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生命河靈糧堂裝備課程 『歷代志上下』

劉梅蕾師母

第五講 所羅門的統治和建造聖殿
經文： 歷代志下 1-9 章
一. 所羅門的國位
1. 所羅門的名字
* 太平（代上 22:9）
* 耶底底亞( 撒下 12:25）
2. 兩次受膏為王（代上 23:1; 29:22-25; 王上 1:1-2）
3. 神的應許（代下 1:1;代上 17:11-15）
* 國位堅定
* 神的同在
二. 所羅門的財富與智慧（代下 1:3-17, 代下 9:13-28）
1. 基遍的獻祭
2. 神的顯現【代下 1:7】
“當夜， 神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你願我賜你甚麼，你可以求。”
3. 求智慧蒙神喜悅
“我必賜你智慧聰明，也必賜你資財、豐富、尊榮。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沒有這
樣，在你以後也必沒有這樣的。”【代下 1:12】
三. 所羅門建殿
1. 定意為神的名建造
“我要為耶和華─我 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別為聖獻給他，……我所要建造的殿宇
甚大；因為我們的 神至大，超乎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誰
能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誰？能為他建造殿宇嗎？不過在他面前燒香而已。
【代下 2:4~6】
2. 建殿的費用與匠人
a. 大衛與眾人的奉獻（代上 29:2）
b. 推羅王希蘭的幫助(外邦人的參與)
黎巴嫩的香柏木……
“推羅王希蘭寫信回答所羅門說：耶和華因為愛他的子民，所以立你作他們
的王；又說：創造天地的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賜給大衛
王一個有智慧的兒子，使他有謀略聰明，可以為耶和華建造殿宇，又為自己
的國建造宮室。” 【代下 2:11~12】
c. 建殿總工頭戶蘭的父親是推羅人，母親是以色列但支派的人
以色列工人三萬名（王上 5:13）
外邦工人十五萬三千六百人（代下 2:17）

3. 建殿的地點
所羅門就在耶路撒冷、耶和華向他父大衛顯現的摩利亞山上，就是耶布斯人
阿珥楠的禾場上、大衛所指定的地方預備好了，開工建造耶和華的殿。
【代下 3:1】
a. 耶路撒冷
b. 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摩利亞山
c. 大衛數點人數的後獻祭的阿珥楠禾場
d. 先立根基（代下 3:2; 林前 3:10-11; 提前 3:15）
4. 聖殿的樣式（ 代下 3-4 章; 代上 28:11-19）
5. 聖殿完工（代下 5-7 章）
a. 約櫃的搬入（代下 5:10）
b. 祭司的事奉與稱頌(代下 5:11-14)
c. 神的榮耀充滿了殿（代下 5：13-14）
6. 所羅門為聖殿的禱告（請見附頁）
a. 彰顯公義（代下 6: 23-24)
b. 指教善道(（代下 6:27)
c. 施行醫治（ 代下 6:28)
d. 成全應許（代下 6: 30-31)
e. 萬民歸主（ 代下 6:32-33)
f. 得勝仇敵（代下 6:34-35)
g. 伸冤赦罪（代下 6:21,39)
四. 所羅門與示巴女王（代下 9 章）
“你的群臣、你的僕人常侍立在你面前聽你智慧的話是有福的。耶和華─你的 神
是應當稱頌的！他喜悅你，使你坐他的國位，為耶和華─你的 神作王；因為你的
神愛以色列人，要永遠堅立他們，所以立你作他們的王，使你秉公行義。”
【代下 9:7~8】
五. 所羅門死、羅波安繼位（代下 9:29-31）

（附頁）禱告蒙福的殿

一. 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詩 122:6, 9; 創 12:3)
二. 為萬民萬國禱告 (賽 56:6,7; 可 11:17, 提前 2:1)
三. 為聖殿祝福 （代下 6:20-21)
1. 彰顯公義（代下 6: 23-24)
2. 指教善道(（代下 6:27)
3. 施行醫治（ 代下 6:28)
4. 成全應許（代下 6: 30-31)
5. 萬民歸主（ 代下 6:32-33)
6. 得勝仇敵（代下 6:34-35)
7. 伸冤赦罪（代下 6:21,39)

1. 這是彰顯公義的殿（ 代下 6：23-24)
主啊!求祢讓我們為這世代, 這國家, 這城市來呼求, 雖然不法與不義的惡事 不斷的
發生, 罪惡也不斷的增多, 但深信祢的憐憫原是向審判來誇勝的, 求主的公義顯明,
使惡人回頭離開所做的一切罪惡, 行正直合理的事, 領受救恩從 罪人成為義人。
『人若得罪鄰舍,有人叫他起誓,他來到這殿,在你的壇前起誓,求你從 天上垂聽,判斷
你的僕人,定惡人有罪,照他所行的報應在他頭上; 定義人有理,照他的義賞賜他。
【代下 6:22~23】』
2. 這是指教善道的殿（ 代下 6:27)
主啊!求祢祝福今天各堂崇拜的牧者和主日學的老師, 恩膏他們的口, 傳講 善道,
使眾人聽了扎心,起而遵行,活出有影響力的生命。
『求你在天上垂聽,赦免你僕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將當行的善道指教他 們,且降雨在
你的地,就是你賜給你民為業之地。【代下 6:27】』
3. 這是施行醫治的殿（ 代下 6:28)
(提名為家人組員禱告) 主啊!求祢垂聽我們為這殿的呼求, 無論在我們中間是遭遇疾
病或災難, 因著出於信心的禱告, 彼此認罪,互相代求, 就領受醫治在我們中間發生。
『國中若有饑 荒、瘟疫、旱風、霉爛、蝗蟲、螞蚱,或有仇敵犯境,圍困城邑, 無論遭
遇甚麼災禍疾病, 你的民以色列,或是眾人,或是一人,自覺災禍甚 苦,向這殿舉手, 無
論祈求甚麼,禱告甚麼, 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赦免。 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各人
所行的待他們(惟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代下 6:28~30】

4. 這是成全應許的殿（ 代下 6:20,30-31)
主啊!求祢感動更多的弟兄姊妹參加週三晚上的禱告會, 在禱告神的殿中喜樂, 因祢
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願我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蒙應允,蒙悅納
『惟求耶和華─我的 神垂顧僕人的禱告祈求,俯聽僕人在你面前的祈禱呼 籲。願你
晝夜看顧這殿,就是你應許立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聽僕人向此處禱告的話。
【代下 6:19~20】』
5. 這是萬民歸主的殿（ 代下 6:32-33)
主啊!求祢透過生命河流向萬國萬民的恩膏,使更多未得之民, 黑暗中的百姓來就真
光, 歸回真神, 今年生命河在緬甸開始了第 20 個國家的分堂, 哈利路亞, 願神的榮耀
降臨,讓它從我們中間流到萬邦。
『論到不屬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並伸出來的膀 臂,從遠方而
來, 向這殿禱告,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照著外邦人所 祈求的而行,使天下萬民都
認識你的名......【代下 6:32~33】』
6. 這是得勝仇敵的殿（代下 6:34-35)
主啊!求祢讓我們舉手為殿祝福, 並宣告這殿是得勝仇敵的殿， 讓歡呼讚美的聲音
在我們中間響起, 看見主的權柄與榮耀, 祢已將權柄賜給我們,無論我們在何處爭戰,
都必得勝。
『主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無論往何處去與仇敵爭戰,向你所選擇的城與我為你名所
建造的殿禱告,求你從天上垂聽他們的禱告祈求 ,使他們得勝。
【代下 6:34~35】』
7. 這是伸冤赦罪的殿（代下 6:21,39)
主啊!求祢鑒察我們的心思意念, 讓我們想起得罪神, 得罪人的罪, 讓我們願意 悔改,
彼此認罪, 不抓住人的過犯, 因祢是伸冤的主, 願我們經歷赦免人的過犯 心中就有自
由了。
『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們發怒,將他們交給仇敵擄到或遠或
近之地;他們若在擄到之地想起罪來,回心轉意,懇求你 說:我們有罪了,我們悖逆了,
我們作惡了.....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你 民的禱告祈求,為他們伸冤, 赦免他們的過
犯。【代下 6:36~37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