敗

失敗很短，可是徹底把前面的東西通通翻起來

先生如果失敗、失業、疾病，靈性會好，

不必這麼擔心，為他禱告、愛他；

怕的是一下子一步登天、很有錢，

就像所羅門王，進入墮落十一章的不歸路。



1. 成功是失敗的開始

耶羅波安，十二章的成功，最後只顧他的安全感安全感，，

帶給他自己跟北國的敗壞

耶戶，被以利沙所膏，殺了約蘭、耶洗別、亞哈，

滅絕了拜巴力之後，卻去拜金牛犢

北國滅亡後的希西家，上帝幫助他把十八萬五千人殺了，

亞述離開、自己多了十五年的壽命，

卻在巴比倫面前誇口，讓巴比倫使者找到西征的理由

約西亞，南國最後一個最優秀的王，

埃及去抵擋巴比倫的時候，

約西亞抵擋埃及法老王尼哥，慘死在路上，

讓以色列後面所有的王通通很軟弱

以色列的王…通通是斷送在這個定律裡面。

‧所羅門王‧大人物落敗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敗

2. 英雄難過美人關 ─ 女色

所羅門王十一章第一節在法老王女兒之外，

還寵愛許多外邦的女子 ─ 因為女色跌倒

大衛因為拔示巴跌倒，家裡死了四個人

參孫因為女色跌倒，後來眼睛被剜掉

基甸因為女色跌倒

約瑟到埃及去的第一個關就是色情關，

波提乏太太找他當牛郎

你不要說我靈性很好，

靈性好的大衛仍然是在色情上卡下去；

你不要說我智慧很好、很聰明，

所羅門王是全世界最聰明的人，仍然在色情上跌倒。

‧所羅門王‧大人物落敗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敗

3. 大罪是小罪累積出來的

娶到最後是一千個，為什麼沒有人勸呢？

十二6a 羅波安之父所羅門在世的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他自己很成功，任何人勸他，他一定會說…
即使有這些智慧，別人怎麼勸、不會聽的，

一千個太太吸引他的心去墮落…
亞哈娶了耶洗別就是拜巴力的，

之後也就擴散，讓北國後來通通拜巴力。

任何人罪惡是會擴散的。

十二1 所羅門王在法老的女兒之外，

又寵愛許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

亞捫女子、以東女子、西頓女子、赫人女子。

‧所羅門王‧大人物落敗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敗

4. 大人物常常目中無人

我們目中不能沒有上帝，

上帝向他顯現兩次，

他竟然公開的墮落、拜偶像，

讓上帝很傷心。

有人會勸他 ─ 你為什麼一個太太一個太太娶呢？

他一定會說 ─ 我不是比你更聰明嗎？安啦，不要替我擔心。替我擔心。

目中無人，認為我自己很厲害…
他自己怎麼寫箴言五章 ─

你要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不要慕戀淫婦

拿單勸大衛等了十個月，然後講一個故事套住他，

大衛跟拔示巴墮落十個月沒有人勸，

地位越高的人、高處不勝寒的

‧所羅門王‧大人物落敗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敗



4. 大人物常常目中無人

1960 年代蘇聯第一次成功把太空船打到太空，

總理赫魯雪夫向世界發出電文 ─

我們太空船繞了地球好幾圈，沒有看到上帝，

可見宇宙中沒有上帝，嘲笑批評基督教。

葛里翰佈道家在一個地方佈道 ─

一隻蚯蚓從土裡面鑽出來，

天空中看了幾圈沒有看到赫魯雪夫，

就向世界宣告說這世界沒有赫魯雪夫。

井底之蛙的人間君王！

人間一偉大就會想當神、目中無神，

地位高就要封成神、看不起上帝，所羅門王就是如此。

‧所羅門王‧大人物落敗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敗

5. 離開神道的終必跌倒

上帝在 申命記十七章記載三件事 ─

不可為自己加添馬匹

不可為自己多立妃嬪

不可為自己多積金銀

但這三個他通通犯了

參孫，上帝告訴他不可以剪頭髮，

剪了頭髮、要了自己的命

亞當夏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不可吃，吃了必死，

之後人間就墮落、敗壞、死亡

─ 不只是馬匹還做船

─ 妃嬪一千個

─ 金銀無數

神的道才是你真正的保護，

不聽上帝的道，你再偉大、都必敗落！

‧所羅門王‧大人物落敗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敗

‧所羅門王 ‧大人物落敗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敗

你已經有太太了…一次一次、越來越多，

成功往往會在色情上墮落，

婚姻往往跟靈性是卡在一起的；

成功的時候靈性上比較疏散，就會墮落 ─

大衛西線無戰事，成功的時候跟拔示巴在一起。

逆境的時候懂得靠主，順境的時候更要謹慎。

1. 成功的時候看重婚姻

2. 順利的時候建立好的屬靈夥伴

需要像拿單這種屬靈夥伴，需要保羅教導你，

需要提摩太帶下去，需要巴拿巴…
要到哪裡出差，屬靈夥伴為我禱告

可能有色情的軟弱，請為我遮蓋

特別越順利、地位越高，高處不勝寒！

4. 平時養成看重神話語的習慣
所羅門王得罪上帝的三個命令…

雖然寫下聖經，一切都是虛空。

如果有金銀財寶卻沒有上帝，最後都是虛空，

平時懂得仰望上帝，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3. 成功的時候留意自己的防禦系統
你很成功卻不曉得後面有墮落在等待，

在成功的時候留心 ─ 有什麼東西有裂縫？

水庫都是一點點裂縫，然後就整個爆掉

一個國家的靈性，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墮落

英國檢查偽造商品的偵查署，怎麼知道假鈔？

只做一件事，摸真鈔…，假鈔進來 ─ 這是假的。

我要常常將你的話藏在我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所羅門王 ‧大人物落敗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敗



5. 成功失敗的時候趕快回到大衛子孫耶穌那裡去

十一13 只是我不將全國奪回，要因我僕人大衛

和我所選擇的耶路撒冷，還留一支派給你。

已經在墮落、已經晚節不保，

趕快回到上帝面前，上帝仍然要救你。

一個媽媽告訴女兒「妳現在所交往的對象不好」，

女兒被感情沖昏了頭，帶這個男生私奔，

男的跟她懷孕之後把她丟了、離開她…
她帶著兒子到家門口的時候，想 ─

「我不要公開、我要半夜，從後門、免得羞愧」。

門一打開，媽媽在後面，「這麼晚了，後門為什麼沒有關？」

媽媽說「我不只是後門沒有關，前門都沒有關等妳回來」。

耶穌等你回來，回到上帝面前；

大人物會敗落 ─ 回到上帝面前才有盼望。

‧所羅門王 ‧大人物落敗的原因‧反思 ─ 如何不落敗

求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

懂得色情、墮落、敗壞，

常常被你的寶血洗乾淨，

成為仰望你、與主同行的人。

幫助我們

懂得色情的墮落的時候，

謹慎仰望、與主同行。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