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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上》查经聚会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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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6 (参代下 5: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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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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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罗门献殿: 

 

将约櫃和一切会幕圣器搬进圣殿, 约櫃內“惟有”约板两塊, “並无别物”. 所以来 9所记

载的玛那与亚倫犮芽的杖都不在. 

 

云彩充满圣殿, 显示神的臨在(Theophany). 

 

所罗门陳述建殿的由来: 

 

1. 神揀选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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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应许大卫王朝持续到永遠的应许必要成就. 

3. 神不许大卫建殿, 惟有大卫之子所罗门可以为神建殿. 

4. 耶和华的约版在约櫃中. 

 
所罗门祷告: 

 

1. 神守约施慈爱, 必成全对大卫的应许. v26-36. 

2. 神不住人手所住的殿,但是人若向圣殿祈祷, “神在天上必垂听赦免”. v27-40. 

3. 外邦人若向圣殿祈祷求神垂听， 使天下萬民都認識神的名.  v41-43 

4. 以色列在外邦异地(被差遣或因罪被掳)，若向圣殿祈祷, 神也必垂听. v44-53. 

5. 为民祷告: 神应许的话一句不落空, 只要守道守约專一不拜别神, 存诚实的心敬畏耶

和华, 神就賜福. v54-61. 

 
Q1. 1-21, 62-64. O. I. A. 所罗门如何献圣殿: 在那个月？如何安放约櫃和献祭？神有没

有接納所所罗门的献殿? 从建圣殿,建宫殿与献圣殿的时序(参王上 7:51, 9:12)分析所罗门对

神的心境.  

 

所罗门献殿: 在以他念月(七月), 安置約櫃在聖殿：聖殿落成後十一個月（見王上 6:38及

8:2），所羅門在以色列所有領袖面前將約櫃運進至聖所. 这是住棚笻(民 29:12).可能是所罗

門要重申耶和华向大卫所立的盟约(申 31:10-11). 因为经文注重将约櫃和一切会幕圣器搬进

圣殿, 约櫃內“惟有”约板两塊, “並无别物”. 

 

獻殿典禮究竟是哪一年舉行的，其實引發相當多爭議，主要是 9:1-2 明白表示神是在所羅門

王完成所有建築工程時回應所羅門的獻殿禱告. 但是如果照前面的記載，所羅門的宮室是十

三年以後才建好，那神不就是回應一個十三年前的禱告？比較可能的看法是在所羅門建立其

他宮室的時候，聖殿的器具才慢慢做好，然後一起宣告完成，所以聖殿奉獻典禮時，所羅門

的其他宮室也完成了. 

 

所羅門王向神獻上近十五萬牛羊. 這種獻祭和律法的要求有很大出入(民 23:33-44). 他的獻

祭是否奢侈的表現, 或是他对神的尊崇? 从他从建圣殿,建宫殿与献圣殿的时序(参王上 7:51, 

9:12)似乎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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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接納所罗门的献殿, 使云彩充满圣殿, 显示神的臨在(Theophany). 

 

所罗门陳述建殿的由来: 

 

1. 神揀选大卫. 

2. 神应许大卫王朝持续到永遠的应许必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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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不许大卫建殿, 惟有大卫之子所罗门可以为神建殿. 

4. 耶和华的约版在约櫃中. 

 

 

Q2. O.I.A. 建殿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神住人手所建造之处吗？ 人为神建殿还是神为人建立

家族或王朝？新約司提反（徒 7:47）如何解释? 

  
所罗门祷告：v27“神果真住在地上嗎？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況我所

建的這殿呢？” 

 

司提反（徒 7:47）解释以色列人以圣殿和以色列国代替对圣灵的順服,杀了预言义者耶稣基督

的先知, 又釘死义者耶稣基督, 是抗拒神. 

 

从人被创造开始, 神要人“看守”伊甸囩(创 2:15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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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 O.I.A. 为何人若向圣殿祈祷神必垂听？敬拜神不是不被地区限制吗？（约 4；21） 這道

理如何应用在教会中的祷告会和信徒的私祷? 分享有关见证. * 

 

向圣殿祈祷神以色列民对独一真神的尊崇, 耶和华早就藉着摩西启示以色列民要在一个指定

的中心敬拜祂(申 12:5), 耶稣指出敬拜神是不被地区限制, 乃是因为祂自己就是以心灵和诚

实敬拜神的对象，圣殿是旧约预表祂的地方.  

 
应用在教会中的祷告会乃是信徒的同心仰望神.  耶稣应许两三个人同心，祷告必蒙垂听(太

18:19)，个别信徒的私祷卻不被地区限制.  

 

 
Q4. O. I. A. 为何外邦人与以色列人若向圣殿祈祷神必垂听？比较法利赛人与税吏的祷告

（路 18:9-14）. 世人祈祷神得蒙垂听有何条件？分享有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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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显示神要籍着以色列民祝福万国的心愿（创 12:1-3，王上 17:8-24， 王下 5，提前

2:4， 彼后 3:9），只要所有人虚心悔改寻求神，不像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他的祈祷必蒙垂

听（路 1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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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