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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9:1-9 
   

2. 所罗门其他事迹      9:10-10:29 

     与希兰的外交协约       9:10-1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9:15-24 

 圣殿敬拜与献祭         9:25 

 所罗门的海上贸易       9:26-28 

 示巴女王造访           10:1-13 

 所罗门的财富           10:14-29 



ם   9 ה ֱאֹלֵהיֶה֗ ר ָעזְ֜בּו ֶאת־יְהָוָ֣ ְוָאְמ֗רּו ַעל֩ ֲאֶשֶׁ֨

קּוּ֙   ַֽיֲַחזִֶׁ֨ ֶרץ ִמְצַריִ֒ם ַו יא ֶאת־ֲאבָֹת֮ם ֵמֶאָ֣ ר הֹוִצָ֣ ֲאֶשֶׁ֨

ן   ם ַעל־ֵכ֗ ֻ֑ ם ַויַַעְבד  ים ַויְִשַתחּו ָלֶהֶ֖ ים ֲאֵחִרִ֔ ֵבאֹלִהָ֣

ַֹֽאת׃   ה ַהז ת ָכל־ָהָרָעֶ֖ ם ֵאֵ֥ יא יְהָוהּ֙ ֲעֵליֶהִ֔  פֵהִבִ֤
  

ה ֲאֶשר־ָבָנֵ֥ה   10 ים ָשנִָ֔ י ִמְקֵצהּ֙ ֶעְשִרָ֣ ַויְִה֗

ה  ית יְהָוֶ֖ ים ֶאת־ֵבֵ֥ ה ֶאת־ְשֵנָ֣י ַהָבִתֻ֑ ֶֹ֖ ְשֹלמ

ית ַהֶמֶַֽלְך׃  ְוֶאת־ֵבֵ֥



2. 所罗门其他事迹      9:10-10:29 

     与希兰的外交协约       9:10-1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9:15-24 

 圣殿敬拜与献祭         9:25 

 所罗门的海上贸易       9:26-28 

 示巴女王造访           10:1-13 

 所罗门的财富           10:14-29 
 

缺少那一样？ 



 9:1-2 前言  

 9:3  对所罗门祷告的回应  

 9:4-5 对所罗门的要求   

 9:6-9 对全民的要求  

 9:1-9  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1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
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 2 耶和华就
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
显现一样， 

 9:1-9  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3 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
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
也必常在那里。  

 9:1-9  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4 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
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 5 我就必坚固你
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
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
以色列的国位。  

 9:1-9  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大卫] 3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
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
你无论作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4 耶和华必
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
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2:3-4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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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神] 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
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
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6:12-13 

 9:1-9  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6 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
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事奉敬拜别神， 7 我就必将以色
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
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
被讥诮。  

8 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
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 9 人必回答说，
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
的神，去亲近别神，事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
切灾祸临到他们。 

 9:1-9  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2. 所罗门其他事迹      9:10-10:29 

     与希兰的外交协约       9:10-1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9:15-24 

 圣殿敬拜与献祭         9:25 

 所罗门的海上贸易       9:26-28 

 示巴女王造访           10:1-13 

 所罗门的财富           10:14-29 



2. 所罗门其他事迹      9:10-10:29 

     与希兰的外交协约    9:10-1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9:15-24 

 圣殿敬拜与献祭         9:25 

 所罗门的海上贸易       9:26-28 

 示巴女王造访           10:1-13 

 所罗门的财富           10:14-29 



 9:10-14  与希兰的外交协议 

10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二十年才
完毕了。 11 （推罗王希兰曾照所罗门所要的，
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
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给了希兰。 12 希兰从推罗出
来，察看所罗门给他的城邑，就不喜悦， 13 说，
我兄阿，你给我的是什么城邑呢？他就给这城邑
之地起名叫迦步勒，直到今日。 14 希兰给所罗
门一百二十他连得金子。  



2. 所罗门其他事迹      9:10-10:29 

     与希兰的外交协约       9:10-1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9:15-24 

 圣殿敬拜与献祭         9:25 

 所罗门的海上贸易       9:26-28 

 示巴女王造访           10:1-13 

 所罗门的财富           10:14-29 



 9:15-2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15 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
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琐，米吉
多，并基色。 16 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
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
女儿所罗门的妻作妆奁。 17 所罗门建造基色，
下伯和仑， 18 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莫， 19 
又建造所有的积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
路撒冷，利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
造的。  



 9:15-2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15 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
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琐，米吉
多，并基色。 16 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
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
女儿所罗门的妻作妆奁。 17 所罗门建造基色，
下伯和仑， 18 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莫， 19 
又建造所有的积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
路撒冷，利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
造的。  



 9:15-2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20 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赫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 21 就是以
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作服
苦的奴仆，直到今日。 22 惟有以色列人，所罗
门不使他们作奴仆，乃是作他的战士，臣仆，统
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 23 所罗门有五百
五十督工的，监管工人。 24 法老的女儿从大卫
城搬到所罗门为她建造的宫里。那时，所罗门才
建造米罗。  



 9:15-2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1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
国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
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2耶
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
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3不可与他们结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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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
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6因为你归
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
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申7:1-6  



 9:15-2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20 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赫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 21 就是以
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作服
苦的奴仆，直到今日。 22 惟有以色列人，所罗
门不使他们作奴仆，乃是作他的战士，臣仆，统
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 23 所罗门有五百
五十督工的，监管工人。 24 法老的女儿从大卫
城搬到所罗门为她建造的宫里。那时，所罗门才
建造米罗。  



2. 所罗门其他事迹      9:10-10:29 

     与希兰的外交协约       9:10-1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9:15-24 

 圣殿敬拜与献祭      9:25 

 所罗门的海上贸易       9:26-28 

 示巴女王造访           10:1-13 

 所罗门的财富           10:14-29 



 9:25  圣殿敬拜与献祭 

25 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
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
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  



2. 所罗门其他事迹      9:10-10:29 

     与希兰的外交协约       9:10-1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9:15-24 

 圣殿敬拜与献祭         9:25 

 所罗门的海上贸易    9:26-28 

 示巴女王造访           10:1-13 

 所罗门的财富           10:14-29 



 9:26-28  所罗门的海上贸易 

26 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禄的
以旬迦别制造船只。 27 希兰差遣他的仆人，
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
坐船航海。 28 他们到了俄斐，从那里得了
四百二十他连得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 



 9:26-28  所罗门的海上贸易 



2. 所罗门其他事迹      9:10-10:29 

     与希兰的外交协约       9:10-1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9:15-24 

 圣殿敬拜与献祭         9:25 

 所罗门的海上贸易       9:26-28 

 示巴女王造访        10:1-13 

 所罗门的财富           10:14-29 



 10:1-13  示巴女王造访 

10:1-3 女王的到访及送给所罗门的礼物 

10:4-5 女王观察所罗门的荣誉 

10:6-9 女王说出所罗门的荣誉 

10:10-13 女王从所罗门获得礼物及离去 



 10:1-13  示巴女王造访 

1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
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 2 
跟随她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
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她来见了所罗门
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 3 
所罗门王将她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
明白，不能答的。 



 10:1-13  示巴女王造访 

4 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
室， 5 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
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
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或作他在耶和华殿里
所献的燔祭），就诧异得神不守舍。 

5 席上的食物，坐着的群臣，侍立的仆人，他们
的服装，和他的司酒长，以及他在耶和华殿里所
献的燔祭，就诧异得神不守舍。 (修) 



 10:1-13  示巴女王造访 

6 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
的智慧实在是真的。 7 我先不信那些话，及
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
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 
8 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
慧的话是有福的。 9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
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国位。因为
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
义。 



 10:1-13  示巴女王造访 

10 于是，示巴女王将一百二十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与
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她送给王的香料，以后
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  

11 希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
檀香木和宝石来。 12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
作栏杆，又为歌唱的人作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
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  

13 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另
外照自己的厚意馈送她。于是女王和她臣仆转回本国
去了。 



 10:1-13  示巴女王造访 

 

42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
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
门的智慧话。    太12:42 



2. 所罗门其他事迹      9:10-10:29 

     与希兰的外交协约       9:10-14 

 所罗门使用非自愿劳工   9:15-24 

 圣殿敬拜与献祭         9:25 

 所罗门的海上贸易       9:26-28 

 示巴女王造访           10:1-13 

 所罗门的财富        10:14-29 



 10:14-29  所罗门的财富 

第三章 - 所罗门的兴起 

第四-五章 - 所罗门的智慧、财富、军事装备、 
    外交、劳工 

第六-八章 - 所罗门建殿和献殿 

第九-十章 - 所罗门的外交、劳工、财富、智慧、 
    海上贸易、军事装备 

第十一章 - 所罗门的失败 



 10:14-29  所罗门的财富 

14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六百六十六
他连得。 15 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
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杂族在历代
下九章十四节作亚拉伯） 



 10:14-29  所罗门的财富 

16 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二百面，每
面用金子六百舍客勒。 17 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
成盾牌三百面，每面用金子三弥那，都放在利巴
嫩林宫里。 18 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精金
包裹。 19 宝座有六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
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 20 六
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
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作的。 



 10:14-29  所罗门的财富 



 10:14-29  所罗门的财富 



 10:14-29  所罗门的财富 

16 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二百面，每
面用金子六百舍客勒。 17 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
成盾牌三百面，每面用金子三弥那，都放在利巴
嫩林宫里。 18 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精金
包裹。 19 宝座有六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
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 20 六
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

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作的。 



 10:14-29  所罗门的财富 

21 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利巴嫩
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
银子算不了什么。 22 因为王有他施船只与希
兰的船只一同航海，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
牙，猿猴，孔雀回来。 



 10:14-29  所罗门的财富 

21 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利巴嫩林宫
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
不了什么。 22 因为王有他施船只与希兰的船只
一同航海，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
孔雀回来。 
   

1 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2 伯沙
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
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3 于是他们把耶路
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
皿饮酒。     但5:1-3 



 10:14-29  所罗门的财富 

21 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利巴
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

间，银子算不了什么。 22 因为王有他
施船只与希兰的船只一同航海，三年一次，
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 



 10:14-29  所罗门的财富 

23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 
24 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
他智慧的话。 25 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
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
定之例。 



 10:14-29  所罗门的财富 

26 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一千四百辆，马
兵一万二千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
就是王那里。 27 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
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 28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
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 
29 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六百舍客勒，马每
匹一百五十舍客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
车马，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综合 

1.再次提醒所罗门和他的后裔作为神 
  子民的核心要求 
2.神赐给所罗门的财富是巨大，远超 
  人所想象的  
3.神所赐的安息是以色列国强民富的 
  主要因素 
4.神要在赐给所罗门的恩赐上得着最 
  大的荣耀 



应用 

1.明白和活出信仰的优先次序 
2.承认神是财富的赐予者 
3.善用神所赐的恩赐，使神的名在 
  我们身上得着荣耀 
4.善用神赐所的财富，作神恩赐的 
  好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