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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課 所羅門王後期的統治  王上4~11  4/1/8 
 

I. 所羅門王的輝煌時期 

A.在列國之中 - 王上4 

所羅門登基王位之時, 正是世界歷史的重要時期. 在希腊方面, 正是屬於荷馬時代, 同時

也是希腊歷史的開端. 南邊的埃及正是王朝沒落時期, 北邊的亞述和巴比倫及東邊的國家都

是弱國, 而以色列這時正處於" 黃金年華" 。所羅門朝代是以色列在歷史上從未有過地富裕

強盛的時期。 以色列疆土東達幼發拉底河, 南抵" 埃及河 "与埃及相鄰 (王上4:21, 24-25; 

代下9:26) ,這情況正符合神在古代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創15:18). 所羅門朝代的富裕強盛在

考古資料上, 顯示出其令人惊奇的富足与智慧.  

 

B. 在建築上 - 王上5-8 

1. 圣殿 - 王上5-7 

所羅門所建的圣殿是令 "全世界為之喜樂" , 也是世界奇觀之一. 它外部是由全白的

石灰岩所造, 內部的壁板則是用黎巴嫩運來的香柏木。 圣殿座落於耶路撒冷的北邊,朝東

有一大院子，院里有祭壇, 還有一個巨大的 "銅海"。 銅海是用銅所制造的 , 是一個大

水池裝滿了水, 是准備給祭司在獻祭后清洁用。 四個牛群各立於水池的東西南北。 同時

有十個大 銅盆放置於大院的外邊, 用來洗滌祭物之用 (代下4:6) 。 圣殿本身非常小 (大

約一百尺長 , 30尺寬 , 45尺高) 東邊有一小門可通大院 ,門邊有雙柱, 取名為 

"Jachin" 及 "Boaz" . 西邊尚有一門可通圣所 , 只有祭司可以進入。  圣所內部燈光微

弱 , 擺有一些用具: 陳設餅的桌子, 用於置放圣餅,象徵著基督的生命之餅(約6:35)；同

時有10個燈台 , 每個燈台有七盞燈, 這象徵基督的世界之光(約8:12) ； 還有一個香壇 

(啟8:12)。   這圣所內的地板 ,牆壁 ,天花板, 都是由貴重的木材所造, 再鑲上純金(王

上6:21)。 由圣所往西, 有一小段的台階導向 "至圣所", 圣所与至圣所是由厚重的幔子

隔离。至圣所里面漆黑, 伸手不見五指，放置皂莢木所制造的約柜。 外包純金 , 四面有

金環 ,可插入木貢 . 約柜內放有摩西在何烈山上所拿的二塊石板 (王上8:9) . 約柜上有

二個純金做的基璐鉑 (Cherubim) , 展開雙翅(7.5尺長), 遮掩了約柜(王上6:24~28; 

8:7).每一年的贖罪日, 大 祭司身帶祭血進入至圣所一次, 將祭血彈於基璐鉑 (Cherubim) 

之下的約柜的蓋子上，就是所謂的施恩座(Mercy Seat)。施恩座代表了神對罪的寬恕及赦

免, 同時引申到基督為我們的罪而舍身於十字架 上(羅3:25~26; 來9:5)。基督的寶血就

如澆在施恩座上的羔羊之血。 在古代 , 百姓藉著光亮的云彩照亮這至圣所, 就可清楚知

道神的同在(代下5:14).  

 

2. 所羅門的王宮及行政大樓 

大衛遺留給所羅門無數的財富。 所羅門用這些財富  , 除了建設圣殿之外 , 也精心

建造美侖美煥的王宮. 包括他自己的王宮, 以及皇后的宮廷,柱廊, 審判廳, 黎巴嫩林宮； 

這些建筑物的內部都是以黃金裝飾 (代下9:13,16) . 所羅門的寶座用鑲金的白象牙 (代

下9:17-19 ) , 飲用器皿是用黃金打造而成 (代下9:20). 他個人的富有描述於代下9:2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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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所羅門的財政經濟 - 王上9; 10:26-29; 代下8:1-6, 17-18. 

1. 所羅門的港口及商隊 

以色列利用地中海 , 紅海 , 以及印度洋為管道通往周圍的鄰國, 使所羅門的經商隊

無往不利. 更加上推羅的希蘭王為所羅門供應建筑用的香柏木, 也造了不少船只給所羅門

王.以色列的商船隊胜過天下，掌有大多數的進出口(王上10:22, 28-29) . 所羅門王最重

要的港口是位於紅海的以旬迦別 , 它是軍商兩用重地。 每年由此港口帶來的財物超過千

万元 (王上9:26-28).  

 

 2. 所羅門的煉銅產業 

在以旬迦別另有一著名的工業--煉銅. 我們知道, 建圣殿需大量的銅. 煉銅也是希蘭

技術工人所長. 考古學家發現在約旦平原及死海的南端, 以及出口港 Tell-el-kheleifeh 

都有很多的煉銅業. 這港口也是煉銅業的中心. 考古學家還發掘最著名的煉銅用的通气

管。种种資料可證明煉銅業在所羅門的時代已相當進步.  

 

 3. 所羅門的城堡及儲藏城 

儲藏城以在便希悉 (Beth-shean) , 拉基悉 (Lachish), 及米吉多 (Megiddo) (王上

4:10-12) 被挖掘出來. 米吉多是以色列在所羅門時代的第五個行政中心, 也是稅務中心 , 

其城堡有建立於北邊的夏瑣 (Hazor) ,東邊的米吉多, 南接耶路撒冷以南30哩外的拉基悉

(Lachish) 及紅海的北端端口城市以旬迦別 . 

 

4. 所羅門的馬 

所羅門著名的財富之一是馬及馬車. 現代的考古發現 , 僅在 Loud及 Guy 兩小地方就

有可容納450匹馬及150馬車的馬房 .甚至當時尚有設備优良的馬棚. 以色列可能是當時世

界獨攬馬業的國家 ( 王上10:26-29). 所羅門不僅使用他的馬匹來加強他的商貿能力 , 

也鞏固他在耶路撒冷及其北端的夏瑣与中部的米吉多之軍力.  

 

D. 所羅門王与示巴女王 ---王上10:1-13; 代下9:1-12 

1. 示巴女王的國家与她的以色列之行 

示巴女王可能住於靠近葉門 , 在阿拉伯半島南端的 Marib 城(現已成為廢墟)。她可

能是所羅門王的商業伙伴 . 她听聞所羅門王的名聲, 就帶了甚多的貨物來見所羅門王 , 

想把她心里對所羅門王所有的仰慕都說出來. 示巴今日的地理位置未能被确定. 但是 , 

大部分的考古學家相信它是在阿拉伯半島的尖端, Marib 可能是其首都，南部的阿拉伯是

它主要的香料出口地。 無疑地, 示巴女王用駱駝隊運載這些貨物, 沿著阿拉伯岸邊 , 經

由這條 " 香路" 來到以旬迦別, 然后再往耶路撒冷. 她明白所羅門王非凡的智彗是由耶

和華而來,  她就把榮耀歸給神 . 王上10:1 清楚地指出, 她听見所羅門王因神之名所得

的名聲, 王上10:9 也指出, 因神的祝福使所羅門王的名聲遠播四方 .  

 

2. 屬靈上的比較 

多年來 , 基督教學者發現從所羅門王的智慧与才能, 可看出我們的神, 耶穌基督 , 

是多么的無窮偉大. 而基督徒就像示巴女王一樣, 帶著無數難解的問題來到基督的跟前 , 

尋求屬靈的答案 (代下9:1)， 盼望主跟所羅門一像回答她心中所有的問題。 今日的基督

徒 , 把自己的內心全然敞開与神交通，來到基督的寶座前,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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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他里面藏著" (西 2:3) , 他也都回答了我們的問題. 就像示巴女王一樣 ,滿足的基

督徒也宣稱: "我听到....., 但我不信那些話, 及至我來到此處, 就親眼看見了, 才知道

還有許多別人沒有告訴我的"  (王上10:7-8). 同樣地 ,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与那看不見

卻又真又實的基督相處之時 , 使我們警覺 ,不要有驕傲自大的靈在我們里面， 我們也應

該像示巴女王一樣 , 把神期待我們所該做的 或該給的 , 以感恩之心奉獻給基督 , 他就

全然地滿足我們心里所求的  (王上10:13; 詩37:4; 太6:33).  
 

你是听聞耶穌基督之名但尚未將自己的心全然敞開与他溝通呢? 還是從未來

到他寶座前尋求他旨意呢? ( 太11:28-30) 你是那從未獲得神要親自給你應

許的人嗎 ? 如果你是在這些情況之下的人 , 你要如何來改變你自己? 
 

II. 所羅門的書信 

所羅門被稱為 "希伯來人的智慧与科學之父"  (王上4:29-34). 他是自然科學家 , 植物學

家 , 詩人。 雖然 如此， 但是大多數的著作都沒有被存留下來， 因為神是掌管一切的。現今所

見三千句的箴言只占所羅門寫作的三分之一而已. 詩歌中的1005首 , 只有"所羅門的詩" 是屬於

他所作, 圣經中有三卷書是所羅門所作.  

A. 箴言 

1. 箴言的主題 - 智慧 

箴言全書并不全是所羅門所寫. 一部分的箴言是由他編撰而成. 也有一些是后來 (可

能是700 BC) 加上去的 (如箴30:1-33; 31:1-9). 箴言的論點著重於對生命的意義的真實

了解, 并應用到日常的生活. 主要的字句是箴言的二章六節: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 , 知

識和聰明, 都由他口而出". 所羅門指出這智慧是超乎人一般的智慧, 是人類一般智慧所

不能及的. 人類必需用心去尋求智慧, 但是, 更應該明白, 真正的智慧是來自神的 (箴 

9:10) . 

 

2. 箴言第八章 - 預表基督 

誠心的圣經學者及教會長職者認為箴言第八章中擬人化的的智慧是指道成肉身前的耶

穌基督. 約1:1-4描述耶穌基督与神同在, 也指出 "在最起初", 道(基督)是神, 藉著他

(基督) , 万物得以被造. 許多人認為箴言8:24-31所說的就是指那時期, 也是人類被造之

后的早期年代.熟悉 西 1:15-17; 2:3; 林前 1:18-20 所說的基督徒, 明白箴言里的智慧 

都在基督身上完全地彰顯出來 . 箴言 8:22-30 可与約翰福音 1:1-4; 歌羅西書 1:15-17 

相稱 ,8:35 提醒我們在約10:10 基督對我們所說的話 : "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  你只

是自稱的智慧追求者嗎? 還是一個 "真正"的智慧的追求者? 若是真正的智慧的追求者 , 

在神的引導下 , 一定會發現神的同在 . (箴言 2:4-5;  8:17; 申 4:29; 代上28:9; 耶 

29:13; 太  7:8). 

 

3. 箴言的重要性 

箴言的話語令人愛不釋手 .因為這些箴言与我們周遭的環境息息相關 , 同時其高度的

寫實与才溢的筆法 , 更令人喜愛 . 例如: 箴言 10:19;   11:22;   17:22; 25:24;   

27:9;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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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傳道書 (Ecclesiastes) 

1. 傳道書的信息 

書內主要字句是所羅門所寫的  "日光之下" (29次) 及 "虛空" (37次). 作者解析了

所有人類可想到的生活滿足情況及其生存的意義 . "日光之下", 若無神的同在, 所有的

財富 ,教育 , 娛樂都是無意義的, 甚至是 "虛空的". 有一點提到關于生命的真實的意義

是在傳道書 12:13-14. 只有在神所指引的正道下与他有正确的關系, 才能有真實的滿足

与生命的意義 . 

2. 比較"日光之下"的幻滅与 "在基督里" 的滿足 

有人認為傳道書是所羅門在他背离神之后 的生命之寫實。  不管如何 , 這只是 世俗

的眼光來判斷. 其實 , 傳道書中"日光之下" 的虛空与以弗所書中"在基督里"的充實有天

壤之別。在以弗所書里，你在基督里的 "愿頌贊歸与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 他在基督

里 , 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气 " (弗  1:3). 那些是你們的 "屬靈的懮郁" , 厭

煩，空虛。你已試過每一個方法 , (如傳道書的作者一樣), 卻發現生命是無意義的 . 相

反地 ,你是否覺察到被神的丰富所充滿的生命呢？ 當基督住在你心里 , 神就給你個人有

滿足的生命 ( 就如以弗所3:10-20的作者一樣), 這些就屬於日光之上的事了 (西  3:1-

4). 

C: 所羅門之歌 

所羅門之歌又名 " 雅歌 ". 這好像意味著這是所羅門在他所寫的 1005首詩歌中所精選出

來的 . (王上4:32).這是一篇愛之歌 , 內容充滿了隱喻而富有東方的想像 . 其寓言式的含

意是 : 猶太人在逾越節念這本書之時 ,就明白其意思是代表耶和華對以色列人的愛 , 就好

像當初在出埃及地之時 ,他對以色列人的愛一樣 . 耶和華對以色列的愛在此處就如 "偉大的

王与謙卑的童女之間自然的愛 ". 在舊約里 , 常把婚姻用來表示神与以色列之間的關系(賽 

54:5) .在新約里 ,耶穌說他自己就是新郎(太 25:10; 約 3:29). 保羅說教會就是基督的新

婦 (弗 5:28-32). 從一有 教會以來, 基督徒都把基督的愛描寫在最好的詩歌里 . 一些特別

的詩章 , 經句都被引用在生命圣詩的詩歌中 . 例如: "我歡歡喜喜坐在他的因蔭下, 嘗他果

子的滋味覺得甘甜 "(歌 2:3), 以及"良人屬我 ,我也屬他" (歌 2:16), "他的口極其甘甜 , 

他全然可愛"  (歌 5:16), "我屬我的良人 , 他也戀慕我" (歌 7:10). 

 III. 所羅門的衰退---------王上11; 代下9:13-24 

所羅門朝代的后期跟早期由神而來的輝煌不能像相提并論， 他好像他的子孫烏西雅一樣 , 早

期都受到神的祝福与幫助 , 直到了后期 , 王自己因強盛致使其心自大 而敗坏  , 因而他背离

了神的道 (代下26:15-16). 無疑地 , 所羅門 在某段時間里 , 喜愛神給予他的恩賜胜過神的律

法及神他自己。 以至於周遭的富裕，文化及地上的榮華變成了他生命的偶像 . 

 A. 所羅門過分地課稅 (代下9:13-24) 

所羅門的財富胜過於天下的列王 (代下 9:22), 當時的銀子多如石頭 , 香柏木 (用來建

宮殿的材料) 多如桑樹 (代下 9:27), 他的飲用器皿都是金的  (代下9:20). 但是這种積財

富的行為卻与申命記 (17:16-17)  神的律法相抵触 , 同時 , 為了維持奢侈的生活, 以及各

部門的正常運作, 所羅門王加重課稅於百姓 . 剛開始只是奴隸那些非以色列人作苦工 , 但

是到后來不得不包括了以色列人. 代下5:14指出, 所羅門王派遣万名勞工輪流作工 , 他們必

需在利巴嫩工作一月, 然后在家二月. 這种勞工制度嚴重地背离神對以色列子民的平安意念. 

神要的是每個人自由地在他自己的無花果樹下生活, 同時在神的約之下神使君王与百姓成為

一體. 所以, 所羅門喜好財富不僅導致他個人心思的幻滅 (我們可從傳道書看出來), 也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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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內心背逆的种子 , 這一點特別是由他儿子羅波安的身上可看出來. 所羅門積蓄的財富最后

在他的儿子手里失掉了. 

   B.  所羅門的賓妃 

如果所羅門王朝的衰退是因他過分地喜好財富及其生命的自大, 那么他本人的背道及靈命

的低落是因為他多立賓妃，這是神所禁止的 (申17:17)。  然而, 所羅門卻多立賓妃, 同時

也喜好外邦女子. 所羅門戀慕這些, 也行了神眼中看為不正的事. "王喜愛新奇的女子 ","所

羅門沉迷於男女歡愛" , "他的妃子們引誘他的心去敬拜別的神去"; "所羅門行神不喜悅之惡

事", 部分原因是所羅門生活的自傲及野心. 所羅門的妃子們 "使他的心轉离神" (王上11:3), 

所羅門甚至為他的妃子們建了外邦人的神壇, 而這些正是耶和華特別強調必需完全摧毀的迦

南淫蕩信仰. 所羅門甚至也參与這些异族的祭拜.他完全忘記了 ”不准拜耶和華又拜偶像”

的誡命 (王上11:5-8).  

C. 神的不悅 - 王上11: 9-43 

神對所羅門的不悅, 記載於王上11: 9-14. " 神向所羅門發怒...神說...我必將你的國奪

回......."王上11 : 14說明了神興起仇敵來擾亂所羅門所依靠的繁榮。 其仇敵有南邊的哈

達 , 北邊的利孫  (王上11:14-25), 不僅如此, 神也使所羅門的王朝內部不安；內部有仇

敵。 諸如, 耶羅波安, 本來是所羅門所派監管的人, 暗底下擴大自己的權力, 在所羅門的儿

子羅波安登基之時, 偷取十二支派中的十個支派, 且在撒馬利亞作王(王上11:26-40), 在晚

年, 所羅門失去了平安, 喜樂, 以及与神之間的關系. 他輝煌的榮華, 他的才能, 他貴重的

衣裳, 都不能隱藏他的丑陋及其本性的污點 .他本是全人類最聰明的人, 卻變成愚拙, 就因

為他喜好地上的事甚於喜愛他的神. "自稱為聰明, 反成了愚拙"  (羅 1:22). 所羅門雖然繼

承了他的父親大衛(一位神所喜悅的人)所留下的大王朝; 卻在晚期完全崩垮 . 所羅門大概死

於五十八至六十左右. 他因淫蕩而毀了己身, 留下寡少的財富及不滿的百姓; 沒有留下任何

忏悔的心意或得神赦免的喜樂見證 . 這与大衛有完全不同的結局. 大衛雖犯罪,  卻能得神

的赦免 , 保留"全心向神"的心志, 雖在受神懲戒之期間, 仍能与神有親密的關系.論到所羅

門 , 在經上甚至沒提到所羅門是如何死的.  

所羅門一生的總結 :  

我們沒有必要去質疑所羅門的永生, 因為 "在基督耶穌里有永生" 是新約的詞句. 但是有兩件事

是肯定的:  

(一). 雖然他有好的開始 , 他的著作, 以他早期對神的奉獻使不少人得福，但是所羅門后

期的生命在永恒里毫無价值.  

(二). 在我們對所羅門作嚴厲的評論之前, 我們必須知道在所羅門的時代. 只有摩西五經, 

士師記及撒母耳記. 因此, 今日的基督徒無權論判所羅門的罪与失敗。 我們現在有神完全

的啟示，完整的圣經，圣靈的內住， 以及兩千年教會的見證，我們應自問:  

• 我是否對神的話語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 今日, 我的生活是否更合乎神的旨意?   

• 是否有要胜過別人的意念? 要享受的意念 等等?   

• 這些意念是否成為你個人生活的偶像, 導致你把神擺在次要的地位 ?  

• 你是否疏忽了神的警告 ?  

• 神是否興起一些災難來讓你听從他的話呢 (王上11:1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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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討論日期：4/8/18 

 

第一天：讀上週發的講義及其中所提到的經節。 

1.  請分享你讀了講義以後的心得，那些信息給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讀歷代志下9:31-12:16  

2. a. 根據歷代志下這段的經文，羅波安犯了什麼大錯﹖使他失去絕大多數他所繼承的王國﹖  

 

 

 

    b. 這對我們現今的生活有什麼警告﹖  

 

 

3.  利用歷代志下第12章的經文回答以下的問題  

      a. 羅波安經歷到什麼大災難﹖ 

 

 

      b. 舉出神允許如此災難臨到羅波安身上的經文  

 

 

      c. 那一句話說到真的悔改﹖  

 

 

      d. 那一段經文說到真悔改的好處﹖  

 

4.  a. 那一段經文可以成為神為羅波安所準備的履歷表﹖ 

 

 

    b. 羅波安在猶大國作王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c. 如何運用從羅波安身上所學的功課到我們日常的生活上﹖ 

 

第三天  讀列王紀上12:20-33 有關北國(以色列)的王一耶羅波安  

5. 指出示劍，伯特利及但，每一個城的一件重要實情﹖(參閱列王紀上12:25，29，30)  

 

6. 為什麼耶羅波安在伯特利及但造金牛犢來避免去耶路撒冷敬拜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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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認為耶羅波安的懼怕合理嗎﹖為什麼﹖  

 

 

8.  a. 根據歷代志下11:13-17，由於耶羅波安的金牛犢，使耶羅波安及以色列的十個族遭遇多

大的損失 

 

   b. 我們學習到什麼功課呢﹖  

 

第四天  讀列王紀上13章  

9. 利用列王紀上13:1-10節，舉出以下的事情 

    a.在這段經文中預言 那一位王的名字，在350年以後實現(參閱列王紀下23:15-18)  

 

    b. 神立即以什麼方讓他們知道這是祂的警告﹖ 

 

    c. 耶羅波安如何拒絕神的警告﹖ 

 

    d. 神如何懲罰﹖ 

 

    e. 神如何顯示祂的憐憫﹖  

 

    f. 神人如何順服神的指示﹖ 

 

10. 從耶羅波安的故事中你認識了神的什麼特性及原則是永遠不變的(參閱羅馬書2:2-8)  

 

11. 比較列王紀上13:7-32及以賽亞書48:16-19  

      a. 神人經歷了神如此大的神蹟以後卻又如何違背了神的命令﹖ 

 

      b. 神人應該怎麼說及怎麼作呢﹖  

 

      c. 老先知怎麼欺騙神人呢﹖(哥林多後書11:13-14告訴我們撒旦有時假扮成光明的天使)   

 

第五天  讀列王紀上13:33-14:20  

12. 那幾段經文告訴我們由於耶羅波安背逆的選擇而使他的後代及國家受到災難 

      a. 他的後代:  

 

 

      b. 他的王國:  

 

 

13.  a. 如果耶羅波安在孩子死的時候悔改，你認為神會改變他的審判嗎﹖  

 

    b. 以你所知道的聖經章節或故事，來解釋你(a)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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