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3:16-4:34  

所罗门以智慧行事 



 3:1-15 
  

  vv 1-3  前言 
 

  vv 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1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
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
直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
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vv1-3  前言 



1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
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
直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
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vv1-3  前言 



1 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申17:16 
 
3 不可与他们[迦南人]结亲。不可将你的女
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
的女儿。 4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
去事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  申7:3-4 

 vv1-3  前言 



1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
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
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 2 论到这些国
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
与她们往来相通，因为她们必诱惑你们的心
去随从她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 
     王上11:1-2 

 vv1-3  前言 



1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
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
直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
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vv1-3  前言 



大卫城 

(俄斐勒) 

所罗门扩建 

圣殿 

基训 

隐罗结 



2 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
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 

 vv1-3  前言 



 vv1-3  前言 

邱坛遗迹 



3 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
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 

 vv1-3  前言 



 3:1-15 
  

  vv 1-3  前言 
 

  vv 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vv4-5   献祭和做梦 

 vv6-9    所罗门向神求智慧 

 vv10-14  神赐所罗门智慧 

vv15  梦醒和献祭 

 



“求”：8次；vv 5,10,11(5x),13 

“给”: 5次；vv 5,6,9,12,13 

“心”: 3次；vv 6,9,12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4 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
那里有极大的丘坛（极大或作出
名），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作燔
祭。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基遍 (会幕所在) 

迦特 
耶路撒冷 

希伯伦 



5 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
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
么。你可以求。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会幕：西奈山=》示罗=》挪伯=》 
      基遍=》耶路撒冷 
 
约柜：西奈山=》示罗=》基列耶琳
   （20年）=》耶路撒冷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vv4-5   献祭和做梦 

 vv6-9    所罗门向神求智慧 

 vv10-14  神赐所罗门智慧 

vv15  梦醒和献祭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1) 回顾过去 v6 

  2) 陈述现况 v7-8 

  3) 表明要求 v9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6 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
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
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
今日一样。 7 耶和华我的神阿，如今你使仆人
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
怎样出入。 8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
多得不可胜数。 9 所以求你赐我[仆人]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
这众多的民呢？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6 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
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
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
今日一样。 7 耶和华我的神阿，如今你使仆人
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
怎样出入。 8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
多得不可胜数。 9 所以求你赐我[仆人]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
这众多的民呢？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6 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
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
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
正如今日一样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7 耶和华我的神阿，如今你使仆人
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
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8 仆人住在
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
数。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12 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
大卫同在。 13 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
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 14 大卫作
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15 扫罗
见大卫作事精明，就甚怕他。 16 但以色列
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 
     撒上18:12-16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9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
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
断这众多的民呢？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9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
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
断这众多的民呢？ 
 
智慧:聆听的心 a listening heart 

        :明辨的心(新),善于了解的心(修)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vv4-5   献祭和做梦 

 vv6-9    所罗门向神求智慧 

 vv10-14  神赐所罗门智慧 

vv15  梦醒和献祭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10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11 
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
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
慧可以听讼， 12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
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象你的，
在你以后也没有象你的。 13 你所没有求
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
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14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
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10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11 
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
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
慧可以听讼， 12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
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象你的，
在你以后也没有象你的。 13 你所没有求
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
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14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
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10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11 
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
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
慧可以听讼， 12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
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象你的，
在你以后也没有象你的。 13 你所没有求
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
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14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
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v11 
长寿=》富足=》灭绝仇敌=》智慧 
v12-14 
智慧=》尊荣=》富足=》长寿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vv4-5   献祭和做梦 

 vv6-9    所罗门向神求智慧 

 vv10-14  神赐所罗门智慧 

vv15  梦醒和献祭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15 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
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
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
仆设摆筵席。 
 
   不料=>看哪！behold 

 vv4-15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 



 3:16-4:34 
    

 3:16-28   为民判断 
 4:1-19   政治上的行政管理 
 4:20-28  富足 
 4:29-34  尊荣 



 3:16-4:34 
    

 3:16-28   为民判断 
 4:1-19   政治上的行政管理 
 4:20-28  富足 
 4:29-34  尊荣 



 3:16-28 为民判断 



 3:16-28 
  

  vv 16-23  陈明纠纷 
 

  vv 24-28  解决纠纷 

 3:16-28 为民判断 



 3:16-28 
  

  vv 16-23  陈明纠纷 
 

  vv 24-28  解决纠纷 

 3:16-28 为民判断 



21 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
孩子吃奶，看哪，孩子死了。及至
天亮，我细细地察看，看哪,不是我
所生的孩子。 
 

 3:16-28 为民判断 



 3:16-28 
  

  vv 16-23  陈明纠纷 
 

  vv 24-28  解决纠纷 

 3:16-28 为民判断 



26 心里急痛 
 =>爱子心切(新) 
 =>心疼自己的儿子(现) 
 =>心急如焚(修） 
 =>filled with compassion (NIV) 

 3:16-28 为民判断 



28 能以断案 
 =>能公平地审断案件(现) 
 =>能够判案(修） 
 =>for rendering justice(NLT) 
 =>to administer justice (NIV, NASB) 

 3:16-28 为民判断 



 4:1-19 
  

  vv 1-6   臣仆 
 

  vv 7-19   十二官吏 

 4:1-19 行政管理 



1 所罗门作以色列众人的王。 2 他的臣子记
在下面，撒督的儿子亚撒利雅作祭司， 3 示
沙的两个儿子以利何烈，亚希亚作书记，亚
希律的儿子约沙法作史官， 4 耶何耶大的儿
子比拿雅作元帅，撒督和亚比亚他作祭司长， 
5 拿单的儿子亚撒利雅作众吏长，王的朋友
拿单的儿子撒布得作领袖， 6 亚希煞作家宰，
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 

 4:1-6 所罗门的官员 



所罗门的臣仆 大卫的臣仆 

名字 职位 名字 职位 

撒督的儿子亚撒利雅 祭司  - -  

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利何烈，
亚希亚 

书记 西莱雅 书记 

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 史官 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 史官 

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 元帅 洗鲁雅的儿子约押 元帅 

撒督 

亚比亚他 

祭司长 亚希突的儿子撒督 

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 

祭司长 

拿单的儿子亚撒利雅 众吏长     

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
得 

领袖（祭司, 
priestly 
leaders） 

大卫的众子 领袖（祭司） 

亚希煞 家宰  - -  

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 掌管服苦的人  - -  

  
 - 

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 统辖基利提人
和比利提人 



 4:1-19 
  

  vv 1-6   臣仆 
 

  vv 7-19   十二官吏 

 4:1-19 行政管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耶路撒冷 

犹大 

轮流供应 

所罗门 

食物的 

12行政区 



19 一人管理 
   =>他一个官员管理这地(修)  
   =>这地只有一个官员管理(新)     
       =>one governor which was over the land. 20 Judah 

 4:7-19 十二官吏 



 3:16-4:34 
    

 3:16-28   为民判断 
 4:1-19   政治上的行政管理 
 4:20-28  富足 
 4:29-34  尊荣 



20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
吃喝快乐。 
  21 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 
  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 
  都进贡服事他。  
    22 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三十歌珥， 
    粗面六十歌珥， 23 肥牛十只，草场的牛二十 
    只，羊一百只，还有鹿，羚羊，狍子，并肥禽。  

  24 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 
  萨直到迦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 
    

25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
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
安然居住。 



26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万，还有马
兵一万二千。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千棚，有马兵
一万二千，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
路撒冷，就是王那里。 代下9:25 

 4:20-28 富足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
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
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
可再回那条路去。   申17:16 

 4:20-28 富足 



 3:16-4:34 
    

 3:16-28   为民判断 
 4:1-19   政治上的行政管理 
 4:20-28  富足 
 4:29-34  尊荣 



 4:29-34 
  

  vv 29-31  一般智慧 
 

  vv 32-34  特殊智慧 

 4:29-34 尊荣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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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
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31 他的智慧胜过万人，
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玛曷的儿子希幔，甲各，
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  
   

32 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 33 他
讲论草木，自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
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 34 天下列王
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4:29-34 尊荣 



1.若无法抵挡世界的诱惑， 
  爱神的心会逐渐变质。 
2.什么是神对属灵领袖的要求 
3.神的应许不免去人的责任 
4.人的不完美带来政策的偏差 

综合 



1.务要自我谨慎和警醒，免得 
  落入世界的试探中 
2.明白神对属灵领袖的要求 
3.求神赐下所需的恩赐来建立 
  祂的教会和拓展祂的国度 
 

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