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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6  所罗门献殿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8:14-21 所罗门之祝福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8:54-61 所罗门之祝福    

8:62-66 所罗门献祭及遣散以色列会众 

 8:1-66  所罗门献殿 



献殿的日期 

出席的人物 

安置耶和华的约柜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1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
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
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 2 以他念月，
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
那里。 3 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 
4 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
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 5 所罗门王
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
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     8:1-5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
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  8:2 
   

 
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
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工夫共有
七年。      6:38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节日 犹太历法 阳历 经文 

逾越节 正月十四日 三至四月 
出12:1-14 
申16:1-7 

无酵节 正月十五至廿一日 三至四月 
出12:15-20; 13:3-
10 
申16:3-4, 8 

初熟节 正月十六日 三至四月 利23:9-14 

五旬节 
（七七节） 

三月初六日 五至六月 
出23:16; 34:22 
申16:9-12 

吹角节 七月初一日 九至十月 
利23:23-25 
民29:1-6 

赎罪节 七月初十日 九至十月 
利16章 
民29:7-11 

住棚节 七月十五至廿二日 九至十月 
出23:16; 34:22 
申16:13-15 



1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
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
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 2 以他念月，
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
那里。 3 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 
4 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
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 5 所罗门王
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
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     8:1-5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答，
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
职分。。。”   出28,29章 

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
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
在帐幕的四围安营。 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
卸。将支搭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近前来的外人必被
治死。    民1:50-51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祭司？利未人？ 



1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
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
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 2 以他念月，
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
那里。 3 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 
4 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
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 5 所罗门王
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
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     8:1-5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1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
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
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 2 以他念月，
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
那里。 3 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 
4 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
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 5 所罗门王
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
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     8:1-5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6 到了拿艮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
伸手扶住神的约柜。7 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
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 
      撒下6:6-7 



6 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
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7 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
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 8 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
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 
9 约柜里惟有两块石版，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
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
并无别物。 10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
华的殿。 11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
光充满了殿。 12 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
在幽暗之处。 13 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的居所，为你永
远的住处。     8:6-13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安置耶和华的约柜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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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  



安置耶和华的约柜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有金香炉，（炉或作坛）有包金的约柜，
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
杖，并两块约版。   来9:4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
的殿。11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8:10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
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
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     出40:34-35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
的殿。11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8:10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
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
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     出40:34-35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
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
奉献。     申20:5  



12 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
在幽暗之处。 13 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的
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  8:12-13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神的超越性  transcendence  v12 

 神的临在性  immanence  v13 



12 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
在幽暗之处。 13 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的
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  8:12-13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错误的神学观： 

圣城和圣殿不可侵犯论（the inviolability 

of Jerusalem and the temple））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8:14-21 所罗门之祝福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8:54-61 所罗门之祝福    

8:62-66 所罗门献祭及遣散以色列会众 

 8:1-66  所罗门献殿 



15 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
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 16 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
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名
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  

17 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 
18 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 
19 只是你不可建殿，惟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 20 现在耶
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坐以色列的国位，
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 21 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
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与他
们所立的约。 

 8:14-21  所罗门之祝福 



15 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
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 16 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
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名
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  

17 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 
18 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 
19 只是你不可建殿，惟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 20 现在耶
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坐以色列的国位，
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 21 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
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与他
们所立的约。 

 8:14-21  所罗门之祝福 



15 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
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
成就了。 16 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
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
城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
我民以色列。     8:15-16 

 8:14-21  所罗门之祝福 



17 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名建殿。 18 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
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 19 只是你不可建殿，
惟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 20 现在耶和华成
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坐以色列的
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 21 我
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
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与他们所立的约。 
       8:17-21 

 8:14-21  所罗门之祝福 



20 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坐以色列
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 21 我也在其中为
约柜预备一处。    （和） 

20 现在耶和华已经实现了他说过的话，我已经起来继承我父大卫，
[我]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正如耶和华所说过的。我也已经为耶
和华以色列的 神的名建造了这殿。21我又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地
方。。vv20-21a    （新） 

20 Now the Lord has fulfilled His word which He spoke; for I have risen in 

place of my father David and [I] sit on the throne of Israel, as the Lord 

promised, and [I] have built the house for the name of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21 There I have set a place for the ark …  (NASB)  

 8:14-21  所罗门之祝福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8:14-21 所罗门之祝福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8:54-61 所罗门之祝福    

8:62-66 所罗门献祭及遣散以色列会众 

 8:1-66  所罗门献殿 



v22  前言 

vv23-30 关乎神给大卫的应许 

vv31-51 七件具体的祈求 

vv52-53 结语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22  前言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
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 
      8:22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23-30 关乎神给大卫的应许 

  vv23-24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向你仆人我父大卫 

   所应许的话... 

     vv25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你所应许你仆人 

  我父大卫的话说... 

  vv26-30 以色列的神阿...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 

  所应许的话...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23-30 关乎神给大卫的应许 

  vv23-24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向你仆人我父大卫 

   所应许的话...  (过去） 

     vv25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你所应许你仆人 

  我父大卫的话说...  (现在） 

  vv26-30 以色列的神阿...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 

  所应许的话...  (未来）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23-30 关乎神给大卫的应许 

耶和华？神？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23-30 关乎神给大卫的应许 

23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天上地下没有
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
仆人守约施慈爱。 24 向你仆人我父大
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
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  8:23-24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23-30 关乎神给大卫的应许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
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    (和) 

永恒主以色列的上帝阿，上天下地之上没有神可以比得上你的∶ 你对你
仆人、尽心而行于你面前的人、你总是守约并守坚固之爱的；(吕振中) 

“O LORD, the God of Israel, there is no God like You in heaven above or on earth beneath, 

keeping covenant and showing lovingkindness to Your servants who walk before You 

with all their heart,     (NASB)  

and said: "O LORD, God of Israel, there is no God like you in heaven above or on earth 

below--you who keep your covenant of love with your servants who continue 

wholeheartedly in your way.     (NIV)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23-30 关乎神给大卫的应许 

23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天上地下没有
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
仆人守约施慈爱。 24 向你仆人我父大
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
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  8:23-24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23-30 关乎神给大卫的应许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
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在我面前行事象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坐
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8:25 

 



vv23-30 关乎神给大卫的应许 
25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

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象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

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和） 

25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现在求你谨守你应许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的
话：‘只要你的子孙谨守他们的行为，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必不
断有人坐以色列的王位。’     （新） 

25 Now therefore, O Lord, the God of Israel, keep with Your servant David my 

father that which You have promised him, saying, ‘You shall not lack a man to sit 

on the throne of Israel, if only your sons take heed to their way to walk before Me 

as you have walked.    (NIV)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23-30 关乎神给大卫的应许 

26 以色列的神阿，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
的话。27 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
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28 惟求耶和
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
的祈祷呼吁。 29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
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30 你仆
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
所垂听，垂听而赦免。    8:26-30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23-30 关乎神给大卫的应许 

26 以色列的神阿，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
的话。27 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
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28 惟求耶和
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
的祈祷呼吁。 29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
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30 你仆
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
所垂听，垂听而赦免。    8:26-30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23-30 关乎神给大卫的应许 

26 以色列的神阿，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
的话。27 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
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28 惟求耶和
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
的祈祷呼吁。 29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
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30 你仆
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
所垂听，垂听而赦免。    8:26-30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31-51 七件具体的祈求 

 vv31-32 人若得罪邻舍 ... 

 vv33-34 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 ... 

 vv35-36 你的民因得罪你 ...   

 vv37-40 国中若有饥荒 ... 

 vv41-43 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 ... 

 vv44-45 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 ... 

 vv46-51 你的民若得罪你 ...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31-51 七件具体的祈求 

《关乎公义的执行》 

31 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
殿在你的坛前起誓， 32 求你在天上垂听，
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
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
      8:31-32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31-51 七件具体的祈求 

《关乎公义的执行》 

31 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
殿在你的坛前起誓， 32 求你在天上垂听，
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
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
      8:31-32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31-51 七件具体的祈求 

《关乎被仇敌打败》 

33 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
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 
34 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
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8:33-34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31-51 七件具体的祈求 

《关乎旱灾》 

35 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
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
们的罪， 36 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
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
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  8:35-36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31-51 七件具体的祈求 

《关乎各种灾难》 

37 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
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 38 
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
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 39 求你在天上你
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待
他们，（惟有你知道世人的心）， 40 使他们在你赐给
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   8:37-40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31-51 七件具体的祈求 

《关乎外邦人的祷告》 

41 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
来， 42 （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
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 43 求你在天上你的
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
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象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
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8:41-43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31-51 七件具体的祈求 

《关乎战争》 

44 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
敌争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
建造的殿祷告， 45 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
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  8:41-43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31-51 七件具体的祈求 

《关乎被掳》 

46 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
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 47 他们若在掳到之地
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
们作恶了。 48 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
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
造的殿祷告， 49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
他们伸冤。 50 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
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 51 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
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    8:46-51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52-53 结语 

52 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
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 53 

主耶和华阿，[因为/for]你将他们从地
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作你的产业，是照你
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
所应许的话。    8:52-53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vv52-53 结语 

52 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
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 53 

主耶和华阿，[因为/for]你将他们从地
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作你的产业，是照你
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
所应许的话。    8:52-53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8:14-21 所罗门之祝福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8:54-61 所罗门之祝福    

8:62-66 所罗门献祭及遣散以色列会众 

 8:1-66  所罗门献殿 



54 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
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
毕，就起来， 55 站着，大声为以色
列全会众祝福，说  8:54-55 

 8:54-61  所罗门之祝福 



56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
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
都没有落空。  

57 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
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 58 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
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  

59 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
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 60 使地上的万
民都知道惟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  

61 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
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  

 8:54-61  所罗门之祝福 



56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
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
都没有落空。  

57 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
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 58 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
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  

59 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
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 60 使地上的万
民都知道惟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  

61 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
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  

 8:54-61  所罗门之祝福 

9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
产业。10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
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
安然居住。11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
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
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申12:9-11  



56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
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
都没有落空。  

57 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
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 58 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
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  

59 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
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 60 使地上的万
民都知道惟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  

61 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
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  

 8:54-61  所罗门之祝福 



56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
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
都没有落空。  

57 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
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 58 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
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  

59 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
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 60 使地上的万
民都知道惟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  

61 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
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  

 8:54-61  所罗门之祝福 



56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
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
都没有落空。  

57 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
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 58 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
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  

59 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
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 60 使地上的万
民都知道惟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  

61 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
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  

 8:54-61  所罗门之祝福 



8:1-13 所罗门召集以色列会众及献祭   

 8:14-21 所罗门之祝福     

  8:22-53 所罗门之祷告     

 8:54-61 所罗门之祝福    
8:62-66 所罗门献祭及遣散以色列会众 

 8:1-66  所罗门献殿 



62 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 63 所罗门向耶
和华献平安祭，用牛二万二千，羊十二万。这样，王和以色
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  

64 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
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
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 65 那时，所罗门
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七日又七日，
共十四日。 66 第八日，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
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
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 

 8:62-66  所罗门献祭及遣散以色列会众 



综合 

1.明白圣殿存在的目的 
   

>>象征神与以色列民同在 
>>证明神对耶路撒冷和大卫王朝的拣选 
>>证明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关系（约柜） 
>>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 以色列人或 
    外邦人，近的或远的 
>>献祭不能取代对神的信靠与顺服 

 



综合 

2.明白献殿的意义 
   

>>象表明神临格/入住在圣殿里（申20:5） 
>>表明神接纳所罗门所建得殿：借着 

  荣光的显现 
>>宣告圣殿为唯一合法的敬拜中心 
>>重新统一以色列全民 



综合 

3.明白神的属性 
   

>>超越性 
>>临在性 

 



综合 

4.从祷告里认识神的所是和所为 
所是： 

神圣不可侵犯、圣洁、荣耀、隐秘的神、无以伦比、
信实、慈爱、公义、公正、大能/伸出来的膀臂、 
所为： 

成就所应许、救赎、拣选人的神、与人立约的神、
守约、施慈爱、无所不在、眼目看顾、垂听祷告、
赦免、审判、惩罚罪人、赏赐义人、教导祂子民善
道、使天降雨、知道人心、使人得胜仇敌、赐平安/
安息、与人同在的神、为人伸冤/伸张公义 



综合 

1.明白圣殿存在的目的 
2.明白献殿的意义 
3.明白神的属性 
4.从祷告里认识神的属性和作为 

5.大卫与大卫王朝的重要性 
6.呼召人悔改 



应用 

1.认识新约教会的本质 

2.更多的认识神的属性和作为 

3.操练恒常且有力的祷告生活 
      ACTS: Adoration, Confession, Thanksgiving, Supplication 

4.相信和抓住神的应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