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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上》──列王的善惡事蹟 
 

本書的主要內容──所羅門王國的興盛衰微，以及王國分裂之後猶大國五位君王和以色列國八位君王的

善惡事蹟。 

本書的主要事實──大衛王之晚年，所羅門之王國，南北國之分裂，和以利亞之見證。 

本書的主要人物──大衛、所羅門、羅波安、耶羅波安、以利亞、亞哈、耶洗別等等。 

4月 27 日 

讀經 第 1章 第 2章 

主題 所羅門受膏作王 大衛的遺囑和死 

鑰句 祂照樣與所羅門同在 當剛強作大丈夫 

鑰節：【王上一 37】「耶和華怎樣與我主我王同在，願祂照樣與所羅門同在，使他的國位比我主大衛

王的國位更大。」 

默想：本章記載亞多尼雅謀篡王位失敗後，所羅門被膏，而接續大衛的王位)。所羅門的意思是「平安

的」。他是在大衛悔改了並且受神管教之後才出生的。他能登位為王(代下二二 9～10，完全是

神的恩典。今天我們與基督聯合，豈不也是恩典之子麼？豈不也是平安之子麼？ 

此外，雖然亞多尼雅運用手段，在這一場圖謀的篡位中，推波助瀾。然而，從比拿雅(名字含義

是「耶和華已建立」)的祝禱，證明神毫無疑問地參與了整件事中，並說明所羅門因有神的同

在，而得以作王。所以無論我們的環境是多麼的糟糕，有祂的同在，就沒有甚麼可慮的，因祂必

看顧、安排。 

鑰節：【王上二 2～4】「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當剛強作大丈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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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無論作什麼

事，不拘往何處去，盡都亨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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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誠實實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 

默想：當大衛自知死期臨近，特別囑咐所羅門：「當剛強，作大丈夫」然而，如何作個大丈夫呢？大衛

明確指出，是要遵耶和華的吩咐，照著摩西的律法，謹守律例、誡命、典章。如此無論往何處，

盡都亨通。如果所羅門和他的後代都能如此行，他們必定如神所應許，國位鞏固。大衛吩咐所羅

門要作一個讀、學、和順服神律法的人，好蒙神賜福，而這正是他一生辛苦用經歷學來的；這是

否也是對我們的要求呢？ 

禱告：神啊！求祢賜我們的力量，使我們在祢的事工上剛強壯膽，作大丈夫；時時提醒我們將信仰、

生命、生活、工作都建立在祢應許的話中。 

詩歌：【收我此生作奉獻】(《聖徒詩歌》313首第 1 節) 

收我此生作奉獻，毫無保留在你前； 

收我光陰並時日，用以榮耀你不置。 

(副) 為我荊棘冠冕你肯戴，為我釘死苦架你受害， 

為你，我願獻上我命與我愛，為你，事你到萬代。 

視聽──收我此生作奉獻～churchinmarlboro 

4月 28 日 

讀經 第 3章 第 4章 第 5章 

主題 所羅門求智慧蒙應允 所羅門的諸臣與富強 預備建殿的材料 

鑰句 求你賜我智慧 智慧聰明和廣大的心 他必為我的名建殿 

鑰節：【王上三 9～10】「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

多的民呢？所羅門因為求這事，就蒙主喜悅。」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ake%20My%20lif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ake%20My%20lif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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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本章記載所羅門求智慧蒙應允所羅門向神求「智慧」，原文的意思是「聽從的心」。那是一種

能服從神的命令、接受祂的引導，並且能夠分辨是非，能夠作決定，並能夠治理的心。所羅門

求智慧，好使他能為神治理神的子民，因此神就就喜歡他。因為這是合神心意，肯放下自己益

處與及無私的祈求。我們是否在神面前專心求智慧和才能，治理教會，好討主的喜悅呢？ 

所羅門的祈求是我們禱告的好榜樣。因著他按神的心意求，神不單賜給了他所求的聰明智慧， 

更將富足、尊榮和長壽賜給他，只要他能謹守遵行神的道。我們在禱告中先求什麽事呢？「你

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 33) 

鑰節：【王上四 29】「神賜給所羅門極大的智慧聰明和廣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測量。」 

默想：本章記載神賜給所羅門的「智慧聰明」和「廣大的心」實在無與倫比。智慧是神的特質，是祂

恩賜給求祂人的人(雅一 5)。我們的智慧可能不及所羅門，不過我們也可向求那厚賜與眾人的

神來求，因而叫我們有敏銳的屬靈洞察力；也助我們能明白神的旨意，並將其應用在生活中

(箴二 10～19，三 13～14，九 1～6)。 

「廣大的心」是指用更近字面的譯法是「寬宏的心胸」。這個字通常是指地方、環境的廣闊。

一個有廣大的心的人，就是有寬大的心胸，能夠接納不同的人，跟他們和睦共處。我們事奉主

的人是否夠包容別人的狹窄，饒恕別人的冒犯呢(林後六 11～13)？ 

鑰節：【王上五 4～5】「現在耶和華我的神使我四圍平安，沒有仇敵，沒有災禍。我定意要為耶和華

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華應許我父親大衛的話說：『我必使你兒子接續你坐你的位，他必為

我的名建殿。』」 

默想：本章我們看見所羅門承擔起建造聖殿的責任。他動員了許多人來建造聖殿，並且運用各種不同

的建築材料。讓我們記得聖殿是所羅門一人所建造的，也是千萬工人所建造的，正像教會是基

督一人所建立的，也是千萬個基督徒所共同有分的。 

所羅門王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工，就是為耶和華建造聖殿，而成就了神給大衛的應許。我們的一

生是否把建造教會(太十六 18；彼前二 5) 放在首位呢？ 

禱告：主啊！求祢教我們按神的心意禱告。賜我們「智慧的心」和「廣大的心」，使我們能承擔祢所

賜給的使命。 

詩歌：【求主教我如何禱告】(《聖徒詩歌》551首第 2節)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明白神的最好；如何禱告搖動天地，得著血下權利。 

二   禱告之時，甘甜之時！如有雙翼載我願辭，到祂寶座向祂求懇，祂是信實，祂是全真。 

       祂既命我尋求祂面，信祂話語，靠祂恩典；我要將我重擔卸釋，在於你前—甘甜之時！ 

視聽──求主教我如何禱告～churchinmarlboro 

4月 29 日 

讀經 第 6章 第 7章 

主題 所羅門建聖殿 羅門建王宮和聖殿的銅器工程 

鑰句 開工建造耶和華的殿 作完了耶和華殿的一切工 

鑰節：【王上六 1】「所羅門…開工建造耶和華的殿。」【王上六 7】「建殿是用山中鑿成的石頭。建

殿的時候，錘子、斧子和別樣鐵器的響聲都沒有聽見。」 

默想：本章記載所羅門開工建造聖殿。我們看見所羅門建造聖殿以石頭來建殿；建造時沒聽見錘子、 

斧子和別樣鐵器的聲音，因為所有的石頭都是在很遠的石礦場開鑿出並打磨後運來的。教會的

建造是基督和千萬個基督徒所共同有分，建造時也該是和諧而沒有噪音的配搭。基督是建造教

會的磐石(太十六 18)，我們是否是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彼前二 5)呢？ 

鑰節：【王上七 14】「戶蘭滿有智慧、聰明、技能，善於各樣銅作。他來到所羅門王那裡，作王一切

所要作的。」【王上七 40】「戶蘭又造了盆、鏟子和盤子。這樣，他為所羅門王作完了耶和華

殿的一切工。」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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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本章記載所羅門造王宮和戶蘭造聖殿銅器的工程。王上七 14提到：「他來到所羅門王那裡，作

王一切所要做的。」經過七年，王上七 40 提到：「他為所羅門王做完了耶和華殿的一切

工。」戶蘭雖只是一名銅匠，但將自己的才幹和恩賜奉獻給神。他必定也是一位忠心良善的僕

人，而完成了一切王所交付的任務。我們有否也善用神所賜的恩賜來事奉？我們是否也在主所

交付的服事中盡忠職守，成為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太二十五 21， 23)呢？ 

禱告：神啊！求祢激勵我們，讓我們為著祢所交付的，起來建造祢的家(殿)。 

詩歌：【建造當趁今日】(《補充本詩歌》603首第 1 節) 

記得大衛起誓：『我不進我的帳幕， 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打盹閉目，  

   直等到我為耶和華，尋得安息之處。』 全能的神巴望有家使屬祂者可住。 

視聽──建造當趁今日～churchinmarlboro 

4月 30 日 

讀經 第 8章 第 9章 

主題 獻殿之禮 所羅門的建築工程 

鑰句 垂顧僕人的禱告祈求 建造耶和華殿和王宮…完畢 

鑰節：【王上八 28】「惟求耶和華我的神垂顧僕人的禱告祈求，俯聽僕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禱呼

籲。」 

默想：本章我們看見所羅門的禱告。他先是讚美神的信實，繼而求神按照應許堅定大衛的國位，並答

允以色列人的禱告，此外並求神答允外邦人的祈禱。王上八 28提到他的禱告有三個不同的字

眼：(1)「禱告」包括祈求及讚美(29～30、33、35、38、42、44～45、48～49 節)，(2)「祈

求」因懇切的哀求(45、52 節)，(3)「呼籲」因祈求而作響亮的呼喊(28、52 節)。所羅門的禱

告值得我們仔細閱讀，特別是他對神的認識。我們的禱告是否也包括這三方面呢？ 

鑰節：【王上九 10】「所羅門建造耶和華殿和王宮，這兩所二十年才完畢了。」 

默想：所羅門花了七年時間建聖殿(六 38)，另十三年建王宮(七 1)，共二十年(九 10)。所羅門建王宮

比建聖殿時所九花的時間還要長，但作者僅以十二節經簡述之。所羅門建造聖殿和王宮分別用

了多少時間呢？這反映所羅門那種心態呢？新約時代主時常提醒我們要清心、專心愛神(太五 

8; 六 24)，這對我們有何意義？ 

禱告：神啊！求祢助我們在每天禱告中，認識祢是聽禱告的神。求祢教叫我們到祢寶座前，學習讚美

祢的信實、超越、全知全能；也學習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提前二 1)。 

詩歌：【禱告之時】(《聖徒詩歌》552首第 2節) 

禱告之時，甘甜之時！如有雙翼載我願辭，到祂寶座向祂求懇，祂是信實，祂是全真。 

祂既命我尋求祂面，信祂話語，靠祂恩典；我要將我重擔卸釋，在於你前—甘甜之時！ 

視聽──禱告之時～churchinmarlboro 

5月 1日 

讀經 第 10章 第 11章 

主題 大示巴女王覲見所羅門 所羅門的墮落 

鑰句 詫異得神不守舍 不效法他父親大衛 

鑰節：【王上十 4～5】「示巴女王見所羅門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宮室，…又見他上耶和華殿的臺

階，就詫異得神不守舍。」 

默想：本章記載示巴女王聽見所羅門王的名聲，就不遠千里，長途跋涉去見他。示巴女王的問題，沒有

一個能難倒所羅門。她聽見了所羅門智慧的話，看到了他的成就及財富，遠超過她所想像的，因

此使她「神不守舍」。最後示巴女王只能稱讚了所羅門屬靈的豐富，也讚嘆了他的神──「因為

祂永遠愛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義。」(王上十 9) 我們是否也像示巴女王那樣，

也肯謙卑地來到主面前，來聽祂智慧的話 (太十二 42) 呢？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n%20tendernes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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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節：【王上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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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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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本章我們看見所羅門在晚年的墮落。他雖然絕頂聰明，他的成就及財富達到了顛峰。可惜他晚

年陷入了撒但設下的網羅，因他「飽暖思淫欲」，與異族通婚，多納妃嬪， 被他所寵愛的異族

女子誘惑。他的心偏離向他三次顯現的神，以致他的國由太平盛勢開始衰敗、分裂甚至淪亡。

這是何等的鑑戒！成功的虛榮、富裕的生活、感官的享受，使得撒但有機可乘，以致多少曾經

是被神大用的僕人墮落。讓我們記得開始得好並不保證一定結束得好。決志信主也許只是瞬間

的事，但忠心事奉主卻是一生一世。我們要如何謹守自己(彼前五 8)，免得晚節不保呢？ 

禱告：主啊！求祢保守我們忠心到底，不稍離開祢的道路。 

詩歌：【我當如何愛我的主】 (《聖徒詩歌》318首第 1節) 

我當如何愛我的主？如何奉獻使祂歡喜？不稍離開祂的道路，學習如何與祂親密。 

視聽──我當如何愛我的主～churchinmarlboro 

5月 2日 

讀經 第 12章 第 13章 

主題 王國分裂 神人警告耶羅波安 

鑰句 叫百姓陷在罪裡 違背了耶和華命令 

鑰節：【王上十二 28～30】「耶羅波安王就籌畫定妥，鑄造了兩個金牛犢，對眾民說：『以色列人

哪，你們上耶路撒冷去實在是難，這就是領你們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犢一隻安在伯特

利，一隻安在但。這事叫百姓陷在罪裡，因為他們往但去拜那牛犢。」 

默想：本章記載南北國之分裂。因著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的愚昧(王上十二 1～15)，至使北方十個支

派轉而擁立耶羅波安作他們的王，並且在示劍立都。神給予耶羅波安極好的機會和應許(王上十

一 29～38)，可惜，耶羅波安為了擔心他的王位不保(王上十二 26，27)，竟然造了兩個金牛

犢，陷他們於偶像的敬拜；並且設立自己的敬拜中心；又妄為更改神的律例，立不屬 利未支派

的凡民為祭司，並擅改節期。耶羅波安為了自己的利益，犯了致命的錯誤。今天在教會中，是

否也有耶羅波安存在呢？ 

鑰節：【王上十三 26】「那帶神人回來的先知聽見這事，就說：『這是那違背了耶和華命令的神人，

所以耶和華把他交給獅子。獅子抓傷他，咬死他，是應驗耶和華對他說的話。』」 

默想：本章我們看見神人遭受神嚴厲的懲罰。這個神人有神的啟示和托付，完成了宣佈神審判耶羅波

安的使命；又順服了神的命令，拒絕了耶羅波安王請他吃飯。他樣樣都是成功的。可是他因一

時疏忽而失敗了，所以被獅子咬死，屍身不得入列祖的墳墓。他惟一的錯誤，就是隨便相信別

人的傳言，過于聽從神的話。一旦人的話語與聖經有矛盾，無論是多麼的屬靈人，或是大教師，

我們都不應理會。主耶穌在這方面給了我們什麽榜樣(太十六 22～23) 呢？ 

禱告：神啊！求祢憐憫，求祢保守，讓我在做每件事，說每句話的時候，都能靠著救主耶穌基督去造

就人，而不是靠著自己而絆倒人，叫我成為一個不讓神的聖靈擔憂的人。 

詩歌：【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聖徒詩歌》251 首第 1節) 

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流蕩、隨便並冷落？ 

  然而我的犯罪和退後，未曾叫祂厭倦過。 

(副) 求你多賜我們以聖靈，讓祂光照並焚燒， 

將『你』供給我們 作生命，使我不住的禱告。 

視聽──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churchinmarlboro 

5月 3日 

讀經 第 14章 第 15章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8.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Have%20we%20grieved%20The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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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亞希雅的預言 亞比央和亞撒作猶大的王;拿答和巴沙作以色列的王 

鑰句 你竟行惡…惹我發怒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鑰節：【王上十四 7～10】「你回去告訴耶羅波安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從民中將你高

舉，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將國從大衛家奪回賜給你，你卻不效法我僕人大衛，遵守我的誡

命，一心順從我，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你竟行惡，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為自己立了別神，

鑄了偶像，惹我發怒，將我丟在背後。』」 

默想：本章記載亞希雅預言耶羅波安和羅波安的死。耶羅波安雖然工於心機，聰明又有才幹，但他離

棄神而又不聽從神藉先知所傳的信息。本章神藉著他的兒子亞比雅的生病死亡，並透過先知亞

希雅警告他，再次給他一個悔改的機會。但他卻依然故我，我行我素，不肯悔改，以致他的家

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最終被神剪除。今天，我們有否聆聽祂的話(來三 7)，還是硬著心(來三 8)，

執迷不悟呢？ 

鑰節：【王上十五 11～12】「亞撒效法他祖大衛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從國中除去孌童，又除掉

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王上十五 14】「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亞撒一生卻向耶和華存誠

實的心。」 

默想：本章記載亞撒接續作猶大王，效法大衛，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亞撒「效法他祖大

衛」(十五 11)。這一句話可算是列王的最低限度的標准。可惜在列王中，連這個標准也沒有幾

個人能達到。然而，亞撒的失敗在於他沒有廢去「邱壇」(十五 14)。當以色列攻打猶大時，他

沒有完全信賴神，反而把聖殿內金銀送與便哈達，求他攻打以色列王巴沙。不過，像大衛一

樣，「亞撒一生卻向耶和華存誠實的心。」由本章看來，在耶和華眼中那一件事最為重要呢？

在生活中，我們最關心的是什麽事情呢？ 

禱告：神啊！求祢憐憫，赦免我們一切隱而未現之罪，並求聖靈賜下悔改之心，引導我們能過討祢喜

悅的生活。 

詩歌：【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聖徒詩歌》251 首第 1節) 

求祢赦免我所承認諸罪，求祢赦免隱而未顯諸罪，求祢引導愛護保守看顧。阿們。 

視聽──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churchinmarlboro 

5月 4日 

讀經 第 16章 第 17章 第 18章 

主題 以色列國之悲劇 以利亞的見證 迦密山上的考驗 

鑰句 我既從塵埃中提拔你 因為耶和華如此說 大衛作以色列的王 

鑰節：【王上十六 1～3】「耶和華的話臨到哈拿尼的兒子耶戶，責備巴沙說：『我既從塵埃中提拔

你，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羅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裡，惹我發怒我

必除盡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的家一樣。』」 

默想：在本章裏，我們看見以色列國陷入一連串的暗殺和朝代更替的混亂中。以色列國始終未能成為

強國，反而究其原因，是無法脫離敬拜偶像的惡行和重罪中。巴沙是以色列國的第三個王，是

神從塵埃中提拔他。但可惜他卻「忘恩」，而無視於先知的警告，以致他的家像耶羅波安一樣

的被毀滅。 

然而，在每一個黑暗和悖逆的時代，神總會興起一些忠心的僕人，傳達神的話語。耶戶(名字的

意思是「生存」) 正是那個時代被神所揀選，成為那個時代的中流砥柱和力挽狂瀾的人。他在

全國混亂，拜偶像的時代，成為神的出口；而他不畏權勢，不怕危險，也不妥協，責備以色列

王巴沙和猶大王約沙法，並且宣告神的審判和刑罰。深願每一位傳講神話語的僕人，能忠心地

傳達神要他所說的每一句話。 

鑰節：【王上十七 14】「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壇內的麵必不減少，瓶裡的油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Have%20we%20grieved%20The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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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本章我們看見神訓諫以利亞的信心。首先藉著不潔的烏鴉叼餅和肉和基立溪水，供養他；然後

是一個外邦的窮寡婦壇內的一把麵，瓶一點油，供養他；後來他三次求告神，救活了寡婦之子。

人對神的信靠，是隨著經歷的累積而漸漸趨向成熟的。基督徒信心的增長也是循序漸進的。 

此外，撒勒法的寡婦學到一個極寶貴的功課，就是那些將神放在首位的人，永不缺乏生活所需。

她壇內的面不減少，瓶裡的油也不短缺。基督徒蒙福的原則是「先為主」「然後為你」，這是

我們都必須學習的。 

鑰節：【王上十八 42】「以利亞上了迦密山頂，屈身在地，將臉伏在兩膝之中。」 

默想：本章記載以利亞大勝巴力先知和祈禱天降大雨。我們看見以利亞是一個禱告的戰士。他懇切禱

告(王上十七 1；雅五 17)，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他又上迦密山頂，謙

卑屈身在地，將臉伏在兩膝之間禱告，求神降雨(王上十八 42；雅五 17～18)。天就降下雨來，

地也生出土產。雖然以利亞知道雨即將降下，但是他仍然迫切而持續的懇切祈求耶和華應驗祂

的話，這是蒙福的條件。神給了我們一張簽過名的支票，仍然需要我們在支票後面簽名背書去

領取。 

禱告：親愛的天父，願撒勒法的寡婦的信心、愛心和順服，激發我們對祢的信心。讓我們天天也活在

「不減少、不缺短」的神蹟中。 

詩歌：【最後一握】(《聖徒詩歌》440首第 1節)  

何必擔心一握不釋？且讓先知先果腹；若是神管你的度支，你的來源何患枯？ 

每天都有新的需要，每天必有新供給；你既然是祂所創造，祂豈不為你設計？ 

(副) 仍然當愛，仍然當給，照舊你還餘一握；所有的愛，所有的給，要使神賜加倍多。 

視聽──最後一握～YouTube 

5月 5日 

讀經 第 19章 第 20章 

主題 耶和華向以利亞說話 亞哈與便哈達 

鑰句 為自己留下七千人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鑰節：【王上十九 18】「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與巴力親

嘴的。」 

默想：本章我們看見以利亞的失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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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本應該繼續作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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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逃跑到猶大地，坐在羅騰樹下求死。神正要大用他的時候，他反因怕死而躲藏起來。結

果耶和華在何烈山向以利亞顯現，有烈風、地震和火，最後有聲音，派他去膏哈薜、耶戶和以

利沙；並且答覆以利亞，祂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與巴力親嘴的。 

以利亞的問題完全在於事奉上感到孤單。然而，神的這句話對于事奉祂的人是極大的鼓舞和安

慰。直到今天神的工作也是如此，我們並不孤單、伶仃，因為神還有祂自己的七千人忠心順服

祂。 

鑰節：【王上二十 13】「有一個先知來見以色列王亞哈說：『耶和華如此說：『這一大群人你看見了

嗎？今日我必將他們交在你手裡，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默想：本章記載亞蘭王聯同三十二個首領圍攻以色列，亞哈本想投降，但神差派一位先知預告以色列

的勝利。亞哈照著神的指示，在戰爭中得勝。雖然亞哈是所有以色列諸王中最惡劣的一位。亞

蘭王便哈達带人來攻擊他時，但神仍幫助他勝過敵人，是何原因呢？這是神憐憫祂選民的軟

弱，宽恕他们的敗壞，幫助他們得勝，仍然給他們重新悔改的機會。可惜歷經此事，亞哈的心

仍然沒有回轉。其實神給亞哈很多機會和時間，可惜他心被蒙蔽，拒絕從神來的提醒，而未能

及時悔改。我們有沒有把握神給予的機會呢？ 

禱告：主啊！求祢叫我們在事奉中忠心；無論何境況，必站在祢一邊，不向巴力屈膝。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O_fsM5s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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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要忠心】(《聖徒詩歌》636首副歌)  

要忠心！忠心！讓此聲四面回響；忠心！要忠心！忠於你的榮耀王。 

   要忠心！忠心！縱然伴侶都失敗；無論何境況；必站主一邊，讓主常見你忠心。 

視聽──要忠心～churchinmarlboro 

5月 6日 

讀經 第 21 章 第 22章 

主題 拿伯的葡萄園 米該雅與假先知 

鑰句 我敬畏耶和華 謊言的靈 

鑰節：【王上二十一 3】「拿伯對亞哈說：『我敬畏耶和華，萬不敢將我先人留下的產業給你。』」 

默想：本章記載亞哈謀奪拿伯的葡萄園。拿伯是一個「敬畏耶和華」，原文或譯作因耶和華的緣故，

而不肯把神賜給他的產業賣給人(利二十五 23～38；民三十六 7～8)。亞哈卻是一個藐視神，因

為他照耶洗別的毒計陷拿伯于罪，而將之打死。結果神審判了亞哈和耶洗別及全家。拿伯因敬

畏神而殉道；亞哈因自私和貪婪而出「賣了自己」，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王上二十一

20)。他們二人是何等強烈的對比。讓我們學習拿伯滿足神所賜的，在生活上知足；避免陷入亞

哈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違背神的旨意去行事為人。 

鑰節：【王上二十二 23】「現在耶和華使謊言的靈入了你這些先知的口，並且耶和華已經命定降禍與

你。」 

默想：在本章裏，我們看見猶大王約沙法與亞哈聯手合攻亞蘭。出發之前，約沙法對亞哈說：「請你先

求問耶和華。」亞哈召集了 400 位假先知，詢問可否前去攻取基列拉末，果然眾口同聲說可以去。

但約沙法看出他們只是順王的意願說一些稱心的話，並非從耶和華得著示，於是對亞哈說：「這

裏不是還有耶和華的先知嗎？」亞哈不得已，叫人把米該雅召來。結果，米該雅繼說出亞哈的陣

亡，甚至指出先知的假話，都是出於耶和華，因耶和華已定意降禍在他身上。不但沒有接納米該

雅的意見，更老羞成怒的成怒的打了米該雅，且將他下在監裡。後來的結局，果然是他惡貫滿盈

而悲劇的收場。我們應該學習棄絕虛假，心存誠實傾聽從神而來的真言。凡故意關閉心門，拒絕

接受真理之光的人，必然陷入錯誤之中，並且被邪靈欺騙，淪於悲慘的失敗。何等可悲，亞哈明

明知道神的吩咐，卻不願意聽進去。神向我們說話，我們是否願意聽話呢？ 

禱告：主啊！求祢領我免迷途。讓我隨時留意從祢而來的聲音，因為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 

詩歌：【救主領我免迷途】 (《聖徒詩歌》481首第 1 節) 

救主領我免迷途，溫柔領我完世路；在你身邊我穩固，在你愛裏我居住。 

(副) 領我，領我，救主，領我免迷途；我的前面無把握，救主，領我完世路。 

視聽──救主領我免迷途～churchinmarlboro 

 

 「讀完《列王紀上》，這本書對們我有什麼啟發、提醒呢？所羅門從權勢和財富的顛峰，而墮落

去敬拜別的神，怎不令我們受警戒呢？此外，本書寫下南北國的興盛衰微史實，來證明國的興

亡，完全繫於王是否遵守遵守神的約與律法，和順從神藉先知所傳的信息；遵守就蒙祝福，反

之則神的審判就臨到。」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e%20Faithful.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8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