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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志下》綜覽】──猶大國之盛衰的歷史詮釋 
【宗旨】本課幫助我們熟悉並掌握《歷代志下》的內容──本書的性質和《歷代志上》一樣，仍是以神的

看法和話語來解釋猶大國盛衰歷史中其屬靈的原因。它的目的仍是使歸回故國的百姓認識神的作為而歸順

祂，並重新為神建造聖所，讓「神的同在」回到他們中間。故本書繼續前書《歷代志上》，專講猶大國列

王復興和衰落的歷史，包括從所羅門登基作王起，南北國分裂之後的猶大國列王的復興和衰落，一直到西

底家被擄，以及波斯王古列下詔止。本書主要信息：尋求和順服耶和華的結果就是祝福和得勝；不尋求和

不順服耶和華的結果就是咒詛和失敗。因為從猶大活生生的歷史和拜偶像的悲慘結局中，我們看每當好王

建殿、修殿、重新立約、守節時，神豐滿的同在就他們當中，神的祝福也臨到，使他們就得以享受「四境

平安」，安享地業；相反的，一旦惡王崇拜金牛犢、巴力或其他偶像，或立柱像、交鬼、行法術，神的祝

福離開他們，他們便受列國的傾壓，最後不免失去地業。本書的主要事實：所羅門和猶大國列王復興和衰

落歷史的詮釋；以及主要人物：所羅門、羅波安、亞撒、約沙法、約蘭、約阿施、烏西雅(亞撒利雅)、亞

哈斯、希西家、瑪拿西、約西亞、約雅敬、西底家等等。 

（一）本書幫助我們從猶大國起起落落的歷史中，認識人尋求神和順服神的重要。因為猶大國的存在和在

神面前的價值，並不在於他們是否富強，而是否有廣闊的疆土，乃是在乎他們對神是否有正確的態

度。這原則同樣的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因我們的價值不在乎家道豐富(如學位、事業、財富

等)，乃在乎我們在神面前蒙恩的地位。再者，我們今天的屬靈光景和生活原則對不對，我們對神

的態度如何，有沒有把地位給祂。這些都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使我們能過著討神喜悅的生活。 

（二）本書幫助我們認識猶大國之興衰，完全關乎諸王與聖殿和敬拜之關係。因為他們若看重聖殿，帶領

百姓敬拜神，神必會垂顧與賜福，使國強盛，如那些效法大衛王的諸王──亞撒、約沙法、約阿

施、希西家及約西亞等；反之，就只有接受神的審判，而自取敗亡。這原則同樣說明兩千年來教會

興衰的歷史。所以，我們不該注意在教會中有多少活動、會眾、奉獻…和各式各樣的方法及模式，

而要在意我們是否尊神為王？是否一心尋求神和祂的同在？並對祂是否有全心的敬拜？ 

（三）本書幫助我們從歸回的百姓，看到神的揀選與神的保守；以及他們重新享神的祝福的唯一出路，就

是建造聖殿，看重祂的話語、並寶貴祂的同在。故今天，對我們個人或是教會來說，神的呼召仍像

昔日古列的諭旨一樣：「為祂建造殿宇」，而得著神同在的祝福。 

【背景】本書繼續前書《歷代志上》，故稱《歷代志下》。《歷代志》寫於以色列人被擄歸回之後，作者

的目的不是要補充《撒母耳記》和《列王紀》的資料，亦不是要提供另一個歷史，而是要針對當時以色列

人的處境，貼切地重新闡釋神過去在他們歷史中的啟示。他們回國後，有不少問題出現，其中重要的一點

就是他們沒有王了;他們歸回不是要建立一個寶座，乃是重建聖殿。所羅巴伯和耶書亞就率先帶領百姓回

去作這事，為的是要帶領民眾轉回歸向神。以前神藉先知對他們說過若不離惡，便要被擄，結果全都徹底

應驗，回來時他們當會回想到背道所帶來的後果，這定必永誌不忘。現在大衛的寶座過去了，但他的族系

沒有斷絕，按著神的應許和誓約，有一天彌賽亞要從大衛家出來，建寶座於耶路撒冷，治理萬邦，以色列

要再得榮耀。他們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地重建家國，就是因為沒有放棄這盼望。再者當古列王下令重建聖殿

時，以色列人就看出神並沒有忘記他們。巴比倫王朝倒塌了，古列興起，他們可以歸回，先知以賽亞和耶

利米的預言準確應驗，實在叫他們深切體會耶和華確是再與他們同在。因此，他們若要重享神的祝福，只

有一件事，就是重建聖殿，恢復與神所立的約，重讀律法，悔改祖先的罪，才能重新安享地業。這是《歷

代志》成書的目的：指出他們有歷史的教訓，將來應許的盼望和神現今的同在。巴望教會和信徒在今天也

同樣地自策自勉：檢討過去、肯定現在並瞻望將來。本書作者和寫作地同前書，其內容所包括的時間約有

四百七十九年，自主前一○一五起，至主前五三六年止。  

【本書的重要性】 

（一） 本書記載大衛王室的歷史，乃是從所羅門，和南北國分裂之後的羅波安起，一直到被擄的西底家為

止，除了其中的復興及改革外，以色列百姓對神的關係是每況愈下，而最後被神離棄，以被擄告

終。因此，任何人若想要從神的看法來解釋猶大國盛衰的原因(代下七 14，十五 2)，和深入了解神

如何管教和審判祂子民的背道，與神的揀選和保守，就必須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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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書始終不離聖殿，以建造聖殿起，以焚毀聖殿終。因猶大國離棄神，而在聖殿中的事奉也淪為儀

文形式，於是神不能從他們中間得著真實的敬拜，只好離他們而去，而讓聖殿被焚燒。因此，閱讀

本書，幫助我們明白為何本書被稱為「猶大國聖殿之滄桑史」。 

（三） 我們可以從猶大王活生生的歷史和拜偶像的悲慘結局中，汲取不改變的屬靈法則──尋求和順服神

的結果就是祝福和得勝；反之就是咒詛和失敗。因此，任何人若想要過著討神喜悅的生活，而成為

一個合乎神心意的事奉者，就必須尋求、信靠、事奉和愛主。 

（四） 本書記載猶大國分裂後的五次大復興和四次蒙神的拯救。因此，藉此鼓勵我們要聆聽神的聲音，除

去生命中的一切偶像，單單事奉和愛祂，並領受祂的救贖與醫治，以致使我們蒙恩復興，必能在失

敗的逆境中，過得勝的生活。 

【如何研讀《歷代志下》？】 

（一）請把本書先讀一遍至兩遍，明瞭本書所記載所羅門和南北國分裂之後的猶大國列王的復興和衰落歷

史，並深入默想其屬靈的原因和解釋。 

（二）詳細查考本書主要人物的生平，所羅門、羅波安、亞撒、約沙法、約蘭、約阿施、烏西雅(亞撒利

雅)、亞哈斯、希西家、瑪拿西、約西亞、約雅敬、西底家等等。他們對神的態度，他們蒙恩的經

過，他們的結局，他們得勝或失敗的關鍵，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細讀的。 

（三）本書與《列王紀上、下》都是長篇的歷史記實。若前後對讀，必能通曉猶大國的興亡史。《列王

紀》是記載猶大和以色列兩國的歷史，而《歷代志》專門記載猶大國的歷史。《列王紀》往往只講

事實，不講原因，而《歷代志》卻記其然，同時也記其所以然。 

（四）同時，為了加深對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解，學習熟練地掌握下列四個問題及其答案。 

(1) 《歷代志下》是怎樣分段的？本書的中心思想是什麼？主要事實和人物是什麼？ 

(2) 本書為何刻意突出所羅門建殿的事情？所羅門有甚麼優越的地方，而蒙神揀選與蒙神賜福？

他有甚麼失敗要我們鑑戒的？ 

(3) 試用圖表列出猶大列王的名字，和他們的善行或惡行，以及他們與聖殿和敬拜之關係。 

(4) 試述書中所記猶大國大復興的重要事蹟。我們從亞撒、約沙法、約阿施、希西家及約西亞等

身上可以學到什麼功課？ 

【本書鑰節】 

【代下五 13下～14】「那時，耶和華的殿有雲充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

神的殿。」本書從祭司的角度突出聖殿的重要性，以建造聖殿起，而以焚毀聖殿終。代下五章 13下～14

節這一段經文指出所羅門建造聖殿之後，神藉雲般的榮光讓人看見祂悅納所羅門所作的，並且祂同在的榮

光充滿了聖殿。可惜以後，許多君王不尊重聖殿，崇拜偶像，甚至污穢了聖殿，而使聖殿被巴比倫用火焚

燒。這就是《歷代志下》解釋一個王是善的而被神悅納，或著是惡的而被神厭棄；乃是取決於他們與神的

關係及對聖殿的態度。 

【代下七 14】「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

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本節可以作為整卷書的金句，說明凡要得著神祝福的人，絕對要履

行的條件就是：(1)謙卑，而降服在神的主權下；(2)向神禱告，而求祂赦免；(3)尋求神的面，而進入祂

的同在；和(4)真誠悔改，而轉離惡行。請切記，不管我們的光景如何，只要依照這四個步驟去行，神的

應許必然實現。因祂樂意向我們施恩賜福。 

【代下十五 2】「你們若順從耶和華，耶和華必與你們同在；你們若尋求祂，就必尋見；你們若離棄祂，

祂必離棄你們。」本節也是本書的基調，指出神與人的關係：順從耶和華則帶來祂的同在；尋求神則必得

著祂的引導和賜福；反之，就是被神離棄。 

【代下三十六 23】「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

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願耶和華他的神與他同在。』」這是一幅激勵

人的情景！《歷代志下》並不是結束於咒詛的光景，而是祝福的開始。本書幫助我們明白整個以色列民族

被擄的真正原因，也認識他們歸回的目的──重新為神建造聖所，而得著神同在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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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鑰字】「尋求」(代下七 14)──此字在本書共出現 23次，希伯來文意及尋求，需求，渴求，堅

求，要求。本書指出人若「尋求」耶和華，祂必會垂顧與賜福；反之，人若不「尋求」耶和華，則被祂捨

棄與不顧。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撒上二

30) 。 

【本書簡介】本書乃詮釋猶大國之悲慘史，以所羅門國家興盛，建造聖殿開始，而以聖殿被焚，亡國被擄

終，幸以古列王的詔書──「為祂建造殿宇」，而有了回國重建聖殿和家園的希望。本書記載猶大國從歷

史所羅門和南北國分裂之後的猶大國列王的事蹟。猶大國列王共有十九個王，當中有七個像大衛的好王；

十個像以色列或耶羅波安的惡王；兩個由好變惡的王──所羅門和約阿施。本書主要突顯的是他們是否看

重或忽視聖殿及對神敬拜的關係，就可以看出猶大國之盛衰。猶大國家興亡的主因，全在乎猶大列王和百

姓對神之態度而定。 

【本書大綱】本書共三十六章，根據書中所敘述內容，可分為兩大段落如下： 

(一) 所羅門王歷史 (一～九章) ──國家興盛，神榮美充滿聖殿；  

(二) 猶大列王歷史 (十～三十六章) ──王國分裂，棄神而六次衰敗，聖殿被焚，國亡民被擄。 

【本書內容摘要】 

（一）所羅門王歷史(代下一～九章)歷代志下對所羅門的記載是直接延續大衛的記載，一章和九章略記所

羅門國位鞏固與國富民強，而在二至八章大幅記述所羅門建殿事蹟。其中包括籌備，開工，花大量

人力物力，七年之久把華美輝煌之聖殿建成。聖殿竣工後，有集會，所羅門招聚百姓祈禱讚美神，

並且有神的榮光充滿聖殿。八章後半記載在殿中服侍之人班次的安排。作者絕不高舉所羅門，也不

說他晚年罪行，因重點不在他，乃在聖殿和對神的敬拜。 

（二）猶大列王歷史(代下十～三十六章)代下後半段記載猶大列王歷史，重心放在祭司和利未人所扮演的

角色。期間猶大國有六次興衰，直至被擄，國家滅亡始於信仰失敗。列王簡述如下表： 

興衰循環 國君 善行/惡行摘要 

循環 經文   

 第一次 10～20章   

  10～12章 (1)羅波安 1.使國分裂；2.拜像行惡；3.聖器被擄 

一  13章 (2)亞比雅 1.昏庸無道；2.敗中求勝 

 善君 14～16章 (3)亞撤 1.復興宗教；2.平定國家 

  17～20章 (4)約沙法 1.戰前祈禱；2.戰時祈禱 

 第二次 21～24章   

  21章 (5)約蘭 1.心腸毒辣；2.崇拜偶像；3.拒以利亞 

二  22章 (6)亞哈謝 1.行亞哈之惡 

  23章 (7)亞他利雅 1.殺戮王室；2.建巴力廟 

 善君 24章 (8)約阿施 1.重修聖殿；2.毀巴力廟 

 第三次 25～27章   

三 惡君 25章 (9)亞瑪謝 1.初行正事；2.後拜偶像；3.向北挑戰 

 善君 26章 (10)烏西雅 1.虔誠為始；2.僭越聖職 

  27章 (11)約坦 1.行神正；2.不入神殿 

 第四次 28～32章   

四 惡君 28章 (12)亞哈斯 1.敬拜偶像；2.焚獻子女；3.兵連禍結 

 善君 29～32章 (13)希西家 1.潔淨聖殿；2.諭民遵守；3.盡除偶像 

 第五次 33～35章   

 惡君 33章上 (14)瑪拿西 1.復拜偶像；2.行邪交鬼 

五  33章下 (15)亞們 1.學效乃父；2.越犯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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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君 34～35章 (16)約西亞 1.盡除偶像；2.詔諭律法 

 第六次 36章   

 惡君 三十六 1～4 (17)約哈斯 1.作王三月；2.被埃及廢 

  三十六 5～8 (18)約雅敬 1.行神憎事；2.反耶利米 

  三十六 9～10 (19)約雅斤 1.在位三月；2.靠人棄神 

  三十六 11～16 (20)西底家 1.硬心逆神；2.反耶利米 

  三十六 17～21 國亡被擄  

作者在最後一章歸納猶大滅亡原因：王不服先知而行惡，百姓與首領污穢神的殿，並且不守摩西律法。

人的國雖亡，惟神的心意不改變，他藉古列王詔告天下，使猶大人返歸故土，為叫神的子民重建聖殿，

恢復正常的信仰，帶進神的同在。 

【本書特點】 
（一）本書的性質和歷代誌上一樣， 仍是以神的看法和話語來解釋歷史，所以對同一件事，列王紀往往

只講事實，不講原因，而歷代誌卻記其然同時也記其所以然。例如：  

(1)列王紀上七 8 說所羅門為法老女兒建造一宮；但代下說這宮並不是建在耶路撒冷，因她是法老

的女兒，拜外邦偶像，不可住在聖城裡。  

(2)王上告訴我們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因政治的緣故鑄造了偶像，又擅自設立祭司和節期等等(王上

十二 25～33)。可是歷代誌下指出他除了上述許多罪行外，還公開拜鬼魔(代下十一 15)，以致

神對他的忿怒無法止息。 

(3)瑪拿西在列王紀中是最壞的一位王(王下二十一 1～18)，但卻是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共 55 

年)，並且安然死去，令人憤憤不平；歷代誌下便指出原因，他雖因所行惡而被擄至巴比倫，後

來卻因悔改並求告神，得以歸回耶路撒冷，重登國位(代下三十三 9～20)。因此解經家稱他是

「舊約的浪子」。 

(4)除外還有：好王亞撒腳病不治的原因(十六 10，12)；好王約阿施和亞瑪謝何以被殺(二十四 17

～27；二十五 14～16；27)；好王烏西雅何以長大麻風(二十六 16～23) 等等，在列王紀中沒有

提起，在歷代誌中卻都說得相當詳細。 

（二）本書記載猶大國在分裂後有五次的大復興： 

(1)亞撒作王年間，帶進猶大國第一首復興(十四～十六章) ──他效法他祖大衛行善，除拜偶像的

風氣和丘壇；藉著先知亞撒利雅的鼓勵，更新了與耶和華所立的約；並倚靠神勝古實王謝拉的

百萬大軍。 

(2)約沙法作王年間，為猶大國帶進第二次復興(十七，十九，二十章)──他高興遵行耶和華的

道；陣前讚美大勝三聯軍。 

(3)約阿施作王年間，為猶大國帶進第三次復興(二十三，二十四 1～16) ──他得耶何耶大庇護，

七歲登基，行神看為正的事；下令重修聖殿；在耶何耶大輔導下。 

(4)希西家作王年間，帶進猶大國第四次復興(二十九～三十一章)──他效法大衛行正事，修殿守

節，靠神擊退西拿基立大軍。 

(5)在約西亞作王年間，帶進猶大國第五次復興(三十四～三十五章)──他效法大衛行神看為正的

事；因神的話動了敬畏的心。修葺聖殿，偕眾民在神前立約，並在以色列全境毀壞、污穢所羅

門王及諸王留下的邱坦偶像；且在耶路撒冷守空前盛大的逾越節。 

（三）本書也記載神四次的大拯救： 

(1) 亞比雅脫離雅羅波安的手(十三 13～20)； 

(2) 亞撒脫離古實王的手(十四 1～15) ； 

(3) 約沙法脫離摩押等的手(二十 13～30)； 

(4) 希西家脫離亞述王的手(三十二 20～23)。 

萬軍之耶和華為依靠祂、尋求祂的子民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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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下十八章十八至二十二節和王上二十二章十九至二十三節都記載先知米該雅所看見的异象，往往

使一般初讀聖經者詫异，甚至怀疑：聖洁的神面前何以有邪靈？信實的神何以有分于謊言？原來： 

(1) 這謊言的靈并不是屬神的，顯然是撒但自己或是他的使者，因為「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

謊之人的父」(約八 44)。自從「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這位天使長墮落為撒但之後 (賽十

四 12～15) ，他仍是常常來到「聚會的山上」，在神面前控告聖徒。(伯一 6～12，二 1～6，

亞三 1～3，啟十二 10。)不只他自己，他還帶他的使者來到神面前，直等到有一天「在天上

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龍爭戰；龍也同它的使者去爭戰；并沒有得胜，天上再沒

有他們的地方」(啟十二 7～8)。所以這謊言的靈不是屬神的，乃是撒但或是屬撒但的邪靈。

撒上十六章十四節：「耶和華的靈离開掃羅，有惡魔從耶和華那里來擾亂他。」這里的惡魔

也是屬撒但的，因為得了耶和華的許可而來擾亂那背道的王。 

(2) 神勸導人有一個原則，就是盡每一個可能把真理告訴人；可是人如果不信真理，倒喜愛不

義，「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帖後二 10～12，結十四 1～5)。撒

但是巴不得亞哈和約沙法帶著軍隊上陣，好使人類自相殘殺，結果有更多的靈魂斷送到地獄

中，所以他就使用假先知說謊言的方法來欺哄亞哈。神許可這件事，因為亞哈王曾多次見到

神的作為(王上十八)，曾多次蒙神拯救脫离仇敵的手(王上二十)，但他仍棄絕神，喜愛不

義。神任憑他信從虛謊，可是祂還打發先知米該雅，把謊言的靈如何進入假先知的口，和爭

戰的結局亞哈必定陣亡的事說出，向亞哈作一最後的忠告。所以神不只無分于假先知的說謊

言，相反的，祂是盡最後的可能來阻止亞哈信從謊言。 

【默想】 

 「一卷悲慘史，以所羅門的尊大榮華始，而以亡國被擄終，幸以古列王的諭給點希望。」──史考基 

 「我們在這卷書裡看到神從管教變為審判時的作為。」──赫德寧 

 「在那漫長的歷史裡，你能看見人的失敗和神的信實。總共有五次復興或是改革，在那些期間，似乎

百姓們回轉歸向了神。他們開始整修並重建神的家。他們開始守逾越節，律法和摩西的律例。但是很

可惜的，這些復興從未持續長久。即使在復興的時期，那復興者也變得冷淡了。有一次又一次的復

興，但最後仍是毀滅。然而感謝神，仍有恢復的應許。」──江守道 

【禱告】親愛的天父！為著《列王紀下》我們感謝祢！親愛的天父，求袮賜下復興，吸引袮的兒女歸向

袮。主阿，袮知道我們是何等的軟弱，是何等的需要袮的恩典；求袮保守我們活在袮的旨意中，過著討袮

喜悅的生活。 

【詩歌】我無能力，我的主(《聖徒詩歌》447首；《選本詩歌》248首) 

一  我無能力，我的主，無法孤獨、孤獨的站立；我的軟弱成祝福，如果完全、完全倚靠袮。 

(副) 每一點，每一天，我是一樣需恩典；我仍一樣是無倚，求袮更多、更多顯自己。 

二  我的路途真孤苦，時常疲倦、疲倦不唱詩；我不認識我路途，袮能使我、使我不迷失。 

三  我的感覺常改變，一切可厭、可厭無價值；當我眼睛看不見，正是我主、我主最近時。 

四  我是孤單，我的主，不易喜樂、喜樂並忍耐；若無甘甜的眷顧，和袮祕密、祕密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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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大綱】 

  國位 國權堅固  1 聯 

所   籌備 2  合 

 1  開工 3～4 2 王 

羅  聖 竣工 5  國 

 ～  獻殿禮 6～7 ～ 時 

門 

 

 

9 

 

殿 

造宮 

(與殿比較) 

8上  

8 

之 

所 

王 

 

  戰綪 

(與大衛比較) 

8下中  羅 

門 

朝   定侍殿班次 8下  王 

  國富 國泰民安  9 國 

  王國分裂 近因 10上 10  

   後果 10下   

   羅波安 11～12   

   亞比雅 13   

   亞撒 14～16   

  王 約沙法 17～20   

   約蘭 21  分 

猶   亞哈謝 22  裂 

   亞他利雅 23  王 

大 10 國 約阿施 24 11 國 

   阿瑪謝 25  時 

諸 ～  烏西雅 26 ～ 之 

   約坦 27  猶 

王 36 興 亞哈斯 28 36上 大 

   希西家 29～32  王 

朝   瑪拿西 33上  國 

   亞們 33下   

  衰 約西亞 34～35   

   約哈斯 36上(1)   

   約雅敬 36上(2)   

   約雅斤 36上(3)   

   西底家 36上(4)   

  王國滅亡 被擄 36下(1) 36下  

   被放 36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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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的生平在《列王紀上》和《歷代志下》裡占了 20章，其中有整整 10章是寫聖殿的興建。下面二表

關於)所羅門記載，乃取自史考基「聖經救贖史劇綜覽」，我們十分推薦本書。 

(1)所羅門的記事只記在《列王紀上》裡 

—1～4 

—5～27 

—28～53 

二 1～9 

二 13～46 

三 1～3 

三 16～28 

四 1～34 

十─1～8 

十一 9～40 

大衛年紀老邁 

亞多尼雅叛變 

大衛宣吿所羅門接其王位 

大衛對所羅門的訓示 

叛變者受審判 

所羅門娶法老女兒為妻 

所羅門的智慧受考驗 

所羅門的王國及其組織 

所羅門娶多妻和拜偶像 

危機四伏（耶和華怒斥所羅門所行） 

(2)所羅門的記事同時記載在《列王紀》和《歷代志》裡 

《列王紀上》 《歷代志下》 記事 

二 10～12 

二 4～6 

三 4～15 

 

五章 

六章 

 

七章 

 

 

 

八章 

九 1～9 

九 10～28 

十 1～13 

十 14～29 

 

十 一 4 1 ～ 4 3  

上二十九 23～30 

下一 1 

—2～13 

 

二章 

三 1～14 

四 9 

三 15～17 

四 1～8 

四 10～22 

五 1 

五 2至七 10 

七 11～22 

八章 

九 1～12 

—14～17 

九 13～28 

九 29～31 

所羅門繼位 

所羅門奠立基業 

基遍盛會 

所羅門的夢 

所羅門與希蘭 

建聖殿 

 

所羅門的其他建築 

 

 

 

獻殿儀式，約櫃入殿 

神向所羅門第 2次顯現 

所羅門建邑和對外貿易 

示巴女王 

所羅門的財富 

 

所羅門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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