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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上》查经聚会之三 

      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祷告: 为小组聚会 
背景(主题綱领)簡介: (组长分享): 15-20 min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王上 4:1-7:51     
 

王上 1-12  所罗门的循环 
 
A  王上 1 王国登基之争 

 B  王上 2善恶 

  C  王上 3 祷告 

   D 王上 4 对内  中心思想 
  D 王上 5 对外  中心思想 

D 王上 6 对神  中心思想 
D 王上 7 对人  中心思想 

C’王上 8 祷告 
B’王上 9,10 善恶的后果 

A’王上 11-12 王国分裂之争 

 
所罗门聖殿动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t6lQAe8ues 

 

 
(From H.H.Wang, LWEC,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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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时间: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别討論 1, 2或 3, 4, 5, 6, 7, 8，etc大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

參考, *自由犮揮)？ 
 
经文讨论: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4: 1-34 

 

所罗门的功绩: 

 

I. 行政上:  

 

宗教: 立祭司和祭司长. 

武: 立元帅.四万马車(4000? 10:26, 代下 9:25, 申 17)，一万二千马兵.  

文: 立书记,史官. 

民事: 立吏长,家宰,领袖. 

外劳: 管理苦力. 

地区上: 立 12 官吏管理 12 支派之地. 

 

II. 财务外政上: 

 

富强国庫, 扩展领土(东从两河流域, 西至非利士地, 南及埃及, 北抵但: 诸邦臣服进贡. 以

色列及猶大(分别列出)都国泰民安, 丰衣足食. 

 

III. 所罗门的智能: 

 

神賜智慧广大知识的心志包括: 

 

文: 3000 箴言, 1005 诗歌 

理: 生物学(动物,植物,水族) 

 

 

Q1. O.I.A. 试縂结所罗門的治国功蹟? 按作者所见，所罗门的管理和国家昌盛有何祕袂, 他

成功的主要原因何在？(4:29) 对今天治国和教会管理有何启犮? 

 

所罗门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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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行政上:  

 

宗教: 立祭司和祭司长. 

武: 立元帅.四万马車, 一万二千马兵.  

文: 立书记,史官. 

民事: 立吏长,家宰,领袖. 

外劳: 管理苦力.(chap 10) 

地区上: 立 12官吏管理 12支派之地. 

 

II. 财务外政上: 

 

富强国庫, 扩展领土(东从两河流域, 西至非利士地, 南及埃及, 北抵但: 诸邦臣服进贡. 以

色列及猶大(分别列出)都国泰民安, 丰衣足食. 

 

III. 所罗门的智能: 

 

神賜智慧广大知识的心志包括: 

 

文: 3000箴言, 1005诗歌 

理: 生物学(动物,植物,水族) 

 

按作者所见，所罗门的管理成功和国家昌盛的主要原因:「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

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4:29) 

 

所罗门也需要有行政上, 财务外政上智能上的才干, 善于用人和治事. 

 

对今天治国和教会管理启犮: 领袖善于用人和治事, 仰望神赐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 

要为国民/会员求福利, 神必祝福领袖本人和国家/会众. 

 

 

Q2. O.I.A. 所罗门有多少財富? 对于他的王位国家是好是坯?(参王上 4, 10, 代下 9, 申

17:16). 你对財富有何看法?  

 

4:25-28. 饮食物产丰富. 对于他的王位国家是好: 4:20-24, 国富民安. 10, 代下 9: 金宝充

盈. 但已种下为己多置車马违背神命之因(申 17:16). 

 

善用財富是神的祝福. 但过份奢侈是违背神命. 

 

 

5: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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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建殿: 共花七年建成. 

 

I. 与推罗西顿王立约: 将木材水运到以色列, 以色列以食物交换. 

 

II. 在境内安排内劳, 输入外劳: 凿石, 抬石, 建殿基. 

 

III. 建殿工程(出埃及后 480年): 

 

6:1-10: 围着外殿内殿建造三层房屋, 殿用山中已凿成的石头, 殿址不用铁器凿石, 用香柏

樹木立樑, 楼梯在門内. 

 

6:11-13: 神再应许所罗门若守典章律法遵从神命, 神与大卫所立之约依然生效, 神棄绝以色

列民. 

 

6:14-28: 建内殿(至圣殿), 用木掩蔽石头, 再贴上金, 刻上金花, 至圣殿内放约櫃, 上有基

路伯,  翅膀展开,  外接牆,  内彼此連接,  基路伯用橄榄木做成,  外面包金,  内殿用三层石头和一

层木结成. 

 

6:29-38: 装饰: 门, 墙, 地. 用木头造, 外包金, 上有基路伯,   棕樹和初开的花. 

 

7:1-12: 所罗门花了十三年为自己建造宫殿, 又为法老女儿建宫, 所罗门宫内有审判座位, 

两个宫殿的建筑都与耶和华圣殿的样式相似.   

 

7:13-51: 请巧匠户兰造铜柱, 铜海, 铜座. 

 

 

Q3. I.A. 所罗门建圣殿又为自己和妃嬪建造宫殿. 试衡量他的信仰光景. 与大卫王建殿之心

有何比较? (撒下 7:vs 王上 7). 

 

所罗门用七年建圣殿, 为自己和妃嬪花了十三年建造宫殿. 对神的信仰在他心中份量不大. 

 

耶和华为王, 所罗门也是王, 耶和华审判, 所罗门也审判, 他爱耶和华不比他爱妃嬪多. 

 

撒下 7:2大卫立意为耶和华建殿时对神说,“我住在宫中,神的约櫃反在幔子里.”所以他要为

耶和华建殿, 而耶和华应许, “我必为你建立家室(7:11)”, 与所罗门建宫殿的次序刚刚相

反. 

 

 

*Q4: A. 所罗门建圣殿是为自己还是为神? 试分析出埃及记的会幕(参出 25-27, 35-40), 这

里的的圣殿, 和新約中神的殿，三者之间的关系(创 2:15, 民 18:4, 林后 6:16, 弗 2:21, 启

21,22). 从出埃及记的会幕製造和这里建殿过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生活上和崇拜上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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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参出埃及记查经资料第 22课: http://ocochome.info/聚会资料/分卷查经/问题导向查经

资料/《出埃及记》小组聚会问题导向-组长版）/) 
 

所罗门建圣殿是为自己也是为神: 听神籍父大卫嘱咐的命令也䡗固王位. 

 

从人被创造开始, 神要人“看守”伊甸囩(创 2:15), 正如神要利未人和祭司“看守”会幕(民

18:4)一样, 但人因背逆神无法遵守神命；全本圣经就是注重重建神与人的关系, 以色列列祖

时期神要他们築坛代表神暫时与人同住, 出埃及记的会幕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都预表

新约中基督的身体--教会; 她就是圣灵的殿, 最后在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启 21,22), 重新

实现神与人同住的完美光景. 

 

新旧约以不同的方式: 伊甸囩, 会幕, 耶路撒冷的圣殿, 基督的身体(教会), 新耶路撒冷, 

都是预表神与人同住, 神的荣耀遍満人间的逺景; 所以我们教会中一切活动, 应注重神与人

同住, 以神的荣耀遍満人间为目标, 而非单单服务人群. 换言之, 教会在横向中不应忽略上

向. 

會幕圖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6_qnXqHN4o 

所罗门聖殿动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t6lQAe8ues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 作整体性總結.) 
 
分组祷告: 15 min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6_qnXqHN4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t6lQAe8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