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 月 26 日    所羅門王朝－建造聖殿：時間、地點、體積與殿內的設備（一） 

歷代志下 3:1-17（對照《列王記上 6:1-38、7:15-22》） 

內文：v.1 建殿地點是摩利亞山（創 22:2－亞伯拉罕獻以撒、代上 21:16-28－大衛獻祭贖罪的禾

場）。v.2 建殿時間是所羅門在位第四年西弗月（公元前 966 年）。vv.3-7 聖殿長 27 公尺、

寬 9公尺；殿前的前廳（廊子）長與寬是 9公尺，高 52公尺（基於《王上 6:2》記載高 13.5

公尺對比及前廳高於聖殿這麼多是不合理，故 52 公尺或許是抄寫之誤。）；聖殿的內牆都

貼上精金及用寶石裝飾，使殿華美。vv.8-9 至聖所長、闊、高 9 公尺，也貼上精金（金子

共用了 23 公噸）。vv.10-14 兩個用金子包裹的基路伯（神的使者）平排面向外殿站立，每

個翅膀 2.25 公尺（相接下共 9 公尺長），又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細麻織幔子繡出基

路伯。vv.15-17 兩根銅柱在聖殿前頭，各高 15.75 公尺（基於《王上 7:15》記載高 8.1 公

尺對比及銅柱較聖殿高是不合理，故 15.75 公尺或許是抄寫之誤。）；兩根柱上的銅頂高 2.25

公尺；立在右邊的柱名叫雅斤（意思是他建立），左邊的柱名叫波阿斯（意思是在他有能力）。  

反思：我們對建殿地點有何啟迪？聖殿內的木材全被金子包裹，背後有什麼意義？信仰有何提醒？ 

日期：2 月 26 日 所羅門王朝－建造聖殿：殿內的設備（二） 代下 4:1-5:1（對照《王上 7:23-51》） 

內文：4:1 銅壇長與寬 9公尺、高 4.5 公尺。4:2-5 及 v.10 圓形的銅海（水池）安放在聖殿門右旁

（南邊），高 2.25 公尺、徑 4.5 公尺、圍 13.5 公尺、容量約 15,000 加侖；十二隻銅牛鑄在

銅海上，東南西北方各三隻一組，牛角向上，牛尾扁平向內。4:6 十個銅盆，左右邊各五個，

供獻燔祭所用之物作洗濯用途；銅海供祭司作潔淨禮之用。4:7 十個金燈臺放在殿裡，左右

邊各五個。4:8 十張桌子放在殿裡，左右邊各五張；一百個金碗。4:9 造祭司院和大院及院

門，用銅包裹門扇。4:11 上（戶蘭……碗）戶蘭又做了盆、鏟、碗。4:11 下-18（這樣……

可查）戶蘭完成聖殿的銅器工程。4:19-22 聖殿之金器工程，包括：金壇、陳設餅的桌子、

精金燈臺及其上的花與燈盞及蠟剪、精金的鑷子、盤、調羹、火鼎、至聖所與內殿的門樞、

外殿的門樞。5:1 總結，當神的聖殿裡面所有的用品建造完成，所羅門把大衛所收藏分別為

聖的金銀和器皿拿來，都放在神的聖殿的府庫裡。 

反思：所羅門把大衛所收藏分別為聖的金銀和器皿都放在聖殿的府庫裡，背後有何意義？ 

日期：2 月 27 日    所羅門王朝－奉獻聖殿：安放約櫃    歷代志下 5:2-14 

內文：vv.2-10 所羅門於住棚節前召聚以色列長老和各支派首領，要把約櫃從大衛城運到聖殿。以

色列長老來到約櫃前，利未人抬起約櫃及會幕與一切聖器具向著聖殿前行。所羅門和聚集的

以色列全會眾都在約櫃前獻牛羊為祭，多得不可勝數（撒下 6:13，搬運過程中便進行獻祭）。

到達聖殿前，祭司把約櫃抬進至聖所，放在兩個基路伯的翅膀底下，約櫃裡只有兩塊石版，

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神與他們立約時，摩西所放（來 9:4 還有亞倫的杖與嗎哪的罐子，這裡

沒有是或許已遺失）。vv.11-14 在那裡的所有祭司都已自潔，當祭司出聖所，歌唱的利未人

在聖殿以樂器讚美神。那時有雲充滿神的殿，連祭司也不能站立供職，因神的榮光充滿了殿。 

反思：利未人讚美神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我們會讚美神什麼？ 

日期：2 月 27 日   所羅門王朝－奉獻聖殿：按神心意建殿   歷代志下 6:1-11 

內文：所羅門看見上文（5:2-14）景象後說神自己的選擇是遮蓋榮光（住在幽暗之處），而神為著

人的需要，神便應許所羅門為神建殿作永遠的居所，以示神永遠住在人的中間。其後，所羅

門面向以色列會眾，會眾站立後，他為他們祝福，陳明神應當稱頌，因神成就祂給大衛的應

許，使所羅門繼承大衛作王及興建聖殿。此外，約櫃內的石版代表神與以色人所立的約。 

反思：完成建殿後，首要的事是將約櫃運進聖殿。這有什麼作用和意義（6:10-11）？ 

日期：2 月 28 日   所羅門王朝－奉獻聖殿：所羅門獻殿的祈禱   歷代志下 6:12-42 

內文：vv.12-13 所羅門當著以色列眾民站在壇前，跪在院中的銅壇（長與寬 2.25 公尺、高 1.35

公尺）上向神舉手禱告。vv.14-15 讚美神的獨特性和信實。vv.16-17 求神按應許，以色列

民謹慎自己行為就堅立大衛的國到永遠。vv.18-21 宣告神實質住在天上（無處不在）及求

神答允他們祈禱。vv.22-23 求神主持正義（疑犯到聖殿壇前起誓，以示清白）。vv.24-31

日後若以色列人因犯罪而遭遇各種災害，當他們悔改向聖殿祈禱，求神赦罪及拯救。vv.32-33

求神答允外邦人祈禱（並非住在以色列的寄居者，乃指慕名前來的）。vv.34-35 求神幫助以

色列人戰勝仇敵。vv.36-39 求神饒恕因罪被擄的以色列人。vv.40-42 禱告結語時的三個懇

求：祭司求恩、聖名求福、不要離棄祂的受膏者（所羅門），要記念祂向大衛所施的慈愛。 

反思：我們對所羅門的三個懇求有何啟迪，能體會到當中的含意嗎？ 



日期：2 月 28 日    所羅門王朝－奉獻聖殿：神的顯現    歷代志下 7:1-22 

內文：vv.1-10 所羅門祈禱後，火從天降下燒盡所有的祭，那時神的榮光再充滿聖殿（代下 5:13

首次），故祭司不能進殿，眾民看見便俯伏叩拜稱讚神、向神獻祭及為殿行奉獻禮。此外，

全體會眾站立，祭司侍立供職及利未人使用大衛製造的樂器奏樂，並將聖殿前院分別為聖，

在那裡獻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及守住棚節。住棚節過後，所羅門遣散眾民，眾民看神所施

的恩惠就心中歡喜地回去。vv.11-22 所羅門順利建造完一切建築後，神再次向他顯現（代

下 1:7 首次），說應允將這殿分別為聖及神的名永在其中，故若他謹守神的律例典章，他的

子孫就永遠坐在以色列的國位。反之，若他們事奉敬拜別神就會被神剪除，神也會捨棄聖殿。 

反思：我們看過神所施的恩惠嗎？對神的回應與內心感受與以色列民是一樣的嗎？ 

日期：2 月 29 日    所羅門王朝－所羅門的尊榮：建殿工程的補充    歷代志下 8:1-16 

內文：vv.1-6 所羅門用 20 年建造聖殿（3 年）及宮室（17 年），又重修希蘭送贈之北方的城邑給

以色列人居住，以及攻取其他誠邑、建造積貨城、屯車和馬兵的城及全國的建築工程。vv.7-10

所羅門所徵用服勞役的人都是沒有被滅盡的外族人，至於以色列人則擔任所羅門的戰士、軍

長的統領、車兵長和馬兵長，而所羅門有 250 個督工來監管工人。vv.11-15 因約櫃所在之

處是聖地，故所羅門為法老的女兒在大衛城外建造宮殿來給她居住。此外，所羅門在壇上燒

香（對照《王上 9:25》及獻祭是祭司的特權）、遵著摩西的吩咐一年守三節及按大衛所定給

祭司與利未人的班次作日常職務，包括：讚美、守門、管府倉。v.16 建殿工程完畢。 

反思：為何所羅門要為法老的女兒在大衛城外建造宮殿作居住？這做法反映他有何心態？正確嗎？ 

日期：2月 29日   所羅門王朝－所羅門的尊榮：名聲、財富、結語   歷代志下 8:17-9:31 

內文：8:17-18 所羅門與希蘭差人在以旬、迦別造船隻，其後前往俄斐經商貿易，賺取金子回國。

9:1-12 示巴（阿拉伯南部）女王風聞所羅門的聲望，慕名帶臣僕與禮物前來耶路撒冷找他，

想用問題考問他，但卻被他的智慧、建築、榮華使她驚歎不止，不但感到他名副其實有智慧，

還稱讚他的僕人跟隨他有福，也向他所信的神稱頌，因立他作王能秉公行義。結果示巴送所

羅門金子、寶石和極多香料，所羅門也厚厚的按示巴要求回贈，示巴和她的臣僕便回本國去。

9:13-24 所羅門每年未計商人與亞拉伯諸王的進貢，便已經有接近 19 公噸黃金。他用金子

打造成擋牌、盾牌、器皿都放在利巴嫩林宮裡，又用象牙鑲金製造寶座，也有猿猴、孔雀等

動物。此外他的智慧和財寶使普天下的王也來朝見他，聽神給他的智慧言語，且帶來貴重的

禮物給他。vv.25-28 所羅門的戰車、馬兵都安置在屯車的城邑和耶路撒冷，他又統管周邊

的諸王及國內的銀子多如石頭、香柏木多如桑樹，並從埃及和各國購買車馬回來。9:29-31

所羅門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後去世，葬在他父親大衛的城裡，他兒子羅波安接續作王。 

反思：我們認為所羅門如此運用所得貢品是正確嗎？有否屬揮霍、奢侈？ 

日期：3 月 1 日    猶大諸王－羅波安王朝：王國的分裂    歷代志下 10:1-11:4 

內文：10:1-19 羅波安與以色列人都往示劍，要在那裡立他為王，而原先逃往埃及的耶羅波安聽到

這消息便起程返回以色列地。其後，代表北方支派的以色列人要求羅波安答應，要減輕他們

的負擔，他們就事奉他；但因神定意要按著祂的應許，藉著亞希雅所說耶羅波安作北國的王

（王上 11:29-39），故他雖然有徵詢老年人的意見，但不接納；反之，他採用同輩之人的意

見，以兇惡回答要給他們更重的負擔。結果，百姓擁立耶羅波安為王，惟有猶大人和便雅憫

人仍歸從羅波安，以色列分裂為南北兩國。11:1-4 羅波安回到耶路撒冷便召聚與挑選猶大

和便雅憫支派共 18 萬戰士要與北邊以色列人（耶羅波安）爭戰，好將國奪回給自己，但神

藉著示瑪雅向眾人宣告這事是出於神，眾人就順服神的話，遵守神的命各自回家，避過內戰。 

反思：神定意要以色列國一分為二，這事與所羅門後期的生活有關嗎？對我們又有何啟迪？ 

日期：3 月 1 日    猶大諸王－羅波安王朝：羅波安建立王國    歷代志下 11:5-23 

內文：vv.5-12 國家分裂後，羅波安仍定都耶路撒冷，並為保障的緣故開始修築南面、東面與西面

的防線，以及在其中置軍長與軍備，又預備糧食與所需物品。vv.13-17 因北國的耶羅波安崇

拜邱壇、公山羊和自製的牛犢，並另設立祭司，故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因立定心意尋

求神便歸服羅波安，而羅波安也遵行大衛和所羅門的道，故神堅立南國猶大得以強盛三年。

vv.18-23 羅波安有眾多的子孫（他三年內順服神所得的獎賞）及辦事精明，他把兒子們分散

在猶大和便雅憫各地，既使他們安定下來及加強對各地控制，也避免兒子們與亞比雅（亞比

央）爭王位。 

反思：祭司和利未人按良知不前往北國事奉神，我們有這種忠誠於神與犧牲的心態嗎？  



日期：3 月 2 日    猶大諸王－羅波安王朝：示撒的侵略與結語    歷代志下 12:1-16 

內文：vv.1-8 羅波安作王首三年，因遵從神便得神堅立國家（代下 11:13-17），但第四年開始拜偶

像離棄神（王上 14:22-24），也引致眾民跟從。結果他在位第五年，因他與民都得罪神，神

便使埃及王示撒來攻取耶路撒冷，但因他們聽從先知示瑪雅的話，明白是他們離棄神引致神

將他們交在示撒手裡，故他們在神面前自卑，宣認神是公義，神因而無滅絕他們，但宣告他

們必作示撒的僕人，以便知道服事神與服事外邦人的分別。vv.9-11 示撒攻取耶路撒冷時奪

了聖殿和王宮裡的寶物，以及所羅門製造的金盾牌。為此，羅波安製造銅盾牌來代替，當羅

波安進聖殿，護衛兵就拿起盾牌，隨後便將盾牌放回護衛房。vv.12-16 羅波安生平總結；一）

他甘於自卑，神的怒氣就消除，不將他滅盡及仍有敬虔（益善）的事。二）他作王時 41 歲，

在耶路撒冷作王 17 年。三）他母親名拿瑪，是亞捫人。四）他行惡，不立定心意尋求神。

五）言行由先知收錄。六）他壽終後葬在大衛城他列祖墳地裡。七）他兒子亞比雅接續作王。 

反思：羅波安作王 17年，但只有首三年因遵從神而國得強盛。我們從中汲取了什麼教訓？  

日期：3 月 2 日 猶大諸王－亞比雅王朝 歷代志下 13:1-14:1 上（耶羅波安王……接觸他作王） 

內文：13:1-2 上（耶羅波安……的女兒）北國耶羅波安王十八年，南國亞比雅登基作王。亞比雅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的母親名米該亞（瑪迦），是押沙龍的女兒（原文可指孫女，因押

沙龍只有一個女，名他瑪）。13:2 下-12（亞比雅……能亨通）亞比雅常與耶羅波安爭戰，

有一次雙方對陣，軍力眾寡懸殊，亞比雅企圖說服耶羅波安的軍隊投降或退出爭戰。內容是

強調兩方面：一）根據神與大衛之約，只有大衛的子孫是合法的統治者。二）耶路撒冷的聖

殿是神所定敬拜與獻祭的地方，而這裡也有利未的子孫作為神的祭司，故其他人作祭司及其

他地方去敬拜神都違反律法，是得不到神的賜福。13:13-20 耶羅波安不聽從亞比雅勸告，

在猶大地設下伏兵，他們（猶大人）看見前後都有敵人就呼求神，祭司也吹號。結果，神把

耶羅波安和眾人交付在亞比雅的軍隊手裡，他們便得勝。其後因神攻擊耶羅波安，他就死了。

13:21-14:1 上（亞比雅……他作王）亞比雅生平總結；一）國力強盛。二）家室興旺。三）

言行由先知所收錄。四）他壽終後葬在大衛城他列祖的墳地裡。五）他兒子亞撒接續作王。 

反思：從亞比雅對示撒的講論中，我們發現到什麼是值得學習的地方？  

日期：3 月 3 日 猶大諸王－亞撒王朝（神看為好的王）：亞撒的興起與戰勝謝拉 代下 14:1 下-15 

內文：vv.1 下-8（亞撒……勇士）亞撒作王年間，南國太平十年，因他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除

掉外邦神的壇和邱壇，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猶大人尋求他們列祖的神，並遵行神的律

法、誡命。此外，他又吩咐在猶大建造幾座有防衛能力的城及修築城邑，因他尋求神，神就

賜他們有勇士，並且平安及沒有戰爭。vv.9-15 古實王謝拉率軍與戰車到瑪利沙去攻擊猶

大，亞撒迎敵時就呼求神，宣認惟有神能幫助他們及神是他們的神。結果，神使古實人敗在

亞撒和猶大人面前，就逃跑了。亞撒領軍去追趕他們，直到基拉耳，其後也攻陷基拉耳及四

圍的城邑，神使住在其中的人恐懼，亞撒的軍隊便將財物與羊和駱駝帶回耶路撒冷去。 

反思：亞撒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結果體驗到神的賜福與平安。想想我們的生活中有這種經歷嗎？ 

日期：3 月 3 日  猶大諸王－亞撒王朝（神看為好的王）：亞撒的宗教改革  歷代志下 15:1-19 

內文：vv.1-7 先知亞撒利雅受神的感動，就出來迎接亞撒，勸勉他與猶大和便雅憫眾人，都要聽

從神透過自己對他們要說的話，就是要尋找與順從神，神便必與你們同在；反之，你們離棄

神，神也會離棄你們。此外，神也勸勉亞撒不要只在急難時才尋找神，反要剛強地將宗教改

革從猶大地（代下 14:2-5）擴展至便雅憫地和以法蓮地，神就必賞賜他。vv.8-15 亞撒聽到

神的話之後，他便壯膽地在南國（猶大地、便雅憫地、以法蓮地）推行宗教改革：一）盡除

可憎之物（偶像）。二）重修聖殿的廊子。三）重修聖壇。四）因神的同在而勸住在南國內

卻屬北國支派的人歸降。五）與神立約，起誓要盡心盡性尋求他們列祖的神，否則必被治死。

vv.16-19 亞撒貶了他祖母瑪迦太后的位及將她造可憎的偶像亞舍拉砍下燒在汲淪溪邊，只

是邱壇（山崗上的露天祭壇）未廢去，但他的心一生誠實向神，將他的父與自己所分別為聖

的金銀和器皿都奉到神的殿裡。因此直到亞撒作王 35年內都沒有爭戰的事。 

反思：亞撒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是包括「除掉」和「遵行」兩個層面。同樣，想想我們要生命更

新，我們於生活上要除掉什麼？又要遵行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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