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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箴言与传道书
注释：《先知与君王》第5章

所罗门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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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

聚光灯

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

“所罗门从他自己痛苦的经验中，得知一个在属世事
物中追求幸福人生的虚空…但主还没有丢弃他。只借着
责备的教训和严厉的惩罚，设法使王看出自己行为的罪
恶。”（《先知与君王》第5章，第6，7段）

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

“所罗门的悔改固然是真诚的；但他那行恶榜样所造
成的伤害，却无法抵销…王虽然承认了自己的罪，并为遗
泽后代而留下他愚妄和悔改的记录，但他总不能希望完全
抹杀他错行的不良影响。”（《先知与君王》第5章，第
25段）

（传12:1）

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
的主。”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许多善事。”
（传9:18,）

请列出你认为人们觉得认罪悔改很难的种种原因，
从1（最重要的原因）到10（最不重要的原因）排
列。
_____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停止犯罪。
_____他们害怕别人会怎么看他。
_____他们总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存有
负罪感。
_____他们不想有羞辱的感觉。
_____他们害怕别人认为自己是假冒
伪善。
_____他们害怕刑罚。
“上帝赐给所罗门极
_____他们认为圣经并没有如此强
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
调认罪与悔改。
_____他们不想放弃自己犯罪的
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
行为。
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
你认为下列人物中哪一个是最骄
的一切智慧。”
傲的？为什么？
_____乔希在不停的炫耀他新
（王上4:29,30）
买的电子玩具。
_____当一个漂亮的女孩从身
“我心里说：“来吧，我
边走过之时，劳伦斯就
不理睬自己的朋友了。
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
_____你们的牧师不听取教会
谁知，这也是虚空。”
信徒的回馈意见。
_____瑞贝卡不断提醒你她获
（传2:1）
得了4.0的年级平均成绩。
_____贝尼托总是欺负宿舍里的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
同学。

走进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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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你知道

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
都求见所罗门，要听上帝
赐给他智慧的话。”
（王上10:23,24）

1842年，第一个浴缸被
“智慧胜过打
指责为“奢侈而民主
的虚荣”。波士顿市
仗的兵器；但一
视沐浴为违法行为，除
个罪人能败坏
非获得医生的处方才可
沐浴。在1843年，美国
费城订立法规，从11月
1日到3月15日是不
可以沐浴的，否则便
被视为违法。
然而，有多少基督徒在属灵
生活中也采纳了类似的严禁沐浴法
规啊。我们中间很多人宁可忍受我们那
些未承认之罪的恶臭，也不愿意来到上帝面
前得洁净。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
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
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
（传10:5,6）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
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
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
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
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
云彩反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
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
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
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
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
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
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
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
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
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
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
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作:这
是众人的本分）。”
（传12:1-8,13）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
不要放在心上。”（诗62:10）
“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箴20:7）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怎么会犯这样愚蠢的错
误呢？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
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太16:26）

倘若好莱坞要拍摄一部有关所罗门生平的电影，你认
为最好的影名应该是什么？

对我们来讲，所罗门的悔改有哪些关于上帝的启示？

“又 要 彼 此 相 顾 ， 激 发 爱 心 ， 勉 励
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象那
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原文作看见）那日子临
近，就更当如此。”
（来10:24,25）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
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
强如将掳物与骄傲人同分。”
（箴16:18,19）

有没有可能像所罗门一样成功，并且一直保持完全的谦卑和靠
赖上帝呢？加以解释。

按照你个人的观点，我们从所罗门的故事中所能学得的最重要
教训是什么？

随意从圣经箴言书中阅读一段；然后用自己的话写一段
箴言。

言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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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我们是什么状况，借
着悔改…我们乃是将自己的
生命向爱我们的那一位所赐
予的医治、和好、恢复、以及
提拔的恩典敞开了。” ——路易
士 •坎 塞 尔 斯 ，国 际 联 合 出 版 社 ， 宗
教编辑。

“上帝绝不会将祂生命的种子种植在坚
硬而荒芜的土地上。祂只将这种子撒给那
些受圣灵感动看出自己罪恶并痛悔之人，这样
的土壤被悔改与喜乐的泪水所浇灌。” ——埃伦•
瑞佩斯，二十世纪英国布道家，牧师，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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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请通读本周课程“你的看法”这
部分，然后认真思考以下的问题：
•哪一个比较容易——悔改错行
•还是隐藏错行？为什么？
•上帝如何看待悔改的行为？
•悔改如何能使一个人更加靠近
上帝？
•为什么人们试图隐藏错行？
•不承认罪恶的危险是什么？
请将你在“你的看法”中的答案与
朋友们的答案进行对照并讨论：
在学生们所选择的‘认罪悔改很
难的最重要原因’中，最普遍的
是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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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列表中所提到的原因之外，人
们不愿意悔改的原因还有哪些？
请解释骄傲与不愿意认罪悔改之
间的联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日
24

请复习有关所罗门寻求智慧、享
乐、以及财富的圣经经文。你认
为这些追求为什么没有满足所罗
门内心最深处的愿望？
你认为现今哪些公众人物最像所
罗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一
请复习本课的存心节。对于你来
讲，‘纪念造你的主’意味着什
么？所罗门力劝你在年老之前要
‘纪念造你的主’。他在传道书
12章中继续生动而丰富的描写了
老年的境况。将以下所罗门的话
与匹配的老年衰残现象连线，然

后对照表格上方的答案。
答案：
所罗门的话语
1，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老年衰残现象
A，视力下降

2，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 B，听力下降
3，雀鸟一叫，人就起来， C，恐惧症和
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
偏执狂
4，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 D，蛀牙，掉牙
5，杏树开花

E，动作缓慢，
力气衰退

6，蚱蜢成为重担，
人所愿的也都废掉

F，死亡

7，银链折断，
金罐破裂，
瓶子在泉旁损坏，
水轮在井口破烂，

G，头发变白

1=D,2=A,3=B,4=C,5=G,6=E,7=F

星期二
本周课程的“聚光灯”这部分重
点讲述了所罗门从自己痛苦的经
验中，得知‘一个在属世事物中
追求幸福人生的虚空’。祈求主
不要让物质财富影响你。请询问
一位成熟的基督徒如何才能不至
于因为追求财富而失去平衡。辨
别唯物主义福音向我们讲话的途
径（看板，电视，朋友，等等）。
请阅读太6:24。想想看你在侍奉
哪个主？

方面获得最大的教训？

星期五
在描述所罗门生平之时，怀爱伦
写了这样一段话：所罗门的一生
不但对于青年，就是对于成年和
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人，也充
满了警戒。我们看到并听人谈到
青年时期的动摇性，──青年人
在善与恶之间徘徊不定，不易控
制邪情恶欲的潮流。但在一般老
成练达的人，我们总以为是不至
于动摇或背信的；我们期望他们
的品性该是稳健的，主义该是坚
定的。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
“从这样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认定：
不拘老少，人的唯一保障乃在乎
儆醒祷告…，一个人可能已经享
有多年真基督徒的经验，但他依
然是受撒但袭击的目标。在应付
内心的罪恶和外来的试探时，连
聪明和刚强的所罗门也被击败了。
他的失败教训我们：不论一个人
的才智多么卓越，不论他过去是
何等忠心地侍奉上帝，他若依靠
自己的智慧和正直，仍是绝不稳
妥的。”（《先知与君王》第5章，
第18，19段）
思考问题：
•我的品格处于什么情形？
•我是否每日都在警醒祈祷？
•我如何信靠上帝，而不是信靠
自己的聪明与正直？

星期三
请认真阅读本周“妙语连珠”这
部分。在这些经文当中你会寻得
享有更美好人生的深奥原则。一
遍遍阅读这些经文，直到你将它
们牢记于心。然后在今日就应用
这些经文，以此作为谦卑与上帝
同行的尝试。

本周阅读*

星期四

《先知与君王》第5章。

回顾所罗门的一生，然后自问：
我需要在所罗门生平故事的哪个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访问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坚持
这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
完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