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记上九章15节至十章13节

• 離棄真神的君王如何自取其禍

• 順服神律法的君王得到神應許的祝
福

列王纪上1-11，所罗门的生平

3-10章：表述所罗门复杂的性情

所罗门优点

❖像大卫一样有爱主的心（3:3）

❖像大卫一样的谦卑（3:7）；

❖像大卫一样，对承担的责任有敏锐
的认知，没有轻看它（第3：9节）

❖神所赐给他的伟大智慧，在早期有
能力以公义治国。运用智慧彰显杰
出的才能，编著上千的箴言和诗歌。

❖拥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在自然科
学的许多方面都是专家（4:32-34）

❖敬虔的祷告和生活（8：22）

❖所罗门弱点

❖奢华

➢ 王宫：用金子打成盾牌三百面，
用精金包裹美丽的象牙宝座
（10:17，18）--没有节制的
心，容易受到虚荣的影响。

❖在邱坛的献祭，内心倾向于混合宗
教

➢ 把自己的信仰与周遭的迦南宗教
结合在一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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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上1-11：所罗门的生平

3-10章：表述所罗门复杂的性情

所罗门弱点

❖奢华：在所有的事上都是过度
奢华的
➢ 缺乏同情心和有虚浮的骄傲，

同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 他迫使成千上万的以色列

人做苦工（5:13 以后）
✓ 建造自己的房子胜过建造

圣殿。用了七年的时间建
殿，建造王宫花费了十三
年，王宫是圣殿的两倍大
（6:2，38；7:1-2）。

❖与埃及公主结婚，娶周遭外邦
女子为妻（11:1）

➢ 藐视神，爱外邦女子，而不
是爱主（11:2）
✓ 她们引导他的心远离神

（11:3-8），导致他生活
中犯了各样的罪

❖所罗门的放荡对他那时代和以
后的世代造成的影响

➢ 神向所罗门发怒（11:9），
决心将国从他儿子的统治下
夺回（11:11-13）。所罗门
的愚昧撒下了叛乱的种子，
他子孙的统治将无法避免叛
乱的出现。

Q:如何做事合乎神的心意，而不是为利
害关系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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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九章15节至21节

15.所羅門王挑取服苦的人、是為建造耶和華的殿、自己的宮、米羅、耶路撒

冷的城牆、夏瑣、米吉多、並基色。

16.先前埃及王法老上來攻取基色、用火焚燒‧殺了城內居住的迦南人、將城

賜給他女兒所羅門的妻作妝奩。

17.所羅門建造基色、下伯和崙、

18.巴拉、並國中曠野裏的達莫‧

19.又建造所有的積貨城、並屯車和馬兵的城、與耶路撒冷、利巴嫩、以及自

己治理的全國中所願建造的。

20.至於國中所剩下不屬以色列人的亞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

布斯人、

21.就是以色列人不能滅盡的、所羅門挑取他們的後裔、作服苦的奴僕、直到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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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九章22节至28节

22.惟有以色列人、所羅門不使他們作奴僕、乃是作他的戰士、臣僕、統領、

軍長、車兵長、馬兵長。

23.所羅門有五百五十督工的、監管工人。

24.法老的女兒、從大衛城搬到所羅門為他建造的宮裏‧那時所羅門纔建造米

羅。

25.所羅門每年三次在他為耶和華所築的壇上獻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華

面前的壇上燒香。這樣、他建造殿的工程完畢了。

26.所羅門王在以東地、紅海邊、靠近以祿的以旬迦別製造船隻。

27.希蘭差遣他的僕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與所羅門的僕人、一同坐船航

海。

28.他們到了俄斐、從那裏得了四百二十他連得金子、運到所羅門王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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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十章1节至13节

1. 示巴女王聽見所羅門因耶和華之名所得的名聲、就來要用難解的話、試問所羅門。

2. 跟隨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駱駝馱著香料、寶石、和許多金子‧他來見了所

羅門王、就把心裏所有的、對所羅門都說出來。

3. 所羅門王將他所問的都答上了‧沒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

4. 示巴女王見所羅門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宮室、

5. 席上的珍饈美味、群臣分列而坐、僕人兩旁侍立、以及他們的衣服裝飾、和酒政的

衣服裝飾、又見他上耶和華殿的臺階、〔或作他在耶和華殿裏所獻的燔祭〕就詫異

得神不守舍‧

6. 對王說、我在本國裏所聽見論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實在是真的。

7. 我先不信那些話‧及至我來親眼見了、纔知道人所告訴我的、還不到一半‧你的智

慧和你的福分、越過我所聽見的風聲。

8. 你的臣子、你的僕人、常侍立在你面前、聽你智慧的話、是有福的。

9. 耶和華你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喜悅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國位‧因為他永遠愛以色

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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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十章1节至13节

10.於是示巴女王將一百二十他連得金子、和寶石與極多的香料、送給

所羅門王‧他送給王的香料、以後奉來的不再有這樣多。

11.希蘭的船隻從俄斐運了金子來、又從俄斐運了許多檀香木〔或作烏

木下同〕和寶石來。

12.王用檀香木為耶和華殿、和王宮、作欄杆、又為歌唱的人作琴瑟‧

以後再沒有這樣的檀香木進國來、也沒有人看見過、直到如今。

13.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羅門王都送給他‧另外照自己的厚意

餽送他。於是女王和他臣僕轉回本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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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九章15节
至20节

15.所羅門王挑取服苦的人、是為建造耶和華的殿、

自己的宮、米羅、耶路撒冷的城牆、夏瑣、米

吉多、並基色。

16.先前埃及王法老上來攻取基色、用火焚燒‧殺

了城內居住的迦南人、將城賜給他女兒所羅門

的妻作妝奩。

17.所羅門建造基色、下伯和崙、

18.巴拉、並國中曠野裏的達莫‧

19.又建造所有的積貨城、並屯車和馬兵的城、與

耶路撒冷、利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國中所

願建造的。

20.至於國中所剩下不屬以色列人的亞摩利人、赫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

加強重點城市的防禦工事
❖ 夏瑣:加利利湖西北 14 公里，控制了大馬色與埃及

間的通商孔道，是自北方進入迦南地的門戶，很早成
為北方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也是一座防守堅固的大城

❖ 基色-拱衛非利士人由西南的通路 –和亲嫁妆
❖ 下伯和崙：耶路撒冷西北十八公里， 連接耶路撒冷

和海岸平原的重要通道

❖ 巴拉：但支派的城鎮，位於南方與猶大相鄰的邊界上
❖ 達莫：死海西南、猶大支派境內，位於曠野
❖ 積貨城：存放駐軍設備

❖ 弹丸之地，弱势则不减坚韧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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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九章21节
至23节

21.就是以色列人不能滅盡的、所羅

門挑取他們的後裔、作服苦的奴

僕、直到今日。

22.惟有以色列人、所羅門不使他們

作奴僕、乃是作他的戰士、臣僕、

統領、軍長、車兵長、馬兵長。

23.所羅門有五百五十督工的、監管

工人。

不能滅盡： 外邦人遭遇到屠杀

徭役-服苦的奴僕：寄居的外邦人共有

153,600人；使7万扛抬材料，8万人在

山上鑿石頭，3,600人督理工作（代下

二17-18）。

圣殿 、 王宫

要塞： 夏瑣、米吉多、基色、下伯和

崙， 巴拉和達莫

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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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非自願勞工：非以色列人有十五萬三千六百人
來為他服役（代下二 17－18）。

所罗门王国中央集权
国家政府-劳务、武力: 征召的以色列人, 把寄居的外邦人当作奴隶，从邻国引进了工人。所罗
门其名有“和平之人”之意，这个和平是靠着组织健全、补给完善的军事力量，才得以确保。
经济组织-税务：将国家分成十二个区域，每一个区域指派一名官吏。这些官吏的责任是为中央
征粮，每年一个人负责一个月份
高税收，低成本的徭役，高利润额的贸易（示巴女王贸易，红海-炼铜厂，俄斐-金子，666他连
得-20吨）
百姓有吃的，但不富裕，少数人因为贸易的原因，很富裕
国家治理： 人治-智慧，获得大量财富



列王记上九章21节
至23节

24.法老的女兒、從大衛城搬到所羅門

為他建造的宮裏‧那時所羅門纔建

造米羅。

25.所羅門每年三次在他為耶和華所築

的壇上獻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

和華面前的壇上燒香。這樣、他建

造殿的工程完畢了。

26.所羅門王在以東地、紅海邊、靠近

以祿的以旬迦別製造船隻。

27.希蘭差遣他的僕人、就是熟悉泛海

的船家、與所羅門的僕人、一同坐

船航海。

28.他們到了俄斐、從那裏得了四百二

十他連得金子、運到所羅門王那裏。

米羅宮：米羅，希伯來文意為「填平」

• 把法老的女兒 封為王后。 且搬到

了這個所宮殿

• 耶羅波安攻擊所羅門,就是因所罗门

建造米羅宫（王上十一27）

Q:法老女儿该不该得米罗宫？

三個年節為逾越節、五旬節及住棚節

（出二十三14～17)

高利润生意：

❖以旬迦別造船/与希兰仆人航海

❖俄斐：金礦（伯二十八16）

帶回: 商品貿易交換

420他連得金子:14吨黄金，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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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十章1节至7节
1. 示巴女王聽見所羅門因耶和華之名所得的名聲、

就來要用難解的話、試問所羅門。

2. 跟隨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駱駝馱著香料、

寶石、和許多金子‧他來見了所羅門王、就把心

裏所有的、對所羅門都說出來。

3. 所羅門王將他所問的都答上了‧沒有一句不明白、

不能答的。

4. 示巴女王見所羅門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宮室、

5. 席上的珍饈美味、群臣分列而坐、僕人兩旁侍立、

以及他們的衣服裝飾、和酒政的衣服裝飾、又見

他上耶和華殿的臺階、〔或作他在耶和華殿裏所

獻的燔祭〕就詫異得神不守舍‧

6. 對王說、我在本國裏所聽見論到你的事、和你的

智慧、實在是真的。

7. 我先不信那些話‧及至我來親眼見了、纔知道人

所告訴我的、還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

越過我所聽見的風聲。

所羅門：控制「紅海」及由阿

拉伯半島東部通往以旬迦別的

旅行商隊通路

示巴：埃塞俄比亚地区

難解：外交及倫理的難題

智慧： 博學多聞、軍事及民

事行政管理能力、機智、

一個貿易性的造訪

所罗门王国的文明程度：

❖奢華的宴樂，按官階而入席，

臣僕衣服裝飾，通向聖殿的

樓梯

❖神不守舍：不知所措，对所

罗门王佩服五体投地

Q:国家治理：人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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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十章8节至13
节

8. 你的臣子、你的僕人、常侍立在你面前、聽你智

慧的話、是有福的。

9. 耶和華你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喜悅你、使你坐

以色列的國位‧因為他永遠愛以色列、所以立你

作王、使你秉公行義。

10.於是示巴女王將一百二十他連得金子、和寶石與

極多的香料、送給所羅門王‧他送給王的香料、

以後奉來的不再有這樣多。

11.希蘭的船隻從俄斐運了金子來、又從俄斐運了許

多檀香木〔或作烏木下同〕和寶石來。

12.王用檀香木為耶和華殿、和王宮、作欄杆、又為

歌唱的人作琴瑟‧以後再沒有這樣的檀香木進國

來、也沒有人看見過、直到如今。

13.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羅門王都送給他‧

另外照自己的厚意餽送他。於是女王和他臣僕轉

回本國去了。

聽你智慧的話： 对臣子和仆

人的熏陶

倚靠神秉公行義：领导者蒙神

喜悦的必须条件

大量的金子:可能一项貿易，

宗主國條約的訂定。

希蘭： 斯里兰卡

檀香木： 紫檀木

以後…:一次性

Q:所罗门给罗波安留下什么遗

产

Q：我们从所罗门身上学到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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