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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课 讲稿 

在每一个世代，世人都尊敬和听从他们认为有智慧的人。人们认为智慧是一种宝贵的

美德。同样，没有人希望同辈或其他人认为自己是傻瓜，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因为世上

存在着罪，真智慧被扭曲了。保罗说，上帝的智慧是真智慧，但世人却认为上帝的智慧是

愚拙；他还说，必须揭露世人的假智慧，那样的智慧其实是愚拙。当圣经使用“愚顽人”

这个词的时候，那不是在叫人的名字。“愚昧”描述的是不敬畏上帝、不顺服上帝圣言之

人的特征和本性。那么，什么是真智慧？智慧与敬畏上帝有什么关系？上帝在这一切中赋

予了所罗门什么职责？最有智慧的人怎么会生出了愚蠢的儿子？所罗门从什么时候起从智

慧转向了愚蠢？给以色列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所罗门与基督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基督是

存满上帝智慧的真正宝库？如今当代基督徒应当转向哪里去学习上帝的智慧？ 

圣经把所罗门描述为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最有智慧的人。这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如今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所罗门”这个名字是“智慧”的同义词。智慧使所

罗门名扬天下，吸引了全世界的人，但他身上并没有体现出完美的智慧。他从智慧的巅峰

跌入了愚昧的深渊之中。我们将会探讨上帝在所罗门作王期间显明的一些神学。首先，我

们来探讨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以色列的荣耀在大卫作王期间得到了稳固，在他的儿子所

罗门作王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 12 章 24-25 节中读到，上帝

 
本课主题: 

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藏在基督里面，基督是上帝的智慧。 
 

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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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太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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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给所罗门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意思是“耶和华所爱的”。当然，“所罗门”这个名字

自身的意思是“平安”。在《历代志上》第 22 章 8 节中，上帝应许大卫说：“我必使他安

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

泰。”大卫是个战士，所罗门的一生却享受了平安的果子。上帝也赐予了以色列人无比伦

比的兴盛。以色列的平安和兴盛在所罗门治下达到了顶峰，以色列历史上再也见不到这样

的时期了。从《列王纪上》第 2 章 2 节开始，大卫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吩咐所罗门要坚守上

帝的约，倚靠上帝的应许，遵守上帝的律法。你们在那段经文中要注意到大卫如何把摩西

之约和大卫之约联系在一起，把它们作为同一个恩典之约的两个方面。 

我们在这一系列课程中已经认识到，不可测度的上帝的那些作为不仅仅是历史事件。

我们必须把敬虔和不敬虔的例子、祝福和咒诅的例子与上帝对于将来的计划联系起来，它

们在上帝展开祂宏伟的救赎计划的过程中象征基督或为基督作见证。唉，所罗门开端很好，

但结局可悲。他刚开始时大有智慧，最后却变得愚昧了。在所罗门之前的有些人，也以智

慧著称，比如约书亚（申 34:9）和大卫自己（撒下 14:20），但圣经更注重把合乎圣经的

智慧与所罗门联系起来，胜过把真智慧与以色列历史上的任何人联系起来。在《列王纪上》

第 3 章中，我们读到上帝说所罗门无论想要什么都可以赐给他时，所罗门求上帝赐给他智

慧。上帝赐给了所罗门超过世上所有人的智慧，如我所说，这使他名扬天下。我们在《列

王纪上》第 4 章 30-34 节中读到：“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稍

后经上又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示巴女王就是

被大卫的智慧所吸引的一个例子，她所看到的远超过她所期望的。上帝让所罗门作王，是

为了让他影响列国，但很快列国就开始影响他了。 

尽管所罗门有一个美好的开端，但他后来却屈服于试探，背离了上帝的律法和祂的约

的命令。他娶了许多外邦女子为妻，违犯了上帝的禁令。这些妻子带来了邪恶的影响，导

致所罗门拜偶像，正如上帝在《申命记》第 7 章 3-4 节中所警告的。《列王纪上》第 11 章

1-6 节中描述了这一切，虽然这段经文有点长，但值得我们读一读，听一听。经上说：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

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

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

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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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上帝。 

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

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对于所罗门拜偶像，耶和华的反应是

大大发怒，宣告了一个审判，也就是说，上帝将要撕裂他的国度，把他国的大部分给别人。

然而，因为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的缘故，因为大卫忠心守约，上帝要把审判延迟到所罗门死

后；因为大卫和耶路撒冷的缘故，上帝还要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但所罗门的罪种

下了分裂的种子，在以色列的其余历史中结出了邪恶的果子。这为国度的分裂铺平了道路，

并在两个国家中都造成了拜偶像的后果，我们在第 18 课学习“国度”这个主题时将会探讨

这一点。现在我们专注于学习在关于所罗门作王的这部分经文中我们必须掌握的一些神学

主题。 

所以，第二，要学习的神学主题。首先，最显而易见的是智慧这个主题。现在我们知

道上帝自己是一切智慧的源头。这不仅仅是指祂拥有智慧和彰显了祂的智慧。祂就是智慧。

智慧是上帝的一个属性，是对于上帝之本质的描述。祂被描述为“独一全智的上帝”（罗

16:27），“我们的救主独一（智慧）的上帝”（犹 24）。在《以赛亚书》第 40 章 14 节

中，我们听到了这个问题：“祂与谁商议，谁教导祂，谁将公平的道路指示祂，又将知识

教训祂，将通达的道指教祂呢？”答案当然是“没有人”。没有可与上帝相比的。因为上

帝自己是智慧的，所以祂的话语也传达着智慧。你们要记得《申命记》第 4 章 6 节中说，

上帝的律法就是以色列的智慧。那里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

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圣

经通过对比的方式表明，人败坏的心中都是虚妄的思想，无知的心就昏昧了。如我们在

《罗马书》第 1 章中读到的：“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以赛亚书》第 55 章教导

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像天高过地一样。真智

慧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是以圣经中所显明的上帝的旨意为根基的。所以，智慧是从上帝的

角度看待事物，明白上帝的旨意，遵从上帝的圣言，是把圣经经文应用到生活中的实际领

域的能力。但智慧也是与约的教义联系在一起的。 

在《箴言》第 1-9 章中，藉着婚姻之约的语言把智慧拟人化了。她是智慧，向上帝的

百姓大声疾呼。智慧呼唤人要听从，不要拒绝。当注意到“智慧必入你心”时，经上说：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上帝的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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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 2:10,16-17）。请注意“离弃”和“忘了”这些词。这些是先知们经常使用的词汇。

背约就如同是卖淫或犯奸淫，这是我们在探讨先知时将要阐述的主题；但请注意，外女的

道路与智慧的女子形成对比，以这样的方式描述了她们的愚昧。请注意，如我们在《箴言》

第 7 章 27 节中所看到的，那样的道路通向阴间和死亡之宫。智慧是不忘记上帝的法则，谨

守上帝的诫命（箴 3:1）。请注意第 3 章 18 节，那里提到了生命树。这句话让我们回想到

了伊甸园，同时也展望天堂。还请注意，《希伯来书》第 12 章 5 节及以下的经文引用了

《箴言》第 3 章 11-12 节的内容，谈到了上帝出于爱的管教。你们知道，呼召人离弃愚昧

逃到智慧这里，就是呼召人遵守与上帝所立的约。所罗门当初因为选择了智慧而受到称赞，

但那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请注意《列王纪上》第 10 章 23-

25 节说：“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经上

接着说道：“他们各带贡物。”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上帝希望所罗门的智慧像光一样

照亮列国，列国都来看上帝的荣耀和祂律法的智慧。《诗篇》和先知书强调了上帝希望藉

着智慧这一恩赐吸引列国过来，同时也彰显祂的荣耀。上帝带领列国来认识祂，同时也聚

集了大量的资源，以之为祂百姓和国度的产业。列国进贡了大量的金钱，那些钱被用来建

造圣殿。事实上，以色列的财富远超过列国，以至于银子像大街上的石头一样普通，杯子

是用金子做的。 

另一个主题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你们多次在《箴言》中看到了这样

的话。神学家盖尔哈图斯﹒沃斯说：“在整个旧约圣经中，敬畏耶和华一直是真信仰的代

名词。”我们无论怎样强调圣经中所谈到的敬畏上帝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自始至终，这

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如约翰﹒默里教授所写的：“敬畏上帝是敬虔这一美德的灵

魂。”请看一看对于新约教会的描述，例如，《使徒行传》第 9 章 31 节是这样描述教会

的：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蔑视上帝的不悔罪之人满脸惧怕和惊恐的表情。毕竟，

上帝是烈火。但上帝的百姓对上帝怀着子女般的敬重、尊敬、信靠和敬畏之心。敬畏上帝

包括几件事。首先，敬畏上帝包括认识和看见上帝。若没有这两样，就不可能敬畏上帝。

其次，敬畏上帝包括感觉到上帝的同在，认识到上帝在看着我们的一切言行举止，无论我

们做什么，上帝都与我们同在。第三，敬畏上帝包括知晓祂在圣经中的要求。 

缺乏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是假宗教的记号。《罗马书》第 3 章 18 节说：“他们眼中不

怕上帝”，以此来描述不信之人；但另一方面，敬虔的惧怕能促使人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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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敬虔的惧怕能够促进圣洁的行为（林后 7:10）。敬虔的惧怕能激励人传福音（林后

5:11）。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能激励人满怀敬意地敬拜上帝。我们在《诗篇》中的多处地方

都歌唱了这一点，但你们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 12 章 28-29 节也能看到这一点。对上帝

的敬畏之心能够促使我们在自己的呼召中热切地追随基督。想一想《歌罗西书》第 3章 22-

23 节，那里告诉作仆人的行事时要怀着敬畏上帝之心，眼目要仰望基督，而不是看人。上

帝喜悦那些敬畏祂的人。在旧约的结尾处，我们在《玛拉基书》第 3 章 16 节中读到：“那

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祂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

思念祂名的人。” 

我也简要地阐述一下上帝的公义这个主题。这是在这个时期赐下的另一个关于上帝的

启示。为了简要起见，例如，请注意在《箴言》第 10-15 章这短短的六章里，提到了公义

54 次。真智慧与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调和在一起，产生出了福音的公义：顺服上帝的意念，

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最后，在这一点之下，我们应当简要地谈到所罗门的智慧书：《箴

言》、《传道书》和《雅歌》。《箴言》教导信徒藉着敬畏上帝之心认识上帝的智慧，提

供了关于敬虔生活的实际指导。它阐明了上帝要求人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也要遵行祂的旨

意。敬畏上帝是整卷书的根基。这卷书在开篇时和结尾时都谈到了敬畏上帝（箴 1:7 和

31:30）。智慧显然是其中重要的主题，但箴言的根源是上帝的道德律。《箴言》解释了

道德律并把它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传道书》阐明了不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是多么愚昧和虚妄。这卷书以对比的形式教

导和劝说我们要接受上帝的智慧，这智慧是以敬畏上帝和祂的律法为根基的。这卷书的结

论证明了这一点。《传道书》第 12 章 13 节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

谨守祂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第三，我们还看到了《雅歌》这卷书。这是一本无比宝贵的书，历史上所有改革宗的

作者都称赞它是关于新妇教会和她的新郎基督之间关系的优美描述。如果你们对这一点还

不熟悉，那么你们需要专心学习这卷非常重要的书。用婚姻关系来描述上帝与祂百姓之间

的约的关系，可见于整个旧约圣经之中。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经文，例如，在先知书

中；而且这样的描述沿用到了新约之中。我们可以想一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 5 章中的

话，或者《启示录》中把教会描述为基督的新妇。这卷书唤起了人的热情，激励人怀着强

烈的热心和圣洁的忌邪之心跟从基督，寻求基督，倚靠基督。只有基督徒可以这样谈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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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良人属我，我也属祂。”《雅歌》不仅仅是关于人类之间的爱和婚姻的浪漫故事。

它教导我们要对属天的丈夫怀着忠贞之爱，那是真智慧。 

第三，在我们的最后一个要点中，我们需要探讨所罗门作王期间预表的哪些事在新约

中实现了。我们发现新约中的实现有两类。第一，与主耶稣基督有关的。虽然智慧是所罗

门的荣耀，但上帝的真智慧并没有在所罗门身上充分体现出来，因为他后来转回愚昧之中

了。智慧在基督身上显著地展现出来了。祂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位。在这一系列课程的第

一课结尾时，我们讨论了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之间的交往。我们在《马太福音》第 12章 42

节中读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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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看到这指向的是基督至高的

荣耀，所有看到祂的人都要屏住呼吸。《以赛亚书》第 11 章 1-3 节早已预言了基督的智

慧，你们应当读一读那段经文，它在基督到来时应验了（路 2:40）。基督被描述为“上帝

的智慧”。祂是上帝的智慧（林前 1:24），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发现了智慧的宝库。

《歌罗西书》第 2 章 3 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祂（基督）里面藏着。” 

第二类是新约中与基督徒有关的实现。实际上，世人的假智慧是愚拙。《哥林多前书》

第 1 章 20 节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

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当代基督徒仍然面对着世界和上帝的圣言之间彼此对立的要求。

《雅各书》第 3 章 15 节及以下的经文对比了属世的智慧和从上头来的智慧；属世的智慧被

描述为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和平的，等等。信徒唯独

在基督里才能找到真智慧。我们学习基督的圣言来获得智慧。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 3

章 15 节中对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

的智慧。”在圣经中，我们学到了关于基督和福音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第 1 章 7 节

及以下的经文中教导说，传福音和传讲十字架被世人当作愚拙的道理，但那却是上帝的真

智慧。当代信徒继续仰望基督来学习带领人得救的福音的智慧。救恩的果子包括怀着敬畏

上帝之心行事为人，遵照上帝的律法生活，持守上帝的约。所以《罗马书》第 12 章 2 节

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

喜悦的旨意。” 

总之，所罗门作王这件事教导了我们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藏在基督里面，祂本身

就是上帝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主要表现在他所做的那件最重要的工作上，即为上帝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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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了一座圣殿。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神殿所包含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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