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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箴言與傳道書
註釋：《先知與君王》第5章

所羅門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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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

聚光燈

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

“所羅門從他自己痛苦的經驗中，得知一個在屬世事
物中追求幸福人生的虛空…但主還沒有丟棄他。只藉著
責備的教訓和嚴厲的懲罰，設法使王看出自己行為的罪
惡。”（《先知與君王》第5章，第6，7段）

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

“所羅門的悔改固然是真誠的；但他那行惡榜樣所造
成的傷害，卻無法抵銷…王雖然承認了自己的罪，並為遺
澤後代而留下他愚妄和悔改的記錄，但他總不能希望完全
抹殺他錯行的不良影響。”（《先知與君王》第5章，第
25段）

（傳12:1）

曾臨近之先，當紀念造你
的主。”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許多善事。”
（傳9:18）

請列出你認為人們覺得認罪悔改很難的種種原因，
從1（最重要的原因）到10（最不重要的原因）
排列。
_____他們認為自己不可能停止犯罪。
_____他們害怕別人會怎麼看他。
_____他們總是因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存有
負罪感。
_____他們不想有羞辱的感覺。
_____他們害怕別人認為自己是假冒
偽善。
_____他們害怕刑罰。
“上帝賜給所羅門極
_____他們認為聖經並沒有如此強
大的智慧聰明和廣大的心，
調認罪與悔改。
_____他們不想放棄自己犯罪的
如同海沙不可測量。所羅門
行為。
的智慧超過東方人和埃及人
你認為下列人物中哪一個是最
的一切智慧。”
驕傲的？為甚麼？
_____喬希在不停的炫耀他新
（王上4:29,30）
買的電子玩具。
_____當一個漂亮的女孩從身
“我心裏說：“來吧，我
邊走過之時，勞倫斯就
不理睬自己的朋友了。
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
_____你們的牧師不聽取教會
誰知，這也是虛空。”
信徒的回饋意見。
_____瑞貝卡不斷提醒你她獲
（傳2:1）
得了4.0的年級平均成績。
_____貝尼托總是欺負宿舍裏的
“所羅門王的財寶與智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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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你知道

慧勝過天下的列王。普天下
的王都求見所羅門，要聽上
帝賜給他智慧的話。”
（王上10:23,24）

1842年，第一個浴缸被
指責為“奢侈而民主
“智 慧 勝 過 打
的虛榮”。波士頓市
仗的兵器；但一
視沐浴為違法行為，
個罪人能敗壞
除非獲得醫生的處方才
可沐浴。在1843年，美
國費城訂立法規，從
11月1日到3月15日
是不可以沐浴的，否
則便被視為違法。
然而，有多少基督徒在屬靈
生活中也採納了類似的嚴禁沐浴
法規啊。我們中間很多人寧可忍受我們
那些未承認之罪的惡臭，也不願意來到上帝
面前得潔淨。

“我 見 日 光 之 下 有 一 件 禍
患，似乎出於掌權的錯誤，就是
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
位。”
（傳10:5,6）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
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
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
當紀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頭、
光明、月亮、星宿變為黑暗，雨
後雲彩反回，看守房屋的發顫，
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門關
閉，推磨的響聲微小，雀鳥一叫，
人就起來，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
人怕高處，路上有驚慌，杏樹開
花，蚱蜢成為重擔，人所願的也
都廢掉；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
弔喪的在街上往來。銀鏈折斷，
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損壞，水
輪在井口破爛，塵土仍歸於地，
靈仍歸於賜靈的上帝。
“傳 道 者 說 ： ‘虛 空 的 虛
空，凡事都是虛空。’”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
就是:敬畏上帝，謹守他的誡
命 ，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或
作:這是眾人的本分）。”
（傳12:1-8,13）

走出
故事

妙語連珠
“不要仗勢欺人，也不要因搶奪而驕傲；若財寶加增，
不要放在心上。”（詩62:10）
“行為純正的義人，他的子孫是有福的！”
（箴20:7）

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怎麼會犯這樣愚蠢的錯
誤呢？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
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太16:26）

倘若好萊塢要拍攝一部有關所羅門生平的電影，你認
為最好的影名應該是甚麼？

對我們來講，所羅門的悔改有哪些關於上帝的啟示？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
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象那些停
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
道（原文作看見）那日子臨近，就
更當如此。”
（來10:24,25）
“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
之前。心裏謙卑與窮乏人來往，
強如將擄物與驕傲人同分。”
（箴16:18,19）

有沒有可能像所羅門一樣成功，並且一直保持完全的謙卑和靠
賴上帝呢？加以解釋。

按照你個人的觀點，我們從所羅門的故事中所能學得的最重要
教訓是甚麼？

隨意從聖經箴言書中閱讀一段；然後用自己的話寫一段
箴言。

言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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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我們是甚麼狀況，藉
著悔改…我們乃是將自己的
生命向愛我們的那一位所賜
予的醫治、和好、恢復、以及
提拔的恩典敞開了。” ——路易
士•坎塞爾斯，國際聯合出版社，宗
教編輯。

“上帝絕不會將祂生命的種子種植在堅
硬而荒蕪的土地上。祂只將這種子撒給那
些受聖靈感動看出自己罪惡並痛悔之人，這樣
的土壤被悔改與喜樂的淚水所澆灌。”——埃倫•
瑞佩斯，二十世紀英國佈道家，牧師，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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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請通讀本週課程“你的看法”這
部分，然後認真思考以下的問題：

老年衰殘現象
A，視力下降

•哪一個比較容易——悔改錯行
還是隱藏錯行？為甚麼？
•上帝如何看待悔改的行為？
•悔改如何能使一個人更加靠近
上帝？
•為甚麼人們試圖隱藏錯行？
•不承認罪惡的危險是甚麼？
請將你在“你的看法”中的答案
與朋友們的答案進行對照並討論：

5，杏樹開花

E，動作緩慢，
力氣衰退

6，蚱蜢成為重擔，
人所願的也都廢掉

F，死亡

7，銀鏈折斷，
金罐破裂，
瓶子在泉旁損壞，
水輪在井口破爛，

G，頭髮變白

除了列表中所提到的原因之外，人
們不願意悔改的原因還有哪些？

2，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 B，聽力下降
3，雀鳥一叫，人就起來， C，恐懼症和偏
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
執狂
4，人怕高處，路上有驚慌 D，蛀牙，掉牙

1=D,2=A,3=B,4=C,5=G,6=E,7=F
請解釋驕傲與不願意認罪悔改之
間的聯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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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的話語
1，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在學生們所選擇的‘認罪悔改很
難的最重要原因’中，最普遍的
是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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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照表格上方的答案。
答案：

請復習有關所羅門尋求智慧、享
樂、以及財富的聖經經文。你認
為這些追求為甚麼沒有滿足所羅
門內心最深處的願望？
你認為現今哪些公眾人物最像所
羅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一
請復習本課的存心節。對於你來
講，‘紀念造你的主’意味著甚
麼？所羅門力勸你在年老之前要
‘紀念造你的主’。他在傳道書
12章中繼續生動而豐富的描寫了
老年的境況。將以下所羅門的話
與匹配的老年衰殘現象連線，然

星期二
本週課程的“聚光燈”這部分重
點講述了所羅門從自己痛苦的經
驗中，得知‘一個在屬世事物中
追求幸福人生的虛空’。祈求主
不要讓物質財富影響你。請詢問
一位成熟的基督徒如何才能不至
於因為追求財富而失去平衡。辨
別唯物主義福音向我們講話的途徑
（看板，電視，朋友，等等）。
請閱讀太6:24。想想看你在侍奉
哪個主？

我需要在所羅門生平故事的哪個
方面獲得最大的教訓？

星期五
在描述所羅門生平之時，懷愛倫
寫了這樣一段話：所羅門的一生
不但對於青年，就是對於成年和
日薄西山、風燭殘年的人，也充
滿了警戒。我們看到並聽人談到
青年時期的動搖性，──青年人
在善與惡之間徘徊不定，不易控
制邪情惡欲的潮流。但在一般老
成練達的人，我們總以為是不至
於動搖或背信的；我們期望他們
的品性該是穩健的，主義該是堅
定的。但事實並不一定如此…
“從這樣的例子中我們可以認定：
不拘老少，人的唯一保障乃在乎
儆醒禱告…，一個人可能已經享
有多年真基督徒的經驗，但他依
然是受撒但襲擊的目標。在應付
內心的罪惡和外來的試探時，連
聰明和剛強的所羅門也被擊敗了。
他的失敗教訓我們：不論一個人
的才智多麼卓越，不論他過去是
何等忠心地侍奉上帝，他若依靠
自己的智慧和正直，仍是絕不穩
妥的。”（《先知與君王》第5章，
第18，19段）
思考問題：
•我的品格處於甚麼情形？
•我是否每日都在警醒祈禱？
•我如何信靠上帝，而不是信靠
自己的聰明與正直？

星期三
請認真閱讀本週“妙語連珠”這
部分。在這些經文當中你會尋得
享有更美好人生的深奧原則。一
遍遍閱讀這些經文，直到你將它
們牢記於心。然後在今日就應用
這些經文，以此作為謙卑與上帝
同行的嘗試。

星期四
回顧所羅門的一生，然後自問：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本週閱讀*
《先知與君王》第5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訪問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堅持
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
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