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王纪上
亚多尼雅图谋王位
1:1 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1:2 臣仆劝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
找一个处女，使她伺候王，作王的护士。她可以和王同睡，叫我主我王得暖。」1:3 于是，
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煞，就带到王那里。1:4 这少女极
其美貌，她作王的护士，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
1
2
1:5 那时，大卫和哈及 的儿子亚多尼雅自抬自举 ，说：「我必作王！」他为自己寻得
3
4
车辆、马兵，又有护卫 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1:6（他父亲素来没有纠正他 ，说：「你是
5
做甚么呢？」他甚俊美，正生在押沙龙之后 。）1:7 亚多尼雅与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和祭司
6
亚比亚他同谋，二人就支持他 。。1:8 但祭司撒督、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单、
7
示每、利以并大卫的精勇战士 ，都不伙从亚多尼雅。1:9 一日，亚多尼雅在隐一罗结旁、
琐希列盘石那里，献牛羊、肥犊。他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作王臣仆的犹
8
大人。1:10 惟独先知拿单和比拿雅，并勇士 ，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
9
1:11 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及的儿子亚多尼雅在我们主大卫背后 作王
了，你没有听见吗？ 1:12 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
1:13 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
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吗？现在亚多尼雅怎么作了王呢？』1:14 你与王说话的时候，我
也会来，证实你的话。」
1:15 于是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王甚老迈，书念的童女亚比煞正伺候王。）1:16 拔
示巴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甚么？」1:17 她说：「我主啊，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
你的 神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1:18 但现在亚多尼雅
作王了！我主我王一点都却不知道。1:19 他宰献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
亚比亚他，并元帅约押；惟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1:20 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

1

原文作「哈及 Haggith 的儿子」。这程式通常用作「父子」关系，故本译
本加上「大卫」，字样，以求「清晰」，「哈及」是大卫众妻之一。（撒下 3:4 ;
代下 3:2）。
2

原文作「抬高自己」。

3

原文作「五十人在他面前奔走」。

4

或作「管教」。

5

不是指二人同父同母；押沙龙的母亲是「玛迦」Maacah 不是「哈及」。

6

原文作「站在（他）旁边」。

7

或作「卫士」（原文作「大能的人」）。

8

或作「卫士」。

9

原文作「我们的主大卫不知道」。

10

的眼目都焦急地看着，谁坐你的位 。1:21 若不决定，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我和我
11
儿子所罗门必成为要犯了 。」
1:22 拔示巴还与王说话的时候，先知拿单也来到了。1:23 有人奏告王说：「先知拿单
来了。」拿单进到王前，脸伏于地。1:24 拿单说：「我主我王你有没有应许亚多尼雅说：
『你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吗？1:25 他今日下去，宰献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
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现今正在亚多尼雅面前吃喝，说：『愿亚多尼雅
王万岁！』1:26 惟独我，你的仆人，祭司撒督，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并王的仆人所罗
门，他都没有请。 1:27 这事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
后，谁坐你的位。」
大卫立所罗门为继承人
12
1:28 大卫王于是吩咐说：「叫拔示巴来 。」拔示巴就来站在王面前。1:29 王起誓说：
「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1:30 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誓而
行。」1:31 于是拔示巴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
13
1:32 大卫王又吩咐说：「将祭司撒督、先知拿单 、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召来。」他
们就都来到王面前。 1:33 王对他们说：「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
子，送他下到基训。1:34 在那里，祭司撒督和先知拿单要膏他作以色列的王，你们要吹角
宣布说：『所罗门王万岁！』1:35 然后要跟随他上来，坐在我的位上。他要代替我作王。
14
我已下令立他作以色列和犹大的君。」1:36 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对王说：「就这样吧 ！
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 神确认！ 1:37 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
在，使他的王位比我主大卫王的的更伟大。」
15
1:38 于是，祭司撒督、先知拿单、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基利提人、比利提人 ，都
下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训。1:39 祭司撒督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
来，用橄榄油膏所罗门。角声响了，众民都说：「所罗门王万岁！」1:40 全众民跟随他上
来，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
1:41 那时亚多尼雅和众宾客筵宴方毕，约押听见角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般吵
闹？」1:42 他正说话的时候，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来了。亚多尼雅对他说：「进来
吧！你这样重要的人物，必是来报好信息。」1:43 约拿单回亚多尼雅说：「不！我们的主
大卫王立所罗门为王了。1:44 王差遣了祭司撒督、先知拿单、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基利
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骑王的骡子。1:45 之后祭司撒督和先知拿单在基训已经膏他
作王。他们都从那里欢呼着上去，全城都欢嚷。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1:46 并且所罗
门登了国位。1:47 王的臣仆也来祝贺我们的主大卫说；『愿王的 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
10

原文作「全以色列的眼睛都看着，（等）你宣告谁在你以后坐王位」。

11

原文作「有罪了」；NASB 作「看为罪犯了」；TEV 作「当为卖国贼

了」。
12

拿单来到时，拔示巴一定退避了（见 1:22）。

13

拔示巴回到时，拿单一定是回避了。

14

原文作「阿们」。

15

「基利提人」Kerethietes 和「比利提人」Pelethites 都是大卫的御林军（撒
下 8:18）。基利提\可能是来自革哩底 Crete 岛的民族。

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然后王在床上屈身，1:48 又说：『耶和华以色
列的 神是配当称颂的！因他今日赐我王位的继承人，我也亲眼看见了。』」
1:49 亚多尼雅的宾客听见就都惊惧，跳起四散。1:50 亚多尼雅惧怕所罗门，就起来，
16
去抓住祭坛的角 。1:51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雅怕你，现在抓住祭坛的角说：『愿
17
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1:52 所罗门说：「他若是忠臣 ，连一根头
18
髲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是叛逆 ，必要死亡。」1:53 所罗门王差遣人，将亚多尼雅从坛上
带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回家去吧！」
大卫对所罗门的遗命
19
2:1 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2:2「我快要死 ，所以你当刚强，作
大丈夫！2:3 执行耶和华你 神所委派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
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甚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2:4 耶和华也
20
必成就向我的应许，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脚步，尽心尽意 、信信实实地行在我
面前，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2:5「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珥的儿子
押尼珥和益帖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如在争战之时一样，他将这血
21
染了腰间的带和脚上的鞋 。 2:6 所以你要照你认为合宜的去行，但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
间。
2:7「你当善待基列人巴西莱的众子，供应他们的需用，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
候，他们救助了我。
2:8「你还要对付巴户琳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玛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
的言语咒骂我。后来他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
22
你。』2:9 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确定他流血而死 。」
23
2:10 然后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 。2:11 大卫作以色列王四十年：在希伯仑作
王七年；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三年。
所罗门坚立王位
24
2:12 所罗门坐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 。

16

祭坛的角是祭坛四角上伸出如角的雕塑（出 27:2）。亚多尼雅进到圣所抓
住坛角是希望避难。
17

原文作「他若是有力量（能力）的人」。在亚多尼雅自称仆人的文义下，
「有力量」ish khayil 是「有价值」或「忠心」之意。
18

原文作「若他里面找出邪恶」。

19

原文作「走全地所走之路」。

20

原文作「全心全魂」。

21

本句指他满是罪恶，明显可见。

22

或作「死于非命」。

23

本处的「大卫城」指耶路撒冷的锡安堡，不是伯利恒，见撒下 5:7。

24

或作「国权巩固」。

2:13 哈及的儿子亚多尼雅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是平安地来
吗？」回答说：「是。」2:14 又说：「我有话对你说。」拔示巴说：「你说吧。」
2:15 亚多尼雅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认为我是王。不料，国反
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2:16 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拔
示巴说：「你说吧！」2:17 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他
必不推辞你。」2:18 拔示巴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
2:19 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要为亚多尼雅提说。王起来迎接，向她屈身，就坐
在位上。他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她便坐在王的右边。2:20 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
求你，望你不要推辞。」王说：「请母亲说，我必不推辞。」2:21 拔示巴说：「让书念的
女子亚比煞作哥哥亚多尼雅的妻子。」2:22 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书念的
女子亚比煞呢？他既是我的哥哥，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你也该为祭司亚比亚他和洗鲁雅的
儿子约押求国。」
2:23 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多尼雅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 神重重
地降罚与我。2:24（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
王朝）。亚多尼雅今日必被处死！」2:25 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
多尼雅杀死。
2:26 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
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在艰难时期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
日不将你杀死。」2:27 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作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
和华在示罗对以利家所说的判语。
2:28 当约押听见这消息，他虽然没有归从押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雅。就逃到耶和华
25
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角 。2:29 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
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你去将他杀死。」2:30 比拿雅来
到耶和华的帐幕，对约押说：「王吩咐说：『出来！』」他说：「我要死在这里。」比拿
雅就去回复王，报告了约押的回答我。2:31 王说：「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葬埋。
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2:32 愿耶和华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
26
己的头上，因为他在我父亲大卫背后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 的人，以色列元帅尼珥
的儿子押尼珥和犹大元帅益帖的儿子亚玛撒。2:33 愿流这二人血的罪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
27
头上，直到永远；但愿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 ，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
远。」 2:34 于是，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处死；约押便葬在旷野自己的家
28
乡。2:35 王立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作元帅，代替约押，又立祭司撒督代替亚比亚他 。
2:36 接着王差遣人将示每召来，对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得往别处
去。2:37 你要确实地知道，你何日出来过汲沦溪，何日必死！你要担当自己的死 2:38 示每
对王说：「我主我王的说法可行。仆人必照样行。」于是示每就住在耶路撒冷很长的一段
日子。
2:39 过了三年，示每的两个仆人逃到迦特王玛迦的儿子亚吉那里去了。有人告诉示每
说：「你的仆人在迦特。」2:40 示每就起来，备上驴，往迦特到亚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
25

见 1:50 注解。

26

或作「又正直又好」。

27

或作「王位，王朝」。

28

希腊译本在 35 节后另有 14 节；MT 古卷却无。

就从迦特带他仆人回来。2:41 当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示每出耶路撒冷往迦特去，又回了来。
2:42 王就差遣人将示每召了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且警戒你
说：『你要确实地知道，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那日必死』吗？你也对我说：『这话可
行，我同意。』 2:43 现在你为何不守誓言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 2:44 王又对示每说：
「你恶待我父亲大卫的一切，你自己心里也知道。耶和华必照你所行的惩罚你。2:45 但所
罗门王必得权力，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2:46 于是，王令谕
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每。
这样，所罗门就稳握了国权。
主赐所罗门智慧
3:1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盟，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直等到造完了
29
自己的宫；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3:2 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高地 献祭，
30
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 。3:3 所罗门忠于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
在高地献祭烧香。
31
3:4 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著名 的高地。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祭牲作燔
祭。3:5 一夜在基遍，耶和华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甚么？你可以
求。」3:6 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合宜地，忠心地，诚实地事奉你，你就向他忠心
直到如今，使他的儿子坐在他的位上。3:7 耶和华我的 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
卫作王，但我是年幼，毫无经验。3:8 仆人站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3:9
所以求你赐你仆人明辨的心思，可以判断你的民，分辨是非。不然，无人能为你这伟大的
国明判。」 3:10 所罗门这样的请求，就蒙主喜悦。 3:11 神对他说：「你既然求明智的判
定，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向敌人复仇，3:12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超
于你以前以后的任何人。3:13 况且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
你的世代中作最伟大的王。3:14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指示，谨守我的律例、诫
命，我必使你长寿。」3:15 所罗门醒了，知道是个梦。他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
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
所罗门表现他的智慧
3:16 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3:17 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
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3:18 之后，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
32
33
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 。 3:19 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 了她的孩
子。3:20 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她将孩子放在她怀里，将她
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3:21 天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
至天亮，我细细地察看，知道不是我所生的孩子。」 3:22 那妇人说：「不！活孩子是我
的，死孩子是你的！」但这妇人说：「不！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她们在王面
前各呈各案。
29

「高地」指献祭的所在；或是天然的高处，或是人工填之高地。

30

或作「还没有建立尊崇耶和华的圣殿」。

31

或作「重要」。

32

没有其他人可以证明谁是孩子的母亲。

33

或作「压致窒息而死」。

3:23 王说：「一个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另一个说：『不！死孩子
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 3:24 王就下令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 3:25 王说：
「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一个，一半给一个。」3:26 活孩子的母亲母性大发，就说：
「我主将活孩子给她吧！万不可杀他。」但另外的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
你，把他劈了吧！」3:27 王说：「将活孩子给第一个妇人，不可杀他，她是母亲。」3:28
34
当全以色列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尊重 他，因为了解他心里有 超然的智慧，能以断
案。

所罗门的朝臣
4:1 所罗门作全以色列的王。4:2 他的官员记在下面：
撒督的儿子亚撒利雅作祭司；
35
4:3 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利何烈、亚希亚作文书 ；
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作负责记录；
4:4 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作元帅；
撒督和亚比亚他作祭司长；
4:5 拿单的儿子亚撒利雅作省长监察；
36
拿单的儿子撒布得作祭司兼王的顾问 ；
4:6 亚希煞作宫宰；
37
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劳工监督 。
4:7 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十二个省长，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各人供给
一月。4:8 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在以法莲山地有便户珥；
4:9 在玛迦斯、沙宾、伯一示麦、以一伦一伯哈南有便一底甲；
4:10 在亚鲁泊，有便一希悉；他管理梭哥和希弗全地；
4:11 在多珥山冈有便一亚比拿达，（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她法为妻；）
4:12 在他纳和米吉多，并靠近撒拉他拿、耶斯列下边的伯一善全地，从伯善到亚伯一
米何拉直到约念之外，有亚希律的儿子巴拿；
4:13 在基列一拉末有便一基别，他管理在基列的玛拿西子孙睚珥的城邑，巴珊的亚珥
歌伯地的大城六十座，都有城墙和铜闩；
4:14 在玛哈念有易多的儿子亚希拿达；
4:15 在拿弗他利有亚希玛斯，（他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实抹为妻；）
4:16 在亚设和亚禄有户筛的儿子巴拿；
4:17 在以萨迦有帕路亚的儿子约沙法；
4:18 在便雅悯有以拉的儿子示每；
4:19 在基列地，（就是从前属亚摩利王西宏和巴珊王噩之地，）有乌利的儿子基别他
是该区惟一的省长。

34

原文作「惧怕」；或作「瞠目结舌」。

35

原文作「文士」。

36

原文作「王的朋友」。

37

原文 mas 是征役的工人。

所罗门的财富与名声
38
4:20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他们有足够的吃喝而快乐。4:21 (5:1)
39
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幼发拉底河 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
40
些国都进贡服事他。4:22 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三十歌珥 ，粗面六十歌珥，4:23 糟
养肥牛犊十只，草场的牛二十只，羊一百只，不计山羊、羚羊、鹿并肥禽。4:24 他的宫廷
41
如此大，是因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从提弗萨 直到迦萨，他与四邻尽都平安。4:25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安然居住，享受自己葡萄树和
42
无花果树。4:26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千 ，还有马兵一万二千。4:27 那十二个省长，各按各
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在他宫中之人的食物。他们确保一无所缺。4:28 众人各按各分，
也将喂饲各样马匹的大麦和干草送到定点。
4:29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和明辩，他的知识，如同海沙不可测量。4:30 所罗门的
智慧超过一切东方人和埃及的智者。4:31 他比任何人都聪明，包括以斯拉人以探，玛曷的
儿子希幔、甲各、达大等人，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4:32 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
千零五首。4:33 他着草木论，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他着论飞禽走兽、
昆虫水族。4:34 列国的人都来听所罗门智慧的展示；他们从听到他智慧的列国而来。
所罗门为建殿搜集材料
43
5:1 (5:15) 推罗王希兰，素来是大卫的同盟。听见以色列人膏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
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5:2 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希兰，说：5:3「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忙
于四围的争战，不能为耶和华他 神的名建殿，直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服在他脚下。5:4 现
在耶和华我的 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威胁。5:5 所以我决定意要为耶和华我
神的名建殿，正如耶和华指示我父亲大卫说：『我安放接续你坐你的位的儿子，他必为我
的名建殿。』5:6 所以请吩咐，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
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
5:7 希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
智慧的儿子，治理这大国。」5:8 希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送的消息，我收到了。
我必给你所需要的香柏木和常青树。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5:9 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
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我然后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拿
去。你也要以我宫庭的饮食为交换。」
5:10 于是，希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长青树。5:11 所罗门每年给希兰麦子
44
45
二万歌珥 ，清橄榄油二万罢特 ，作他宫廷的饮食。5:12 于是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
46
慧给所罗门。希兰与所罗门彼此和好，立了和约 。
38

由 4:21 开始至 5:18；英译本与希伯来本节数不合：英 4:21 = 希 5:1。至
6:1 节两本复合。
39

原文作「那河」。

40

「歌珥」 Cor。歌珥约有 6 筐。

41

「提弗萨」Tiphsah 位于幼发拉底河。

42

原文作「四万」（KJV, ASV, NASB, NRSV, TEV, CEV），可能是夸大的
数字，参代下 9:25「四千」。
43

英译本 5:1-18 相当于希伯来本 5:12-32。见 4:21 注解。

44

「歌珥」 Cor。歌珥约有 6 筐。

5:13 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微调劳工三万。 5:14 派他们轮流，每月一万人上黎巴嫩
去。他们一个月在黎巴嫩工作，两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是他们的督工掌管他们。5:15 所
47
48
罗门另有七万普通工人，八万在山上的石工 。5:16 此外，所罗门用三千三百 督工的，监
49
管工人。5:17 王下令 ，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5:18 所罗门的匠
50
51
人，希兰的匠人，并迦巴勒人 ，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 。

建造圣殿
52
6: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 （就是二
53
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6:2 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二十七公尺 ，宽九公尺
54
55
56
57
，高十三公尺半 。6:3 殿前的廊子长九公尺 ，与殿的宽窄一样，阔四公尺半 。6:4 又为
58
殿做了严紧的窗棂。6:5 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三层旁屋。6:6 下层宽二公尺 ，中
59
60
层宽三公尺 ，上层宽三公尺 。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6:7 建
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6:8 殿旁
旁屋的门在下层，殿的南方，门内有楼梯，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上到第三层。6:9 所罗门
61
62
建完了殿，用香柏木的椽 和板遮盖。6:10 靠着殿四围所造的旁屋，每层高二公尺 ，香柏
木的栋梁，搁在殿墙坎上。

45

希伯来本作「20 罢特」；但希腊本及代下 2:10 作「二万歌珥」。一「罢
特」Bath 约有 6 加仑。
46

或作「盟约」。

47

原文作「切割者」（可能指切割石块）。

48

有希腊古本作「3600」参代下 2:12，18 及 NLT。

49

或作「遵照王令」。

50

迦巴勒人 Gebalites; 本读法稍有问题，故有的修订本动词「安置（界
石）」。
51

七十士本本句作「用三年时间预备木料…」。

52

「西弗月」Ziv，是主前 966 年的 4-5 月间。

53

原文作「60 肘」，一肘是 45 公分（或 18 英吋）；本处或作 90 英尺。

54

原文作「20 肘」，或作 30 英尺。

55

原文作「30 肘」，或作 45 英尺。

56

原文作「20 肘」，或作 30 英尺。

57

原文作「10 肘」，或作 15 英尺。

58

原文作「5 肘」，或作 7.5 英尺。

59

原文作「6 肘」，或作 9 英尺。

60

原文作「7 肘」，或作 10.5 英尺。

61

本字只见此处，「椽」nafter 字意不详。

62

原文作「7 肘」，或作 10.5 英尺。

63

耶和华对所罗门说：6:12「至于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
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对你父亲大卫的应许。6:13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
中间，永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64
6:14 于是所罗门建造殿宇完毕，6:15 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天花板 ，都用香
柏木板遮蔽，又用常青木板铺地。6:16 内殿（就是至圣所），的墙是在殿后向内九公尺，
65
从地到椽，用香柏木板遮蔽。6:17 内殿前的外殿，长十八公尺 。6:18 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
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圆形图案和开放的花朵。
66
6:19 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6:20 内殿长九公尺 ，宽九公尺，高九公
尺，墙面和香柏木的坛都包上精金。6:21 所罗门用精金贴了殿内的墙。他又用金链子挂在
内殿前的门扇，用金包裹内殿。6:22 全殿都贴上金子，包括内殿前的坛里面的坛。
67
6:23 他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各高四公尺半 ，安在内殿。6:24 每一个基路伯都有两
68
69
个翅膀，各长二公尺 ，从这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共有四公尺半 ；6:25 第二个基路伯的两
个翅膀也是四公尺半，与第一个基路伯的尺寸、形像完全一样。6:26 每个基路伯都是四公
70
尺半 高 6:27 他将两个基路伯安在内殿里。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
挨着这边的墙。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边的两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
接。6:28 他又用金子包裹二基路伯。
6:29 殿周围墙上的里外，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开的花。6:30 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
上金子。6:31 他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每根木柱都有五面。6:32 在橄榄木做的两门扇
上，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6:33 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
有墙的四分之一。 6:34 他用常青木做两门：每门都有两扇，是折迭的 6:35 上面刻着基路
伯、棕树和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6:36 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行，香柏木一行，建筑内院
71
72
6:37 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 ，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6:38 到十一年布勒月 （就是
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建殿的时间共有七年。
6:11

建造宫室
73
7:1 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十三年方才造成。7:2 他定名为黎巴嫩林宫 ，长四十五公
74
75
76
尺 ，宽二十二公尺半 ，高十三公尺半 ，有香柏木柱四行，柱上有香柏木柁梁。7:3 梁上

63

七十士本无 11-14 节。

64

MT 本处作 qirot「墙」但应是 qorot「椽，房顶」。

65

原文作「40 肘」，或作 60 英尺。

66

原文作「20 肘」，或作 30 英尺。

67

原文作「10 肘」，或作 15 英尺。

68

原文作「5 肘」，或作 7.5 英尺。

69

原文作「10 肘」，或作 15 英尺。

70

原文作「10 肘」，或作 15 英尺。

71
72
73

见 6:1 注解。
「布勒月」Bul；这是主前 959 年 10-11 月间。

黎巴嫩林宫是合宜的名称，因宫殿用了大量的黎巴嫩香柏木。宫内的木柱
必定有如树林的排列。

77

以香柏木为盖，每行柱子十五根，共有四十五根。7:4 有窗户三层，每层有三窗 。7:5 所有
78
79
的门框都是长方形，每三门一组。7:6 他建造的廊子 ，长二十二公尺半 ，宽十三公尺半
80
81
。在这廊前又有廊子，廊前有柱子和顶。7:7 又建造王座殿，称为审判厅 ，是他判断的
82
地方。这厅从地到顶 ，都用香柏木遮蔽。7:8 所罗门住的宫室，建造与这相同。所罗门又
83
为所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做法与这殿一样。7:9 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最好 的，
是按着尺寸凿成的，是用锯外各边锯平的，从根基直到檐石，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
84
此。7:10 根基是贵重的大石头，有长四公尺半 的。7:11 根基上有香柏木和按着尺寸凿成贵
重的石头。7:12 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行，香柏木一行，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皇宫大
殿的样式。
85
86
7:13 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户兰召了来 。7:14 他是拿弗他利 支派中一个寡妇
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作铜匠的。户兰满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铜作。他来
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
87
88
7:15 他制造两根铜柱，每根高八公尺 ，围五公尺 。7:16 又用铜铸了两个柱顶安在柱
89
上，各高二公尺 。7:17 柱顶上的装饰是花园和链子，每顶七组。7:18 两行石榴图案遮盖每
90
根柱顶。7:19 廊子的两根柱顶，形状像百合花，各高二公尺 。7:20。两柱顶的鼓肚上，挨
91
着网形图案，各有两行石榴环绕，两行共有二百。7:21 他将两根柱子立在主殿之前：右边

74

原文作「100 肘」，或作 150 英尺。

75

原文作「50 肘」，或作 75 英尺。

76

原文作「30 肘」，或作 45 英尺。

77

原文作「窗口对窗口三次」；实意不详；可能译作「以三层排列」；指位
在墙的上边。
78

原文作「一廊的柱子」。

79

原文作「50 肘」，或作 75 英尺。

80

原文作「30 肘」，或作 45 英尺。

81

原文译作「顶」一字实意不详；见于本处及结 41:25-26。

82

原文作「宝座厅，他决断之处，审判厅他先选了」。

83
84

或作贵重（见 5:17）。
原文作「有 10 肘的和 8 肘的」；（15 英尺或 12 英尺）。

85

见代下 2:13（MT2:12），4:11,16（作 Huram；本处作 Huram）

86

代下 2:14 作「但支派」。

87

原文作「18 肘」，或作 27 英尺。

88

原文作「12 肘」，或作 18 英尺。

89

原文作「5 肘」，或作 7.5 英尺。

90

原文作「4 肘」，或作 6 英尺。

91

或作「南边」。

92

93

立一根，起名叫雅斤；左边 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 。7:22 在柱顶上刻着百合花。这样，
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
94
95
96
7:23 他又铸一个铜座称作「铜海」 ，样式是圆的，高二公尺 ，径四公尺半 ，围十
97
98
三公尺半 。7:24 在圆边之下，周围有圆形花纹的组合，共长四公尺半 ，花纹组合共有两
行，是铸「海」的时候铸上的。7:25 有十二只铜牛驮「海」：三只向北，三只向西，三只
向南，三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头都向外。7:26「海」厚四指，边如杯边，又如开放
99
的百合花，可容四万五千四百公升 。
100
101
7:27 他用铜制造十个可移动的座架，每架长二公尺 ，宽二公尺，高一公尺 。7:28 座
架的造法是这样：接口都有框子。7:29 接口都和框子上有狮子和牛并基路伯。狮子和牛以
102
下有垂下的装饰 璎珞。 7:30 每座架有四个铜轮和铜轴。盆下的支撑部份都有璎珞花纹
103
104
。7:31 座架内有圆口，四公尺半深；撑脚长七公尺 。口的边上刻有方形框子。7:32 四个
105
轮子在框子以下，轮轴与座架相连。每轮高七公尺 。 7:33 轮的样式如战车的轮，轴、
辋、辐、毂都是铸的。7:34 每座架四角都有支撑，从座架四边伸出。7:35 座架上有圆口，
106
深 2.25 公尺 ；座架上有支撑和框子，是与座一同铸的。7:36 在撑子和框子上有空之处刻
107
着基路伯、狮子和棕树，周围有璎珞 。7:37 十个座架都是同一模子铸成，尺寸形状完全
相同。
108
109
7:38 又用铜制造十个盆，每盆可容九百公升 。盆径二公尺 ，在那十座上，每座架
都有一盆。 7:39 五个安在殿门的南边；五个放在殿门的北边。又将「海」放在殿门的南
边，东南角上
92

「雅斤」Jakin 可能是「他建立」。

93

「波阿斯」Boaz 字意不详。可读作 be’pz「在力量中」；将两柱相合而成
「他建造（它们）在力量中」。
94

这铜盘安放在 12 铜牛之上，盛放祭司们洁净身体的清水（代下 4:6；参出
30:17-21）
95

原文作「5 肘」，或作 7.5 英尺。

96

原文作「10 肘」，或作 15 英尺。

97

原文作「30 肘」，或作 45 英尺。

98

原文作「10 肘」，或作 15 英尺。

99

原文作「2,000 罢特 baths」。

100

原文作「4 肘」，或作 6 英尺。

101

原文作「3 肘」，或作 4.5 英尺。

102

字意不详；或作「花环」。

103

同上。

104

原文作「1 肘和 1 肘半」，或作 1.5 英尺及 2.25 英尺。

105

原文作「1 肘半」，或 2.25 英尺。

106

原文作「1 肘半高」，或 2.25 英尺深。

107
108

见 7:29 注解。
原文作「40 罢特」，或 240 加仑。

7:40 户兰又造了盆、铲子和碗。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 7:41
他造的两根柱子和柱上，两个碗形的柱顶，并柱顶顶上的交叉花网纹，7:42 四百石榴状的
装饰，安在两个网子上（每网两行，盖着两个柱上碗形的顶）；7:43 十个移动座架和其上
的十个盆；7:44 称作「海」的大铜盘和「海」下的十二只牛，7:45 盆、铲子、碗。这一切
都是户兰给所罗门王用磨亮的青铜，为耶和华的殿造成的。7:46 是遵王命在约旦平原，疏
割和撒拉但中间，藉土模铸成的。7:47 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过秤；因为太多，无法量青
铜的重量。
110
7:48 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坛和放陈设饼 的金桌子。7:49 内殿前的精金灯台（右
边五个，左边五个）金的花形摆设、灯盏、蜡剪，7:50 精金的杯、盘、镊子、调羹、火鼎
以及（至圣所）、内殿的门枢，和外殿的门枢。7:51 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
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

所罗门将约柜迁入圣殿
111
8:1 之后，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各家的首领，都招聚到耶路撒冷，作为从
112
113
大卫城（就是锡安）把耶和华的约柜搬迁的证人。 8:2 以他念月 （就是七月），在节
前，以色列人就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8:3 全以色列长老来到了，祭司便抬起约柜。8:4
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抬了上来。8:5 那时所罗门王和
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走在约柜之前；他们献的牛羊，多得不可胜数
8:6 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8:7 基
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影罩约柜和抬柜的杠。8:8 这杠甚长，杠端在内殿前的圣所可
以看见，但在此之外就不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8:9 约柜里惟有两块石版，就是以色列
114
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 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
物。8:10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8:11 甚至祭司不能供职；因为耶
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
8:12 然后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住在沉黑之中。8:13 我已经建造崇高的殿宇作
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8:14 王就转脸为站在那里的以色列会众祝福。8:15 所罗门
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都成就了。8:16 他
对大卫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
殿宇为我名的居所。但我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8:17 所罗门说：「那时我父大卫
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名建殿。8:18 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
殿，这意思甚好。8:19 只是你不可建殿，惟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8:20 现在耶和
华成就了他的应许。我已接续我父大卫坐以色列的国位。我为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名建造
了这殿。8:21 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
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109
110

原文作「4 肘」，或 6 英尺。
「陈设饼」是不断常献给神的，是圣饼（见利 24:5-9）。

111

希腊古本有下句：「所罗门在 20 年后建完了圣殿和宫殿」。

112

「以他念」Ethanim，是今日的 9-10 间。

113

这是住棚节。见利 23:34。

114

即「西乃山」。

所罗门为以色列人祈祷
8:22 所罗门当着全以色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祷告：8:23「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忠心顺从的仆人守约的忠诚；8:24 你向仆人我父
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就是今日你的应许都实现了。8:25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
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事奉我像你一样，就不
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8:26 以色列的 神啊！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
父大卫所的应许。
8:27 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
殿呢？ 8:28 惟求耶和华我的 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
吁。8:29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为此处的祷告。
8:30 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为此处的祈祷，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施恩。
8:31 人若开罪邻舍，后者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咒诅，求你饶恕控告的人，若他的
控告不真。8:32 求你从天上垂听，对你仆人的说法做公平的决定。定有罪者的罪；宣判另
一个无辜，照各人当得的报应他们。
8:33 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他们若归向你，重新效忠，在这殿里祈
求祷告，8:34 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8:35 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重新效
忠，离开他们的罪，8:36 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你当然会教导他们
如何过活，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
115
8:37 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 ，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或
遭遇甚么灾祸疾病，8:38 当你所有的民以色列，向这殿举手求助，又承认自己的苦楚。8:39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照你对他们动机的评估恩待各人（惟有你能正确测度人
心）8:40 他们就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顺服你。
8:41 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必因你的名声从远方而来，8:42 当他们听到你的
大名和你的大能，他们必来，向这殿祷告。8:43 然后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
人所祈求的而行。然后，使天下万民都承认你的名声，顺从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知
116
道我建造的这殿，是属你的 。
8:44 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与仇敌争战，他们又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
的殿祷告，8:45 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
8:46 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
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8:47 他们若在掳到之地醒悟过来，悔改，恳求你说：『我们有罪
了，我们走迷了，我们作恶了』；8:48 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全心归服你，又向这地，就是你
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向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8:49 求你在天上你的
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8:50 饶恕你民的背叛行为，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
117
面前蒙怜恤。8:51 毕竟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镕炉 之中领出来的。

115

原文本处两字都是蝗虫；可能表示蝗虫的两个不同生态。

116

原文作「称为你名下的」。指所属。见撒下 12:28。

117

原文作「镕炉」，提炼金属去芜存精处。埃及是以色列人受罚之处，也
是提炼之处，使他们更新而顺服神。「镕炉」提醒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时的苦难。

8:52 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愿你垂听他们一切的祈求。8:53 主
耶和华啊！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作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
候，藉你仆人摩西所宣告的。」
8:54 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
来，8:55 他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8:56「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应许
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藉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8:57 愿耶和
华我们的 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愿他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8:58
愿他使我们的心顺服他，遵行他的指示，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8:59
愿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昼夜蒙垂念，每逢需要他他就可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
列伸冤，8:60 这样地上的万民都承认惟独耶和华是 神，并无别神。8:61 愿你们向耶和华
我们的 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

所罗门奉献圣殿
8:62 王和全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8:63 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
二万二千，羊十二万。这样，王和全以色列，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8:64 当日，王因
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这一切的祭，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
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8:65 那时，所罗门和全以色列，就是从北面的哈马口直到
南面的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 神面前守节整整两
118
个星期。8:66 第十五日 ，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求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
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
神给所罗门的应许与警告
9:1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王宫，并一切所计划要建造的都完毕了，9:2 耶和华就二次
119
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 向他显现一样，9:3 耶和华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
120
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作我永远的居所；我 也必常常在那
里。9:4 你必要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服事我，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
律例典章。9:5 我就必坚固你的王朝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
『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9:6 倘若你和你的子孙转离，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事奉敬拜别神，9:7 我就
121
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除去 ，并且我同在而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
122
以色列人也在万民中作笑谈 ，被讥诮。9:8 这殿必成废墟，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
说：『耶和华为何如此对待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9:9 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
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 神。他们去亲近别神去事奉敬拜。所以耶和华使这
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118

原文作「第八日」；即两个七日后的翌日。

119

见王上 3:5。

120

原文作「我的眼，我的心」。

121

原文作「剪除」。

122

原文作「警诫」。

外交与建造工程
9:10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了。9:11（推罗王希兰曾照所罗
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长青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区的二十座城给了希
123
兰。9:12 当希兰从推罗出来，察看所罗门给他的城邑，就不喜悦，9:13 希兰问：「我兄
124
啊，你给我的是甚么城邑呢？」他就给这城邑之地起名叫迦步勒 ，直到今日。9:14 希兰
125
给了所罗门一百二十他连得的金子 。
9:15 以下是所罗门王征抽为工的人的有关细节，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宫
廊、耶路撒冷的城墙、夏琐、米吉多并基色各城。9:16（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
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作妆奁。）9:17 所罗门建
造基色、下伯一和仑、9:18 巴拉，并旷野里的达莫；9:19 又建造所有的积货城，并屯车和
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9:20 那时，国中不
属以色列，所剩下的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9:21（就是以色
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征抽他们的后裔，作劳工，直到今日。9:22 但以色列人，所罗
126
门不使他们作劳工 ，而是作他的兵士、待从、统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9:23 这些
人也是所罗门的名下；共五百五十督工的，监管工人。9:24 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
罗门为她建造的宫里，那时，所罗门就建造宫廊。
9:25 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
上烧香。他将这殿定为官方敬拜的地方。
9:26 所罗门也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禄的以旬一迦别制造船只。9:27 希兰差遣他
的舰队，和一些水手，就是熟悉海路的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服
127
役。9:28 他们到了俄斐，从那里得了四百二十他连得金子 ，运到所罗门王那里。
所罗门招待示巴女王
128
10:1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要用难题 试问所罗门。10:2 跟随她到耶路撒冷
129
的阵容极大，又有骆驼驮着香料 、宝石和许多金子。她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想
的和对所罗门谈论。10:3 所罗门王将她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能答的。10:4 示巴女
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10:5 席上的珍馐美味，羣臣和仆人，他们的服
130
饰，酒政，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就极为诧异 。10:6 她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
123

有平等协约之双方，有时互称兄弟。见王上 20:32-33。

124

「迦步勒」Cabul，字意不详但颇有负面之。意。本字可能出自阿拉伯。
文字根「限制」。有的认为这是希伯来谐音字的「一无是处」。
125

原文 kikkar「圆圈」；用作金属单位，可指「饼」，有时称作「他连
得」talent。「一他连得」约是 34 公斤（75 英磅）。120 他连得约是 4,000 公斤
（9,000 英磅）的金子。CEV 作「5 吨」；TEV 作「4,000 公斤」。
126

这些一定不是 5:13-16 节的临时工人。

127

见 9:14 注解。420 他连得约是 14,000 公斤（31,500 磅）的金子。NLT 作
「16 吨」。
128

或作「谜语」。

129

或作「香油」。

130

原文作「呼吸急速」。

听见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10:7 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
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财富，越过我所听见的。10:8 你的臣子、你的仆
人得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真是有福。10:9 愿耶和华你的 神是被称颂！因他喜
悦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对以色列永恒的爱，他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
131
10:10 示巴女王将一百二十他连得金子 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她送给王
的香料，以后奉来的都不能相比。10:11（希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
132
多良木和宝石来。10:12 王用良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 ，又为乐师做琴瑟。以后再没
有这样多的良木进国来，直到如今。）10:13 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
她，另外还有自己的馈送。于是女王和她臣仆转回本国去了。
所罗门的财富
133
10:14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六百六十六他连得 。 10:15 另外还有商人，贸易
者，阿拉伯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10:16 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大盾牌二
134
百面，每面用金子六百份 ；10:17 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小盾牌三百面，每面用金子三弥
135
136
那 ，都放在黎巴嫩林宫 里。
10:18 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精金包裹。10:19 宝座有六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
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10:20 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
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其他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过的。
10:21 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不用银
137
的器皿，因在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甚么。 10:22 王有大的船队 与希兰的船只一同航
138
海。三年一次，船队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 回来。
139
10:23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10:24 天下的各王 都求见所罗门，要听
神赐给他智慧的话。10:25 他们各带礼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香料、骡马，年年如
此。
10:26 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他有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兵一万二千名。他都安置在指定
的城邑和耶路撒冷。10:27 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平原的桑树。10:28 所
140
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和凯尔 买来的，是王的商人从凯尔买来的。10:29 从埃及买来的战车，
每辆价银六百银元，马每匹一百五十银元。赫人诸王和叙利亚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他们
经手买。

131

见 9:14 注解。

132

代下 9:11 用别的字作「台阶」。

133

见 9:14 注解。约是 23,000 公斤，或 250 吨。

134

原文作「600」，没有单位。

135

「弥那」mina，重量的单位。

136

见 7:2 注解。

137

原文作「他施的船只」，指大的船只或能够航行至他施的船只。

138

本字字意不详，有的认为是「狒狒」。

139

或作「天下的人」。叙利亚本作「天下所有的王」（见代下 9:23）。

140

「凯尔」Que。「凯尔」在今日的土耳其南部。

主惩罚所罗门拜偶像的罪
11:1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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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可与他们建交，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去效忠他们的神。」但所罗门却不能自禁恋
爱这些女子。11:3 所罗门有妃七百，嫔三百。这些妃嫔对他影响极大。11:4 所罗门年老的时
候，他的妃嫔转移了他去效忠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全心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11:5 所
罗门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她录和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11:6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忠于耶和华。11:7 而且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扪人可
141
142
143
憎的神米勒公 ，在耶路撒冷东面的山上 建筑高地 。11:8 他为所有的外邦妃嫔都建造高
地，使她们可以向她们的神烧香献祭。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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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耶和华也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11:11 所以耶和华对他
说：「你既坚持行这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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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仆人。11:12 然而，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我必从你儿子的
手中将国夺回。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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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
支派给你的儿子。」
144
11:14 耶和华兴起以东人哈达 ，（他是以东王的后裔），作所罗门的敌人。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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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约押和以色列全
军在以东住了六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11:17 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和他父亲
的几个以东人臣仆逃往埃及。11:18 他们从米甸到了巴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
及王法老。法老供应他粮食，房屋，甚至田产。11:19 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致法老
将姨子（王后答比匿的妹子）赐他为妻。11:20 答比匿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基
努拔。答比匿在法老的宫里养育他；基努拔与法老的众子一同在宫中长大。11:21 哈达在埃
及听见大卫与他列祖同睡，元帅约押也死了。于是哈达就对法老说：「求王容我回本国
145
去。」 11:22 法老对他说：「你在我这里有甚么缺乏，你要回你本国去呢？」他回答说：
「我没有缺乏甚么，只是求王容我回去。」
11:23 神又兴起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作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琐巴王哈大底
谢。11:24 利逊先前招聚了一羣人，结党打劫。大卫追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逃往大马士革
居住，占领了那地。11:25 所罗门统治的时候，哈达和利逊一直为患。利逊恨恶以色列人；
他是叙利亚的王。
11:26 所罗门的臣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也反叛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
母亲是寡妇，名叫洗鲁阿。11:27 他反叛王的缘故，是这样的。所罗门建造殿廊时，堵住他
146
父亲大卫城 的破口。11:28 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当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
141

MT 作「摩洛」Molech，应是「米勒公」Milcom（见 5:33）。

142

即橄榄山。

143

敬拜的地方；天然的或人工填高之地。见王上 3:2。

144

「哈达」Hadad，MT 古卷作「五达」Adad，同名的另外拼法。

145

哈达流亡埃及的长段解释他与所罗门为敌的心意。作者阐明这敌对的最
终来源出自神。虽然哈达在埃及享受礼遇，但神兴起他（兴起可能是激发他复仇的
心意）使他离开安逸回去以东。
146

指耶路撒冷城内的锡安堡，不是伯利恒，见撒下 5:7。

监管约瑟家的工人。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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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希雅身上穿着一件新袍子，11:30 他将自己穿的那
件新袍撕成十二片；11:31 就对耶罗波安说：「你拿十片，因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快要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11:32 我为仆人大卫和为我在以色列
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留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11:33 我夺回他的国是因为他离弃
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她录、摩押的神基抹和亚扪人的神米勒公。他们没有遵从我的
指示，行我认许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所罗门父亲大卫一样。11:34 我不从他手里将全
国夺回。我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11:35 我必从他儿
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十个支派赐给你。11:36 我必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
卫的王朝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得以延留。11:37 我必拣选你；使你治理你一切
所愿的，并治理以色列。11:38 你必要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指示，行我认许
的，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长久的王朝，像我
147
为大卫所作的一样；我要将以色列赐给你。11:39 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 ，使大卫后裔受羞
愧，但不至于永远。』」11:40 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逃往埃及，在埃及
王示撒那里避难。他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
所罗门终
所罗门其余的事，包括他的功迹和他的智慧决定，都写在所罗门记上。11:42 所罗
门在耶路撒冷作全以色列的王共四十年。11:43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
148
149
里。他儿子罗波安接续他作王 。
11:41

罗波安失去王权
150
12:1 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全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作王。12:2 尼八的儿子耶
罗波安听到这消息时仍在埃及；那时他因躲避所罗门到了埃及，一直住在那里。12:3 以色
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全以色列人都来见罗波安，对他说：12:4「你父亲使我们负
重轭，做苦工，现在你若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服事你。」12:5 罗波
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民就去了。
12:6 罗波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顾问，罗波安王就问他们
说：「你们给我出个甚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12:7 他们对他说：「现在王若答应帮助
他们，允许他们的请求，他们就永远作王的仆人。」12:8 但王不用他们的建议，就和那些
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12:9 问：「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
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甚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12:10 那同他长大的
少年顾问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

147
148

原文作「因这事」，指前述的拜偶像。
参 11:27 注解。

149

希腊古卷在本句之前加上：「当尼八之儿子耶罗波安听到所罗门与他列祖
同睡的消息，（当时他住在埃及躲避所罗门），就立即回到撒利亚 Saria」，就是
以法连的山地，自己的地方。
150

本节不在希腊古卷之中，见 11:43 注解

151

如此说：『我比我父亲更严厉 。12:11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
父亲用普通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12:12 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罗波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
们就来了。12:13 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12:14 照着少年人所
出的主意。他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普通鞭
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12:15 王不肯听从百姓，因为耶和华制造这些事
件，为要应验他藉示罗人亚希雅对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
12:16 全以色列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涉
152
。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顾自己的王朝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
己家里去了。12:17（惟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仍作他们的王。）12:18 罗波安王
153
差遣掌管劳工的亚多兰 追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波安王急忙上车，
逃回耶路撒冷去了。12:19 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王朝，直到今日。12:20 以色列众人听见
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作全以色列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
外，没有忠于大卫王朝的。
12:21 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十八万，都是英勇的战
士，要与以色列家争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12:22 但 神的话临到先
知示玛雅说：12:23「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
说：12:24『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争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
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
耶罗波安造金牛赎
154
12:25 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了示剑，就住在其中。又从示剑出去，建筑了毘努
伊勒。12:26 耶罗波安想：「恐怕大卫王朝重新得国。12:27 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
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故主犹大王罗波安。他们可能把我杀了，归回犹大王
罗波安。」12:28 耶罗波安王就与谋士商议，铸造了两个金牛犊。他对众民说：「以色列人
哪，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太麻烦了，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12:29 他就把牛犊一只安
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12:30 这事使百姓陷在罪里，百姓往但和佰特利去拜牛犊。
155
12:31 耶罗波安在高地建殿，将不是利未的人为祭司。12:32 耶罗波安定八月 十五日为
156
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 一样。他在伯特利向他所铸的牛犊献祭，又立他任命的祭司在伯
特利的高地供职。

151

原文作：「我的小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152

指他们与大卫不是亲属，故没有权利义务。他们被看为外人。

153

MT 作「亚多兰」Adoram；希腊古卷作亚多尼兰 Adoniram（王上

4:6）。
154

希腊古卷本处多添 23 节。

155

「八月」是今日的 10-11 间。

156

「犹大的节期」可能是「住棚节」，通常在「七月」举行（今日的 9-10
月）。见王上 8:2。

犹大先知对伯特利的警告
12:33 他制定以色列的节期，又自己上坛献祭。八月十五日，（就是他自定的月日），
157
他在伯特利上坛烧香。13:1 就在那时，有一个先知 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
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献祭。13:2 先知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
此说：『大卫王朝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高地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献祭
158
的，献在你上面。人的骨头必烧在你上面。 』」13:3 当日，他又宣示预兆说：「这坛必
159
破裂，坛上的灰 必倾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13:4 耶罗波安王听见先知向伯特利的
160
坛呼叫的话，就在坛旁伸手说：「拿住他先知！」王向先知所伸的手就枯干 了，不能弯
回； 13:5 坛破裂，坛上的灰倾撒了，正如先知奉耶和华的命宣示的预兆。 13:6 王对先知
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 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先知祈祷耶和华，
王的手就复了原。13:7 王对先知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我想送件礼物给你。」13:8 但
先知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财产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在这地方吃饭喝水，13:9 因为
有耶和华给我严令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原路回来去。』」13:10 于是，
先知从别的路回去；不从去伯特利的原路回去。
13:11 当时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先知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
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13:12 父亲问他们说：「先知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
们就指给他那条他们眼见那从犹大来的先知所去的路。13:13 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
「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13:14 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
他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先知不是？」他说：「是。」13:15 老先知对他说：「请你
同我回家吃饭。」13:16 那先知说：「我不能同你回去，也不可在这地方同你吃饭喝水，
13:17 因为有耶和华严令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原路回去。』」13:18 老先
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
161
家，让他吃饭喝水。』」但这是老先知诓哄 他。13:19 于是，他就同老先知回去，在老先
知家里吃饭喝水。
13:20 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老先知。13:21 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先知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已经背叛了耶和华，不遵守耶和华你 神的命令，13:22 你回来，在
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13:23 先知吃喝完了，老先知为他备驴。13:24 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
咬死。尸身倒在路上，驴站在尸身旁边，狮子也站在尸身旁边。13:25 有人从那里经过，看
见尸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尸身旁边。他们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事。13:26 那带
先知回来的老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背叛了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
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正是耶和华的警告。」13:27 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
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13:28 他去了，就看见先知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
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13:29 老先知就把先知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
157

原文作「神人」，下同。

158

本预言的应验记载在王下 23:15-20。

159

原文作「坛上的肥油」，指木与油混合的灰。

160
161

TEV 及 NLT 译作「瘫痪」。

或作「骗」。老先知的动机举动难以明暸。这老人复来对先知死的反应
（26-32 节）显出不是恶意的欺骗，老先知可能想要招待这名人的荣誉，或是简单
地与另一先知交谈。

自己的城里。为他哀悼，葬埋他。13:30 他把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
我兄啊！」13:31 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葬我在先知的坟
162
墓里；将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13:32 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北方 各
城有高地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
先知宣告耶罗波安王朝的结局
163
13:33 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继续将凡民 立为高地的祭司。凡愿意
164
做祭司的，他都分别为圣 为祭司。13:34 这事使耶罗波安的家王朝终结，从地上除灭。
165
14:1 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雅病了。14:2 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你改装，使人
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希雅，是他告诉我必作这民的王。
14:3 要带十个饼与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
14:4 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希雅的家。亚希雅因年纪老迈，
眼目不能看见。 14:5 但耶和华先告诉亚希雅说：「耶罗波安的妻要来问你，因她儿子病
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她。她进来的时候必化了装。」14:6 她刚进门，亚希雅听见她脚步
166
的响声，就说：「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 告
诉你。14:7 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从民中抬举你，立
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14:8 我将国从大卫王朝来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
167
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只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 14:9 你犯的罪，比那在你以先的更
甚。你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你眼中完全没有我。14:10 因此，我快要使
168
169
170
灾祸 临到耶罗波安的王朝。我要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 ，甚至软弱残废 的都从以色列
中剪除。我必烧尽必除尽耶罗波安的王朝，如人烧尽粪土一般。14:11 凡属耶罗波安的人，
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
14:12 致于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14:13 全以色列必为他
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惟有他得以安葬，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耶和华
以色列的 神只有在他身上看到一点好处。14:14 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
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王朝。那日期快到了。14:15 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使他们摆动，
像水中的芦苇一般。他又将以色列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幼发拉

162

原文作「撒玛利亚」，用以色列的首都代表北国。撒玛利亚城要在本段记
载数年后建成，可能后期的作者将先知的「北方」改作「撒玛利亚」。
163

「凡民」指非利未人。见王上 12:31。

164

原文作「凡愿意的，他都填满他们的手，在高地作祭司」。

165

有希腊古卷无 1-20 节。

166

原文作「硬（难受）的消息」。

167

原文作「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168

「灾祸」原文作 ru’ah 与 9 节的「你犯的罪」vattara（出自 ra’a）是谐音
字。耶罗波安犯的罪必有相应的刑罚。
169
170

原文作「射尿在墙上的」。
原文作「受限制或自由（自在）的」；本处指行动上的限制与自由。

171

172

底河 之外，因为他们做亚舍拉杆 ，惹耶和华发怒。14:16 因耶罗波安自己，和使以色列
人所犯的罪，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给仇敌。」
14:17 耶罗波安的妻就起身回去，到了得撒。她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14:18 以色列人
将他葬埋，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藉他仆人先知亚希雅所说的。
耶罗波安王朝的结束
14:19 耶罗波安其余的事迹，他怎样争战，怎样作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14:20 耶
罗波安作王二十二年，就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拿答接续他作王。
罗波安作犹大王
14:21 那时，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作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岁，在耶路撒冷，
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十七年。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
是亚扪人。
14:22 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
14:23 他们甚至在每座高山和每棵树下建造高地，圣柱，亚舍拉杆。14:24 国中也有男庙妓
173
174
。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 ，犯一切可憎恶的罪。
14:25 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14:26 他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
的宝物，尽都带走，包括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14:27 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些金盾
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14:28 每逢王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盾牌出来，随后
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
14:29 罗波安其余的事迹，包括他的成就，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14:30 罗波安与耶罗波
安时常争战。14:31 罗波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
175
是亚扪人。他儿子亚比央 接续他作王。
亚比央统治犹大
15:1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作犹大王。 15:2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
176
年。他母亲名叫玛迦，是押沙龙 的女儿。15:3 亚比央效法父亲在他以前的一切恶行，他
的心不像他祖大卫一心顺服耶和华他的 神。15:4 然而耶和华他的 神因大卫的缘故，仍
使他的王朝在耶路撒冷继续；使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又保护耶路撒冷。15:5 神这样行是因
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所允准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任何的吩
咐。 15:6 亚比央一生中罗波安常与耶罗波安争战。 15:7 亚比央其余的事迹，包括他的成
171

原文作「那河」。希伯来文圣经常以此指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172

「亚舍拉」Asherah 是迦南诸神中的主要神祇，是大神「艾」EL 之妻/
妹。又是孕育的女神。敬拜她的地点通常在园林或长！青树下；无树木之处则立木
竿为标致。这些「杆」是要被砍下或焚烧的（申 12：3；16：21； 士 6：25，28，
30；王下 18：4）
173

希腊古卷本处作「阴谋」。

174

原文作「列国」。

175

「亚比央」Abijam（王上 15：1-8），或作亚比雅 Abijah。

176

同。

「押沙龙」Absalom，或作「押比沙龙」Abishalom（10 节用）；两名相

就，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与耶罗波安争战。15:8 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
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
亚撒统治犹大
15:9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年，亚撒登基作犹大王。 15:10 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一
年。他祖母名叫玛迦，是押沙龙的女儿。15:11 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允准的事。15:12
177
从国中除去男庙妓，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可恶的偶像 。15:13 他并且贬了他祖母玛迦
太后的位，因她造了可憎的亚舍拉杆。亚撒砍下她的亚舍拉杆，烧在汲沦谷，15:14 高地没
有废去，但亚撒一生向耶和华忠心不二。15:15 亚撒将他父亲和自己所做的金银和器皿，都
奉到耶和华的殿里。
15:16 那时，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常常争战。15:17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打犹大，建立拉
玛为哨岗，不许人出入犹大王亚撒的地域。15:18 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
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他就打发他们往住大马士革的叙利亚王希旬的孙子、他伯
利们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15:19 说：「我要与你立协议，像你我之父所立的。现在我将金
银送你为礼物。你废掉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撤离我的地。」15:20 便哈达接纳亚
撒王的请求，就派军长去攻打以色列的城邑。他们攻了破以云、但、亚伯一伯一玛迦、基
尼烈全境、拿弗他利全境。15:21 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定居在得撒。15:22 于是，
亚撒王命令犹大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
走，亚撒王用以建造（便雅悯的）迦巴和米斯巴。
15:23 亚撒其余的事迹，包括他的成就，功迹，并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城邑，都写
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15:24 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
拿答统治犹大
15:25 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答登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15:26 拿答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他父亲所行的，鼓励以色列犯罪。
15:27 以萨迦人亚希雅的儿子巴沙密谋。背叛拿答，在非利士的基比顿刺杀了他。那时
拿答和全以色列军兵正围困基比顿。15:28 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
15:29 巴沙一作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
验耶和华藉他仆人示罗人亚希雅所预料的。15:30 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又使以色列人所
犯的罪。这些罪惹动了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15:31 拿答其余的事迹，包括他的成就，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15:32 亚撒和以色列王
巴沙常常争战。
巴沙作以色列王
15:33 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希雅的儿子巴沙在得撒登基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共二十四
年。15:34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跟从耶罗波安所行的，鼓励以色列人犯罪。
16:1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预告巴沙的覆没，说：16:2「我说既从尘埃中
提拔你，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却跟随耶罗波安的脚踪，鼓励我民以色列犯罪；惹我

177

原文 gillulim 通常有轻蔑性；本处是「粪块」之意。数名词与此互用，
如：elilim「无用之物/废物」，havalim「虚枉」，「空洞的风」。

发怒。16:3 因此，我将要焚尽巴沙和他的家，像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16:4 凡属
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16:5 巴沙其余的事迹，包括他的成就功迹，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16:6 巴沙与他列
祖同睡，葬在得撒。他儿子以拉接续他作王。 16:7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
户，预言巴沙和他的家的覆没，是因巴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他的举动惹耶和
华发怒，（包括他铲除耶罗波安王朝的方法），故此他的家族与耶罗波安的家同一终局。
以拉作以色列王
16:8 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得撒登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16:9 有
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利背叛他。当他在得撒家宰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16:10 心利就进
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的事）。16:11 心利一坐王位，就杀了
178
巴沙的全家没有留下一个男丁 ，他杀了心利的亲属和朋友。16:12 心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
家，正如耶和华藉先知耶户预言巴沙的话。16:13 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所犯的，和他们
使以色列人所犯的一切罪。他们以无用的偶像惹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16:14 以拉其余的事迹，包括他的成就，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心利作以色列王
16:15 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心利在得撒作王七日。那时军队正在围攻非利士的基比
顿。16:16 当军队在营中听说心利背叛杀了王。全以色列就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暗利作以色列
王。16:17 暗利率领全以色列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得撒。16:18 当心利见城破失守，就进了王
宫的防御区，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16:19 这是因他犯的罪。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跟随耶罗波安的脚踪，鼓励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16:20 心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暗利作以色列王
16:21 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作王；一半随从
暗利。16:22 但随从暗利的民，强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民。提比尼死了，暗利就作了
王。
16:23 犹大王亚撒三十一年，暗利登基作以色列王共十二年；在得撒作王六年。16:24 暗
179
利用二他连得 银子，向撒玛买了撒马利亚山。他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
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马利亚。16:25 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
甚。16:26 他跟随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的脚踪，鼓励以色列人犯罪，他们以虚无用的偶像惹
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16:27 暗利其余的事迹，包括他的成就和战绩，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16:28 暗利与他
180
列祖同睡，葬在撒马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王 。

178

原文作「射尿在墙上的」。

179

原文 kikkar「圆圈」；用指全属可作「饼型」指重量的单位「他连得」。
「他连得」的是 34 公斤，或 75 磅。本处是 68 公斤或 150 磅的银子。
180

希腊古卷本处加入 8 节。参王上 22：41-44。

亚哈引人拜偶像
16:29 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作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
马利亚作以色列王二十二年。16:30 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
列王更甚，16:31 他以跟随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犯罪脚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谒
181
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之后他去事奉敬拜巴力 。16:32 他在撒马利亚建造巴力的庙，在
庙里为巴力筑坛。16:33 亚哈又做亚舍拉杆；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比他以
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
16:34 亚哈在位的时候，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
182
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割，正如耶和华藉嫩的儿子约书亚的警告 。
以利亚寄居寡妇处
17:1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我所事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吩咐，必不降露，不下雨。」17:2 耶和华对以利亚说：17:3「你
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靠近约旦河的基立谷。17:4 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
养你。」17:5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靠近约旦河东的基立谷。17:6 乌鸦早
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
17:7 过了些日子，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溪水就干了。17:8 耶和华对他说：17:9「起身
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17:10 以利亚就起身往
撒勒法去。他进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她说：「求你拿一杯水来
给我喝。」17:11 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她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17:12 她
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 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生火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17:13 以利亚对
她说：「不要惧怕，照你的计划去做吧。但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
你的儿子做饼。17:14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
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17:15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
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17:16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
华藉以利亚所说的应许。
17:17 这事以后，作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他病得甚重，以致不能呼吸。17:18
妇人对以利亚说：「先知哪，你为何到我这里来，要我面对我的罪，使我的儿子死呢？」
17:19 以利亚对她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
住的楼上，放在自己的床上。17:20 他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 神啊！我寄居在这
寡妇的家里，你难道降祸与她，使她的儿子死吗？」17:21 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
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 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呼吸回复！」17:22 耶和华应允以利亚，
孩子的呼吸回复，他就活了。17:23 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交给他母亲说：「看哪！
你的儿子活了！」17:24 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先知，耶和华的确藉你的口说
183
话。」

181

迦南人敬拜「巴力」Baal 为孕育之神和风雨神。

182

见书 6：26。约书亚对重建耶利歌城的咒诅。本句看为本咒诅的应验。

183

本章亚哈在以色列地推崇巴力敬拜的背景下，显为特别重要。迦南神话
说地上若有旱灾（1 节），就表示巴力这孕育生产的神明，被死神囚禁，不能履行
他的责任供应粮食。以色列的神证明了他超死亡的权柄，赐食物给寡妇又使她的儿

以利亚见王的仆人俄巴底
18:1 过了一段日子，到饥荒的第三年，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去，让亚哈见你，我
就可以降雨在地上。」18:2 以利亚就去，出现在亚哈的面前。
那时，撒马利亚有大饥荒。18:3 亚哈将他的宫廷总管俄巴底召了来。（俄巴底甚是敬
畏耶和华。18:4 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一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人藏在
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18:5 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
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牧放之地，救活骡马，不致要宰牲畜。」 18:6 于是二人分地寻
184
觅，亚哈走一路，俄巴底走 一路。
18:7 俄巴底在路上的时候，以利亚遇上了他。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俯伏在地说：「你
是我主以利亚不是？」18:8 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回来了。』」18:9
俄巴底说：「仆人犯了甚么罪，你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受死？18:10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
神起誓，我主已打发人到各国各邦找你。若他们说你不在那里，就要那邦那国的人起誓，
说找不着你。18:11 现在你说：『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回来了。』18:12 但当我一离开
你，耶和华的灵提了你走以致我找不到你。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
我。那就不是很公平，因仆人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18:13 我主一定知道，耶洗别杀耶和华
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一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
们。18:14 现在你说：『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回来了』；但他必杀我。」18:15 以利亚
说：「我指着（我所事奉的）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让亚哈见我。」
以利亚和巴力的先知对抗
18:16 于是，俄巴底去告诉亚哈，亚哈就去迎见以利亚。18:17 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
「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18:18 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父王
朝，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18:19 现在你差遣人，招聚全以色列和事奉
巴力的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事奉亚舍拉的四百个先知，上迦密山见我。」
18:20 亚哈就差遣人招聚全以色列众人和众先知都上了迦密山。18:21 以利亚前来对众人
185
说：「你们犹疑不决定 要到几时？若耶和华是真神，就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 神，就
跟从他。」众人一言不答。18:22 以利亚对众人说：「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力
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18:23 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力的先知先挑选一只，切成块子，
放在柴上。但不要点火。我也同样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我也不点火。18:24 然后，你
186
们 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真神。」众人回答
187
说：「这是公平的测验 。」
18:25 以利亚对巴力的先知说：「你们是多数，先挑选一只牛犊。求告你们神的名，但
不要点火。」18:26 他们就将牛犊预备好了。他们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力的名说：「巴力

子复活。而且这些事都发生在巴力的势力范围西顿境内。本段显明了以色列的神，
不是巴力，才是真正的供粮食掌管生命死亡的主宰。这论点在下章达到高峰。耶和
华证明自己，不是巴力，才是掌管风雨之神，决定何时降雨。
184

希伯来古卷在此有「独自字样。」

185

原文作「撑两支拐杖走路到几时呢？」；指犹疑不决。

186

以利亚现在直接对巴力先知们发言。

187

叙利亚古卷无本句。

188

啊，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回应。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踊跳 。 18:27 到了正
午，以利亚讥笑他们说：「大声一点！因为他毕竟是神，他或沉思，或走开了，或出门去
189
190
了。也许他在睡觉，要被叫醒 。」18:28 他们就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礼法 ，用刀枪自
191
割自刺，直到全身体是血 。18:29 从午后直到傍晚，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回
192
答，也没有反应 。
18:30 于是，以利亚对众民说：「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拆坏
193
的耶和华的坛 。18:31 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对
194
雅各说：「你的新名要叫以色列 」），18:32 他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
195
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 。 18:33 他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块子放在柴上。
18:34 他就对众人说：「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他们照做以后，他说：「倒
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他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18:35 水在坛的四
围流下，沟里也满了水。18:36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走近坛前说：「亚伯拉罕、
以撒、以色列的 神，耶和华啊！今日证明你是以色列的 神，证明我是你的仆人，是奉
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的。18:37 耶和华啊，回答我！回答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 神，是
你赢回他们的效忠。」18:38 于是，耶和华从天降下火来。火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
土，又烧干沟里的水。18:39 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真神！耶和华是真
神！」18:40 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
利亚带他们到基顺谷，在那里杀了他们。
18:41 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上去吃喝，因为有大雨的响声了。」18:42 亚哈就上去
吃喝，而以利亚上了迦密山顶。他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18:43 他对仆人说：「你
196
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回报说：「没有甚么 。」以利亚如此七次差他的
仆人。18:44 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不过如人手掌那样大，从海里上来。」
以利亚说：「你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追上。」18:45 同时间，天布满黑云，

188

本字与 21 节的「拐跳同字」。

189

以利亚的讥讽对巴力先知是特别的挑战和刺激，因他们相信巴力在旱季
是被死亡囚禁在地下。以利亚故意漠视他们的神学观作戏剧性的建议；巴力的出远
门或沉睡事实上和这些先知们的观点吻合。
190

或作「风俗」。

191

「自割自刺」是哀悼的仪式，希望能帮助巴力从地下返回。

192

希腊古卷及叙利亚本在此处加入「到」献祭的时候，提斯比人以利更—
亚对这些可憎之物的先知说：「暂时站在一旁，让我献燔祭」。他们就站在一旁离
开了。王下 4：31 用「没有声音，没有反应」形容死去的孩子。本句用同样字眼形
容巴力是死的，因此没有反应。
193

「拆毁」的坛代表百姓的属灵光景。

194

见创 32：28；35：10。

195

「细亚」seah 是量干货的单位，——「细亚」相当 7 夸特。

196

本处多处记载以利亚的受言人服从他的吩咐：20 及 42 节的亚哈；26 及
28 节的众巴力先知；20，34，40 及 43 节的百姓和仆人。作者用以利亚的吩咐和接
续的回应强调耶和华先知的权威。

起了风，天因风云黑暗，暴雨降下。亚哈坐车往耶斯列去了。18:46 那时耶和华降能力在以
197
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 ，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以利亚逃命
19:1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包括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19:2 耶洗
别就差遣人去告诉以利亚说：「明日在这时候，我若不取你的性命像你取那些人的性命一
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与我。」
19:3 以利亚就害怕，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他将仆人留在那里。19:4 自己走
198
了一日的路程到了旷野，他来到一棵罗腾树 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够
了！求你取我的性命。我毕竟不胜于我的列祖。」19:5 他就躺在罗腾树下睡着了。忽然，
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19:6 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
了喝了，再睡一回。19:7 耶和华的使者又来拍他说：「起来吃吧！不然你走不了远路。」
19:8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他仗着这顿饭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 神的山，就是何烈
山。
19:9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在洞中过了一夜。忽然，耶和华对他说：「以利亚啊，你
199
为甚么在这里？」19:10 他说：「我一向对耶和华全能的主 。绝对忠诚，即使以色列人背
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
的命。」19:11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看！耶和华快要经过。」
狂风吹在耶和华之前，打入山壁起土崩，但耶和华却不在风中。暴风后有地震，耶和
200
华却不在地震之中。19:12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耳语 。19:13 以
利亚听见，就用衣袍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忽然，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啊，你为甚
么在这里？」19:14 他说：「我一向对耶和华全能的主。绝对忠诚，即使以色列人背弃了你
的约，拆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
命。」19:15 耶和华对他说：「你从原路回去，然后走向大马士革的旷野。去膏哈薛作叙利
亚的王；19:16 你要膏宁示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膏亚伯一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
作先知接续你。19:17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
所杀。19:18 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亲巴力之像的
201
。」
19:19 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就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他正在用十二对牛，自
己赶着第十二对耕地；以利亚经过他那里，将自己的外袍搭在他身上。19:20 以利沙就离开
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道别，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
说：「回去吧！我向你做了甚么呢？」19:21 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他用套牛
的器具煮肉。他将肉给人吃，他们也吃了。随后他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成了以利亚的助
手。

嘴。

197

即收拾衣服的下摆，束入腰带之内，以便奔走（或工作或战斗）。

198

或作「金雀枝」；5 节同。

199

传统作「万军之耶和华」，14 节同。

200

原文作「一个声音，平静，柔和」。

201

原文作「我在以色列留下了 7,000，不曾向巴力下拜的膝，不曾吻巴力的

便哈达袭击以色列
20:1 当时，叙利亚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另有三十二个王，和他们的车马上来围攻
撒马利亚。20:2 他差遣使者来见城内的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20:3『你
的金银是我的，你妻子儿女中最好的也是我的。』」 20:4 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
啊，正如你说的，我和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20:5 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当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
女都给我。20:6 但明日在这时候，我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
你一切有价值的都拿了去。』」20:7 以色列王召了国中的首领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看
看，这人是怎样地找我麻烦。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我并没有
拒绝他。」20:8 首领们和百姓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不要同意他的要求。」20:9 于是，
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你们对我主我王说：『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仆
人都给；但这次的要求，我不能依从。』」使者就去回复便哈达。
20:10 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若撒马利亚的尘土够我的兵士每人一勺的，愿神
明重重地降罚与我！」20:11 以色列王说：「你告诉他说：『穿戴盔甲的人，不要像脱盔甲
202
的人一样的夸口 。』」20:12 当时，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他听见这话，就对他
臣仆说：「准备进攻吧！」他们就摆队攻城。
主拯救以色列
20:13 当时，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看见了这龎大的
军队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20:14 亚哈说：「藉着
谁成就呢？」他回答说：「耶和华说：『藉着省长的仆人。』」亚哈说：「谁进攻呢？」
他说：「是你。」
20:15 于是，亚哈聚齐了省长的仆人，共有二百三十二名。之后又聚齐以色列的全军，
共有七千名。20:16 他们在正午出城；当时，便哈达与他同盟的三十二个王，正在帐幕里痛
饮。20:17 省长的从人领先进攻。便哈达差遣人去打听，他们回报说：「有人从撒马利亚出
来了。」20:18 他下令说：「不管他们平安而来或是争战而来，都要活捉。」20:19 省长的从
人领先出城，军兵跟随在后，20:20 每人都杀了一个敌兵；叙利亚人逃跑；以色列人在后追
赶。叙利亚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部份马兵一同逃脱。20:21 以色列王就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
杀了叙利亚。
主再给以色列胜利
20:22 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加强防守；决定必做的，因为到春天，叙
利亚王必上来攻击你。」20:23 那时，叙利亚王的臣仆对他说：「以色列人的 神是山神，
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20:24 王当这样行：把诸王革
去，派军长代替他们。20:25 重新再招募一军，照失去兵马的数目补回，我们在平原与他们
打仗；必定得胜。」王便听谋士的话去了。
203
20:26 到了春天，便哈达果然点齐叙利亚军队 上亚弗与以色列人打仗。20:27 以色列人
204
也点齐军兵，预备食物，出去迎战。当以色列人布阵，他们好像两小羣山羊羔 。叙利亚
人却满了地面。20:28 有先知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叙利亚人既说我耶和华
202

本句是说预备打仗的人不要夸口好像已经得胜；有「未胜先骄」之意。

203

原文作「聚齐亚兰」。

204

本字出自字根「早产」（见诗 29：9）；似指群羊瘦小因是早产之意。

是山神，不是谷中的神，所以我必将这龎大的军队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
华。』」
20:29 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布阵七日，到第七日两军交战；以色列人在一日之内杀了
叙利亚步兵十万，20:30 其余的二万七千人逃入亚弗城，城墙塌倒，将他们都压死了。当
时，便哈达也逃入城，藏在严密的内室。20:31 他的谋士对他说：「我们听说以色列王朝都
205
是仁慈的。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头套绳索 ，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者他会保存我们
的性命。」20:32 于是他们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去见以色列王。他们说：「王的仆人便哈
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20:33 这些人
认为这是吉兆，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便哈达是王的兄弟。」亚哈说：「你们去请他
来。」便哈达出来见王，王就请他上他的战车。20:34 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
夺的城邑，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士革立街市，像我父在撒马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
说：「我要先和你立约，才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去了。
先知宣布亚哈的罪行
20:35 有一个先知的学徒，用圣权的口吻吩咐他的同伴说：「打伤我！」但那人不肯打
他。20:36 先知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
那人一离开，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20:37 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
打伤我！」那人就打他，将他打得重伤。20:38 先知就去站在路旁，他又用绷带绑住眼睛化
妆。20:39 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叫说：「仆人在阵上的时候，有人交给我一个俘虏，对
206
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失了，你要以性命相陪或以一他连得 银子抵偿。』20:40 刚
好仆人在做这做那，那人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对他说：「你自己的话，决定了你的刑
罚。」20:41 先知很快的除掉蒙眼的绷带，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20:42 先知对王
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决定该死的人放走，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民也
必代替他的民受苦。』」20:43 于是，以色列王愤然回家去了。
先知宣布亚哈的罪行
21:1 这事以后，下面的事发生了。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贴近撒马利
亚王亚哈的宫。21:2 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作菜园，因为是贴近我的宫。
207
我会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 。」 21:3 拿伯对亚哈
说：「耶和华万不容许我出卖先人留下的产业。」
21:4 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能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卖给你」，就愤愤然地回
宫，发脾不吃饭。21:5 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你为甚么这样烦，不吃饭呢？」21:6 他回
答说：「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卖给我；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
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卖我的葡萄园给你。』」21:7 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是
以色列的王！起来。吃饭，享受享受。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21:8 她用王的名下一道命令，用王的印印上。她传令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领袖贵
冑。 21:9 她这样写：「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中。 21:10 又叫两个匪徒与拿伯对
质，告他说：『你咒诅 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

205

麻布象征悲哀和痛悔。头套绳索意不甚详，可能代表投降顺服。

206

见 9：14 注解。

207

希腊古卷加上「这就可作我的香料的园子」字样。

21:11 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领袖贵冑，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21:12 他们宣告
禁食，叫拿伯坐在民中。21:13 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他们就当着众民作见证告他
说：「拿伯咒诅 神和王了！」于是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了他。21:14 然后他
们打发人去见耶洗别报告：「拿伯被石头打死了。」
21:15 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银子
卖的给你的葡萄园吧！他已经死了。」21:16 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得了耶斯列
人拿伯的葡萄园。
21:17 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21:18「你起来，去见住撒马利亚的以色列王
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21:19 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
岂非谋杀人，占死人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餂拿伯的
血，也必在何处餂你的血。」』」
21:20 以利亚到了，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终于找到了我！」他回答说：
208
「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定了意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21:21 耶和华说：『我快要使
209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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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祸 临到你。我必将你除尽 ，凡属你的男丁 ，甚至软弱残废的，都从以色列中剪
除。21:22 我必使你的王朝像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王朝，又像亚希雅的儿子巴沙的王朝，
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犯罪。』21:23 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
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21:24 致于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
空中的鸟吃。」21:25（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坚决定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
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21:26 他依照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敬拜那最
可憎的偶像。）
21:27 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禁食。他穿着麻布睡觉，失魂落魄的走路。21:28 耶
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21:29「亚哈在我面前这样的忏悔，你看见了吗？因他在
我面前自责，他还在世在位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才降这祸与他的王
朝。」

亚哈阵亡
22:1 叙利亚国和以色列三年没有争战。 22:2 到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
王。 22:3 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一定知道基列拉末是属我们的吗，虽然我们三心两
意，不从叙利亚王手里夺回来。」 22:4 然后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打基列拉末
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我必支持你，我的军队和马都由你差遣。」22:5 约沙法又
说：「但先求问耶和华。」22:6 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约有四百人，问他们说：「我
可以攻打基列拉末吗？」他们说：「打！全能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22:7 约沙法
212
说：「这里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22:8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
有一个人，是音拉的儿子米该雅，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憎嫌他，因为他对我

208

原文作「卖了自己」。

209

「灾祸」原文作 ru’ah 与「恶」hara 是谐音字。亚哈的罪会得到合理的惩

210

原文作「我在你后面焚烧」；与 14：10 及 16：3 同义。

211

原文作「射尿在墙上的」。

212

约沙法 Jehoshaphat 似在怀疑上述的 400 先知是否耶和华的先知。

罚。

不说吉语，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22:9 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官员来
说：「你快去，将音拉的儿子米该雅召来。」
22:10 当时，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马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王
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22:11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叙利亚人，直到将他们灭尽。』」22:12 所有的先知也
都这样预言说：「攻打基列拉末，你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22:13 当
时，那去召米该雅的使者对米该雅说：「看！众先知全都同意王必得胜。你也应当同他们
一样，预言得胜。」22:14 米该雅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甚么，我
就说甚么。」
22:15 米该雅到了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雅啊，我们可以攻打基列拉末吗？」他回
213
答说：「打！你必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给王 。」22:16 王对他说：「我要你奉耶和华
的名宣誓几次，你才对我说实话呢？」22:17 米该雅说：「我看见全以色列散在山上，如同
没有牧人的羊。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应当平平安安地回家。』」22:18 以色列
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只对我预凶不预吉吗？」22:19 米该雅说：「如果
是这样，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众侍立在他左右。22:20 耶和华
说：『谁去引诱亚哈攻打基列拉末而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22:21 随后
214
有一个灵 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骗他。』 22:22 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
呢？』他说：『我去要在他所有先知口中作谎言的灵。』耶和华说：『欺哄克胜他。去
吧！照你的建议做吧！』22:23 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但耶和华已经
命定降祸与你。」22:24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雅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
离开我与你说话？」22:25 米该雅说：「你躲进严密的屋子的那日，就必看见。」22:26 以色
列王说：「将米该雅带回交给邑宰亚们和王的儿子约阿施。22:27 说：『王如此说：把这个
215
人下在监里。给你一点的饼和水 ，等我平平安安地回来。』」22:28 米该雅说：「你若能
平平安安地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藉我说这话了。」又说：「你们这些人，记住了！」

213

米该雅 Micaiah 才说完「耶和华对我说甚么」，似乎不应当附和其他先知
说出不正确的预言。米该雅的行动在了解是耶和华的心意诱至王的覆没下明朗化。
神甚至差派说谎的灵去蒙骗亚哈众先知。米该雅可以向王说谎，因为他知道谎言出
自神。我们必须注意米该雅在 14 节所说，他没有说必定讲出真理，只是说出耶和
华的话。在这情况下，是神要米该雅欺骗亚哈；只有到第 16 节，王逼他说真话
时，他才道出真情。
214

「一个灵」。原文加有冠词作「那灵」（灵是 ruakh），实意不详，却稍
有灵的身份的线索（参 24 节）。虽有冠词特指某灵，在本句文义中可能（或许应
是）指「一个灵」。在米该雅的思想中生动的确实的灵，不过，假如必定要指明是
熟的有确定身份的「灵」，下节就可端倪。24 节讲述西底家 Zedekiah 括米该雅的
耳光，然后讽刺地问：「耶和华的灵 ruakh—Yahweh 从那里离开我与你说
话？」；「耶和华的灵」一词专指「神的灵」（而不是「神的气息」或「思想」见
赛 40：7，13），添力给个人或群体使之发预言的「神的灵」。这句话引起了 2023 节的「欺骗的灵」就是 24 节西底家所说的话的灵。这也解释了「那灵」冠词的
使用，因为「那」是充力与先知的那位。
215

原文作「困苦的饼和困苦的水」。

22:29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攻打基列拉末去了。22:30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
改装上阵，但你可仍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22:31 先是叙利亚王吩咐他的三十二
216
个车兵长说：「不可与普通士兵或军官打仗 ；只要与以色列王争战。」22:32 车兵长们看
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争战，约沙法便呼喊。22:33 车兵长
们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22:34 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
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22:35 那日，阵势越战越
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叙利亚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到车底下。22:36
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22:37 王就死了，众人
将他送到撒马利亚，就葬在那里。22:38 他们在撒马利亚的池旁洗他的车（妓女在那里洗
澡），狗来餂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22:39 亚哈其余的事迹，包括他的成就和他修造奢华的象牙宫，和其他的城邑，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记上。22:40 亚哈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

约沙法作犹大王
22:41 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作了犹大王。22:42 约沙法登基的时
候，年三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五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是示利希的女儿。22:43
217
约沙法跟随他父亲亚撒的脚踪，谨慎遵行耶和华所准许的，(22:44)
只是高地还没有废
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22:44 (22:45) 约沙法也和以色列王相安无事。
22:45 约沙法其余的事迹，包括他的功动战绩，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22:46 约沙法将他
218
父亲亚撒在世所剩下的男庙妓都从国中除去 了。22:47 那时，以东没有王，有总督治理。
219
22:48 约沙法制造一队大船 ，往俄斐去，要将金子运来；只是去不成，因为船在以旬迦别
坏了。22:49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容我的水手和你的水连为一船队吧！」约沙
法却不肯。
22:50 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
亚哈谢作以色列王
22:51 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马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22:52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跟随他父母的脚踪；像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他鼓励以色
列人犯罪。22:53 事奉敬拜巴力；像他父亲一样惹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216

原文作「不可与大小军兵打仗」。

217

从 22：43 下开始至 22：53，英译本与希伯来本节数不一；英 22：43 下=
希 22：44；英 22：44-53=希 22：45-54。
218

或作「铲除」，原文作「烧除」。虽然亚撒 Asa 禁止男庙妓（王上 15：
12），但仍有漏洞者。约沙法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
219

原文作「他施的船队」；可能「他施」所造，或能航行至遥远的西港
「他施」的船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