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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班
歷代志上10-20章

2020年01月05日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讀經班金句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
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
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 Tim. 3:16-17, NIV）



讀經者的信念

1. 我相信聖經是神純全無誤的話語, 是基督徒信仰和
生活的最高準則

2. 我相信神會藉著聖經向他的兒女說話

3. 我相信一個人若是喜愛神的話語, 並且謹守遵行, 這
人便為有福

4. 我相信教會若要復興, 主的道必須先興旺



讀經者的禱告

1. 願主光照我, 使我明白聖經

2. 願主祝福我讀經的日子

3. 願主的道興旺



讀經班的要求

1.每日靈修

2.每次上課之前讀完10章聖經

3.參加隨堂測驗

4.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歷代志的作者與歷史背景

1. 作者：根據猶太人的傳統，歷代志是文士以斯拉於主
前450年左右所著。以斯拉是亞倫的後裔，出身於祭
司世家，以祭司的觀點寫了歷代志。

2. 歷史背景：猶太人於主前586年被巴比倫所亡，大部
分的民眾成為俘虜，被迫遠離故鄉。主前539年，曾
經不可一世的巴比倫竟被新興的波斯所亡。波斯王古
列對猶太人採取親善的政策，下詔准許猶太人回國重
建聖殿。

2/23/2014 Warren Wang



作者與歷史背景

2. 這些歸國的猶太人在幾經波折之後，於主前516年完
成了第二座聖殿的建造。可惜好景不常，歸國者的
愛心逐漸冷卻，聖殿逐漸荒無，聖殿的祭祀也荒廢
了。文士（通曉律法的人）於主前458回國，看到聖
殿荒涼的光景，至為痛心。以斯拉是亞倫的後裔，
具有祭司的身份，他為了讓那些歸國的猶太人瞭解
自己在歷史中的地位和責任，寫下了歷代志這本書，
使他們知道神與他們的列祖同在，如今仍然與他們
同在。

2/23/2014 Warren Wang



歷代志的主題

1. 主題：神的同在（以聖殿為代表）。

2. 主題經文：「現在我已選擇這殿，分別為聖，使我的名永在其中。
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裡。」（代下7:16）（參考經文：岀
25:8）

3. 金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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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7:14）

4. 結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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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36:23）

2/23/2014 Warren Wang



你若…..我就…..，倘若…..我就…..

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
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
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作以色列的王。

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事奉敬拜别神，我就
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
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

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
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事奉他，所以耶和华
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代下7：17-22）



歷代志大綱

1. 族譜，代上1-9章

2. 大衛世家 ，代上10-29章

3. 所羅門本紀，代下1-9章

4. 猶大列王列傳，代下10-36章

2/23/2014 Warren Wang



歷代志: 著眼於聖殿

1. 族譜(代上1-9)：聖殿相關之人

-以君王支派猶大和祭司支派利未為主

2. 大衛(代上10-29)：聖殿的預備期

3. 所羅門(代下1-9)：聖殿的建造期

4. 列王(代下10-36)：聖殿的使用期



大衛與聖殿

 11章：大衛攻取耶路撒冷（未來的聖殿所在地）

 13章：大衛運送約櫃（將來要放在聖殿的至聖所）

 14章：推羅王將香柏木運到大衛那裡（一開始是建皇宮，後來是建聖殿）

 15章：大衛將約櫃運送到耶路撒冷

 16章：利未人在約櫃前歌頌神

 17章：大衛有意為神建殿，神不許可，但卻指定他的子孫建殿

 18章：大衛將戰爭的勝利品獻給神

 21章：大衛因數點人數而認罪獻祭之處，就是未來聖殿的殿址

 22章：大衛預備建殿的材料，並囑咐所羅門為神建殿

 23-26章：在聖殿任職的利未人

 28章：大衛向會眾宣佈建造聖殿

 29章：會眾為建造聖殿而奉獻，大衛因此而稱頌神



一位領袖失敗的原因 (10章)

 掃羅失敗的原因 (代上10:13-14)

1. 因為他「干犯耶和華」（unfaithful to the LORD）

2. 因為他「沒有遵耶和華的命」（did not keep the word of 

the LORD）

3. 因為他「沒有求問耶和華」（did not seek the LORD）



全以色列擁護大衛為王：
幫助從何而來？ (11-12章)

 在大衛逃亡的期間, 不斷有人來投奔他, 成為他的幫助—這些
人是怎麼來的？

1. 耶和華妳的神也曾應許妳說，妳必牧養我的民以色列，作
以色列的君。（11：2）

2. 大衛啊，我們是歸於你的…因為你的神幫助你。（12:18）

3. 那時，天天有人來幫助大衛，以致成了大軍，如神的軍一
樣。（12:22）

4. 大衛日見強盛，因為耶和華萬軍之神與他同在。（11:9）

5. 他們就膏大衛作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華藉撒母耳所說的
話。（11:3）



神為何擊殺烏撒？ (13章)

大衛定都耶路撒冷之後, 要將神的約櫃運來, 沒想到在
搬運的途中岀了意外, 擔任車夫的烏撒因為用手扶約櫃, 
而被神擊殺.

約櫃沿革

烏撒事件的始末

失去敬畏之心以後的自然動作

神的聖潔不容侵犯



耶和华坚立大卫作以色列王（14章）

推罗王给大卫建造宫殿

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众子

大卫两败非利士人

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
（14：17）



米甲為何輕視大衛？ (15章)

耶和華的約櫃進了大衛城的時候，掃羅的女兒米甲從窗戶裡觀
看，見大衛王踴躍跳舞，心裡就輕視他.

米甲出以諷刺的口吻對大衛說：「以色列王今日在臣僕的婢女
眼前露體，如同一個輕賤人無恥露體一樣，有好大的榮耀啊！」
（撒下6:20）

大衛回答說:「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為輕賤。你所說的那些
婢女，她們倒要尊敬我。」（撒下6:22）

米甲輕視大衛的原因: 世俗的眼光



歷史上的第一個詩班:亞薩和他的弟兄 (16章)

 「那日，大衛初次藉亞薩和他的弟兄，以詩歌稱頌耶和華。」
（代上16:7）

1. 他們的事奉：稱頌耶和華
a. 頌揚（to commemorate, to cause to remember）：紀念神

b. 稱謝（to give thanks）

c. 讚美（to praise）

2. 他們的詩歌：大衛所做的一首長詩，共有29節（代上16:8-
36）。

3. 他們的樂器：

a. 絃樂器：鼓瑟，彈琴。

b. 管樂器：吹角，吹號。

c. 打擊樂器：敲鈸。



永恆的應許: 為大衛建立家室 (17章)

 神應許大衛，要為他「建立家室build a house for David」,

大衛的子孫將作王「直到永遠」 。「家室」不是指房子，而
是指「子孫後代」, 也就是「王朝」。

 大衛王朝連他在內只延續了二十一代，國家於主前586年亡
於巴比倫。

 舊約的兩大應許都應驗在耶穌基督身上:

1. 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2. 神對大衛的應許：你的子孫必作王，直到永遠



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之應驗

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
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
「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
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8,14,16）



神對大衛的應許之應驗

天使對她說：

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你要懷孕
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
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他要作雅各家
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路1:30-33）



大衛的武功 (18-20章)

 大衛是流人血的戰士, 所羅門是平安王. 大衛的文治
武功都盛極一時.

1. 治服非利士人

2. 摩押人歸順, 給大衛進貢

3. 打敗瑣巴王(敘利亞北部)

4. 戰勝亞蘭王

5. 以東人歸服

6. 打敗亞捫,亞蘭聯軍

7. 滅亡亞捫，打敗非利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