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華府中國教會國語成人主日學

舊約歷史書講義

舊約歷史書第七講
聯 合 王 國 時 期 -所 羅 門 作 王
引言: 我們在上一次已經約略題及所羅門繼位為王的事, 他的加冕, 雖然在急促中完成, 卻是一件全民
所讚許的事. 現在, 我們要來研討所羅門的統治和他的王國.
所羅門是大衛與拔示巴的兒子, 我們對於他的早年生活知道不多, 不過我們可以相信他必有很
特殊的機會, 而他也不會放過他的這些機會的.
所羅門與大衛的統治, 有一個顯著的對比, 是因他們的背景不同所形成. 大衛曾在曠野地帶長
大, 牧養羊群, 後來更經歷逃亡生涯的艱辛(看舊約歷史書第五講講義); 而所羅門只知宮中安逸舒適,
豪華奢侈的生活. 故此, 大衛成為爭戰之君, 積極勇往且有效率; 但所羅門則成為和平之君, 樂於留守
家園, 並滿足於持守他父親所奪得的土地. 大衛的宮庭從未擴充過於當時政府所需求的, 但所羅門卻任
意耗費, 以迎合自己的喜好, 結果所羅門需要更大量的歲收, 為此他必須提高賦稅, 這也就造成當他死
後王國分裂的一個大原因.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 就是大衛持守對神活潑的信心, 成為 "合神心意的人"
(參撒上 13:14; 徒 13:22), 而所羅門開始時雖然有屬靈的虔誠(參王上 3:3-15; 代下 1:1-13), 卻未能在神
面前維持這種基本的關係, 因而陷入罪途, 最後受神的譴責(參王上 11:1-13).
鞏固他的權勢(王上 2:12-46): 所羅門登基後所作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曾支持他的哥哥亞多尼雅稱王的
人, 用不同的手段清除, 而亞多尼雅也在被鏟除之列. 亞多尼雅從前本是得著所羅門的憐憫而保全性命
的(參王上 1:49-53), 現在卻被捲入於所羅門認為危險的一種陰謀裏(參王上 2:13-22). 最安全的辦法, 似
乎還是把這個攪事的人除掉, 所以王就下令把他殺了(參王上 2:23-25). 除掉了敵對的亞多尼雅之後, 所
羅門就轉移目標到亞多尼雅主要的支持者, 就是大祭司亞比亞他和大衛的元帥約押. 亞比亞他之所以
擁護亞多尼雅可能是因亞比亞他不喜歡先知拿單和祭司撒督的宗教政策, 而他相信所羅門可能會遵循
那種政策. 亞比亞他的被革職, 可能是要防止日後宗教上的爭論. 所羅門革免亞比亞他大祭司之職, 並
把他放逐回亞拿突的家鄉去(參王上 2:26-27), 就立祭司撒督代替亞比亞他(參王上 2:35). 後來, 所羅門
又遵照他父親的指示(參王上 2:5-6), 吩咐前任大衛的侍衛長比拿雅把約押殺了(參王上 2:28-34), 這是
因為當約押身為元帥之時, 因嫉妒而刺殺兩個元帥押尼珥(參王上 2:31-33; 又參撒下 3:27)和亞瑪撒(參
王上 2:31-33; 又參撒下 20:9-10). 現今約押被比拿雅所殺, 而比拿雅也是所羅門所揀選以便補元帥之空
缺的(參王上 2:35).
吉兆的開始(王上 3:4-15; 代下 1:1-17): 所羅門在登基之始, 便率領一大群人, 往耶路撒冷之北六哩的基
遍去獻祭. 在晚上, 耶和華向他顯現, 對他說, "你願我賜你什麼, 你可以求"(王上 3:5). 所羅門當時心裏
非常謙卑, 不求財富, 不求長壽, 不求名譽, 也不求仇敵的死亡, 只求一個智慧的心, 藉以審判眾民, 分
辯善惡. 這事蒙耶和華悅納, 就應許他, 不只把他所求的賜給他, 還賜給他財富, 尊榮與長壽, 只要他跟
他父親大衛的腳蹤行便是了. 這實在是任何一個作王的人吉兆的開始.
所羅門的智慧(王上 3:16-28): 人們在傳統上是慣於想到所羅門為一個絕頂聰明的人. 他對自然世界, 植
物和動物是無疑地有極廣泛的知識, 這可從他所寫的箴言得知(參王上 4:29-34). 他對於人性似乎也有
極深的瞭解. 他對那兩個爭孩子的母親的判斷(參王上 3:16-28), 是這一點的最好說明. 他又有極敏捷的
頭腦, 富有格言與箴言的天才. 他對人生的觀察, 十分敏銳, 深識罪惡的愚拙, 和謹慎德行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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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是他本國的大法官. 他的名譽又是從巍峨的建築物, 廣大的財富, 和輝煌的宮廷生活來
的. 他當然掌管了宮廷裏面的一切人, 甚至遠地的人如示巴女王等(參王上 10:1-13; 代下 9:1-12)無不認
識他. "天下列王聽見所羅門的智慧, 就都差人來聽他的智慧話"(王上 4:34).
所羅門的建設活動(王上 5:1-9: 9; 代下 2-4 章): 除了堅固防禦城, 並建造世上優良的煉銅廠之外, 所羅
門也在耶路撒冷建造數棟富麗堂皇的建築物, 其中最重要的是聖殿.
(壹) 建 造 聖 殿 (王 上 5-6 章 ; 7:15-51; 代 下 2-4 章 ): 我 們 已 經 提 過 , 大 衛 本 有 意 建 造 聖 殿 , 神 卻 禁
止 他(參代上 22:6-7; 28:3). 然 而 他 曾 搜 集 各 式 各 樣 的 材 料 (參代 上 22:1-5), 並 將 神 的 靈 所 啟
示 有 關 聖 殿 構 造 的 藍 圖 , 指 示 所 羅 門 (參代 上 28:11-12; 19).
實際的興建始於所羅門第四年春季(主前 966 年左右; 參王上 6:1), 完成於七年後的秋天(參王上
6:38). 位置是在摩利亞山(參代下 3:1), 也就是亞勞拿禾場, 很可能是早年亞伯拉罕順命獻以撒的
場所(參創 22:2). 摩利亞山緊接著大衛城以北.
建殿的工程極大, 包括繁多的設計, 材料的獲得, 和工人的膳宿. 所羅門在本國裏沒有精巧的營
造師和建築家, 他就從推羅王希蘭那裏請這樣的人來(參王上 5:6; 代下 2:7, 13-14). 他也從希蘭那
裏, 獲得香柏木去作建殿之用. 這些木料是先從利巴嫩的森林中伐下來, 然後由海道沿岸漂流到約
帕, 由約帕上岸, 經陸路和山路搬到耶路撒冷(參代下 2:16). 石頭是從耶路撒冷附近的採石地採來
的, 經人手鑿過和修飾過之後, 就搬上來用. 這一切的工作, 都需要大量的工人. 據說, 單是砍伐香
柏樹的就有三萬人, 每三個月輪流一萬人作工, 鑿石的有八萬人, 平常工人有七萬人, 另外還有一
大批的管工(參王上 5:13-16; 代下 2:2, 18). 聖殿的建造, 經過七個年頭的工作之後才完成(參王上
6:38).
聖殿(參王上 6:2-36; 7:13-50; 代
下 3:3-4:22)是長方形的, 座西向東.
地面的一層, 有牆圍著, 牆外的地
方, 稱為"外邦人之院". 較高的一
層, 稱為"以色列人之院", 再高的
一層稱為"祭司之院". 聖殿本身,
分作三個部份, 廊子, 聖所, 和至聖
所. 廊子深約 15 呎, 闊 30 呎, 高 45
呎. 左右有兩根裝飾豪華的柱子.
聖所是 30 呎闊, 45 呎高, 60 呎長,
是用砍好的石塊建造的, 用香柏木
作內壁板, 貼上精金. 聖所中有金
香壇, 陳設餅的桌子和十個金燈臺.
在西端的至聖所, 是一個完整的立
體, 長闊高都是 30 呎, 有一塊華麗
而貴重的幔子, 把它與聖所隔開.
裏面有約櫃和巨大的基路伯. 這至
聖所是象徵聖潔之神耶和華的同
在的, 每年只有一次, 在贖罪日,
大祭司可以在專誠沐浴之後, 進去
為百姓的罪贖罪. 祭司院高三層,
可能是在這些院子的任何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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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奉獻聖殿(王上 8:1-11; 代下 5 至 7 章): 聖殿完工後, 就舉行隆重的奉獻禮. 祭司, 利未人和所有十
二支派的首領都被邀參加. 所羅門王坐在高處的銅座上, 主持一切的儀式. 約櫃被扛進來, 放在至
聖所, 殿就有雲充滿, 表明耶和華是與他們同在的. 所羅門為那一大群來敬拜的群眾祝福, 然後述
說建築耶和華這殿的由來. 他站在壇前, 大伸獻殿禮的禱告(參王上 8:23-61; 代下 6:12-42). 獻殿禮
一共有七日, 然後舉行住棚節. 這節本是七天的, 這次卻延長到十四天之久.
(參) 所羅門的其他建築物(王上 7:1-12): 聖殿完工之後, 所羅門又在貼近聖殿的地方, 建築了不少的其
他建築物. 這一大堆的建築物, 稱為"王宮集成", 共有五大座, 用了 13 年才完成(參王上 7:1).
從南部開始, 第一座是"利巴嫩林宮", 這樣起名, 是因為它有 45 根香柏木的大柱支持著
上蓋. 全長 150 呎, 闊約 75 呎, 高約 45 呎(參王上 7:2-5). 這是用作軍械貯藏所, 也許兼作集會之用
的. 其次是建造"有柱子的廊子", 長 75 呎, 寬 45 呎, 可能是一種華麗奪目的通道建築, 林列著無數
的柱子(參王上 7:6). 其次是審判廳(參王上 7:7), 所羅門可能坐在置於六層台階上鍍滿精金的象牙
寶座上施行審判(參王上 10:18-20). 然後是所羅門的宮室(參王上 7:8), 寬敞宏大, 可以容納一大群
的家人, 其富麗堂皇之處, 更不在話下. 所羅門又在自己宮室旁邊, 特別為所娶埃及王的女兒, 造
一所宮室(參王上 7:8).
所羅門的罪(王上 11:1-8): 所羅門作王的那些歲月, 不止改變了他政府的本質, 也改變了他自己的理想
與行為. 到後來, 他就失去了他那禮讓謙遜的精神, 成為自大而驕傲奢侈的專制君王. 財富與奢華已經
奴役了他, 使他不能安息, 也毫無滿足(參傳 2:4-10). 他給無窮的財富所包圍(參王上 10:14-29; 代下
9:13-28), 以致他雖然號稱是全世界最聰明的人, 最後仍不免成為一個可悲的人物. "傳道者說, 虛空的
虛空, 虛空的虛空, 凡事都是虛空"(傳 1:2), 這一句話, 不論是否他自己寫的, 都恰切地說出他的實況.
所羅門的大罪, 是他失掉了對耶和華的尊崇. 他從埃及, 摩押, 亞捫, 以東, 西頓, 及赫人, 揀選
了許多妃嬪進入宮中(所羅門有妃 700, 嬪 300, 參王上 11:3). 這些外國的妃嬪, 當然消耗他許多的精神
和時間. 他必須不只為她們預備宮中的經常所需, 還要為她們預備種種的方便, 好叫她們能繼續享受本
國的禮儀和習慣. 這當然包括她們所信奉的異教儀式, 就是她們的偶像崇拜. 結果, 耶路撒冷和聖殿本
身, 原是純全獻給耶和華的, 竟變成崇拜異教偶像和異邦諸神的所在. 這風尚最後是把所羅門的宗教信
念麻木了, 叫他准許偶像崇拜, 甚至他自己也實行偶像崇拜. 這是所羅門致命的罪(參王上 11:4-8).
沒落的開始(王上 11:9-43): 我們要在所羅門死前的那幾年, 分辨出他失敗與沒落的跡象. 他自己的百姓,
對於負擔重稅去供給他宮廷的揮霍已經大感厭煩, 就蠢然思動, 最後便是作反. 四周的民族, 已經被他
壓迫了那麼長久, 也開始養精蓄銳, 等候機會背叛. 他國的傾覆, 是從三方面來的. 以東的哈達興起來
背叛他(參王上 11:14-22), 目的是要割斷所羅門從亞加巴海灣而來的貿易. 這是一種嚴重的打擊. 在北
方, 敘利亞人利遜奪取了大馬色, 威脅他在這一帶地方的財產(參王上 11:23-25). 不過, 最嚴重的反叛,
還是從他自己的百姓那裏來的(參王上 11:26-40). 以法蓮人耶羅波安, 本是所羅門僱來收以法蓮的稅的,
卻深感百姓所受的虐待與壓迫. 他得神人所傳的信息, 說他將要作北方十支派的王(參王上 11:29-31),
就成為所羅門憤怒的對象. 他回以法蓮去發動背叛繼承所羅門作王的羅波安的事, 我們在下一講再討
論. 所羅門的國, 在外表上雖然是統一和強盛的, 實際上卻是百孔千瘡的, 以致在他死後, 終不免要分
裂.
所羅門的性格與貢獻: 所羅門的統治是相當長的, 為期 40 年之久(主前 970 至 931, 參王上 11:41; 代下
9:30), 與他的父親大衛一樣. 他天生有許多高尚的品質, 尤其是在他的早年. 不錯, 他是給財富, 奢侈與
名譽絆倒了, 但在他的生命中, 卻沒有缺乏敬意或純厚的暗示. 他無疑地是一個比當時平常的東方君主
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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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統治有幾個特色. 因為他的廣泛建設, 通商事業, 和外交關係, 以色列成為近東眾所週知的
國家, 尤其耶路撒冷卻成為古代世界最出名和最受注意的城市之一. 除此以外, 他在藝術方面也有非凡
的成就, 特別是音樂與文學.
在他在位期間, 戰事沒有發生. 他的軍隊是組織健全的, 但他沒有打過戰, 能終身保持太平. 他
在位這麼多年, 聖經沒有題到他與任何一個先知或宗教領袖有甚麼接觸. 他對國家和世界的貢獻, 大部
份是在物質方面. 看了他的統治之後, 我們總會覺得所羅門本來是可以作王作得更好的, 因他知道甚麼
是對與不對, 可惜就在他自己的行為方面, 欠缺力量去配合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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