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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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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WLA Bible Reading Cla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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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班的金句



讀經者的信念

1. 我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是基督徒生活與信仰
的最高準則

2. 我相信神的話語是活潑常存的，神會藉著聖經
向他的兒女說話

3. 我相信一個人若喜愛並遵行神的話語，這人便
為有福



1. 本班是為已經信主受浸、有意研讀聖經的基督
徒所預備的

2. 上課之前讀完指定的經文（每週十章）

3. 有良好的學習態度，不遲到早退，不無精打采

4. 每次上課接受隨堂測驗（請勿看聖經）

讀經班的君子協定



歷代志下 4-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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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大綱

1. 族譜，代上1-9章

2. 大衛本紀，代上10-29章

3. 所羅門本紀，代下1-9章

4. 猶大列王本紀，代下10-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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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羅門建造聖殿

1. 時間: 主前966年, 所羅門在位第四年

2. 歷時: 七年六個月

3. 建築物:

a. 聖殿: 長90英呎, 寬30英呎, 高45英呎, 分為外殿
(聖所)與內殿(至聖所)

b. 內院

4. 材料: 黎巴嫩的香柏木, 山中的大石,精金



• 在耶路撒冷城內

• 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摩利亞山

• 就是大衛獻祭的阿珥楠禾場

建殿的地點



建殿的費用與工人

 建殿的費用

1. 建殿的經費: 來自眾人的奉獻

2. 建殿的材料: 來自平時的預備

 建殿的工人

1. 總工頭戶蘭的父親是外邦人，母親是以色列人

2. 工人之中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

 問題一: 教會建堂應當如何籌款?

 問題二: 不信主的人是否可以參與建堂?



聖殿模型



歷史上的三座聖殿

1. 所羅門聖殿

2. 所羅巴伯聖殿

3. 希律聖殿



聖經中的三種聖殿

1. 聖殿是耶穌

2. 聖殿是信徒

3. 聖殿是建築物



耶穌與聖殿

• 舊約是新約的影子，新約是舊約的彰顯。耶穌才
是真正的「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

• 1)耶穌是聖殿的本身：耶穌對猶太人說：「你們
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約2:19）

• 2)耶穌是聖殿的祭司：耶穌基督是我們升入高天，
慈悲忠信，滿有尊榮的大祭司（來2:17, 4:14）

• 3)耶穌是聖殿的祭物：耶穌是「神的羔羊，除去
世人罪孽的」（約1:29），他將自己「無瑕無疵
獻給神」，「用自己的血，一次進入聖所，成了
永遠贖罪的事」（來9:12-14）



聖殿是信徒

「信徒就是聖殿」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聖經真理

• 哥林多前書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
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
（林前6:19）

•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
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
的靈祭。」（彼前6:19）



神的帳幕在人間

1. 摩西會幕的至聖所（10肘x10肘x10肘）

2. 所羅門聖殿的至聖所（20肘x20肘x20肘）

3. 啟示錄的新耶路撒冷（4000里x4000里x4000里）

整個新耶路撒冷是一個至聖所，因為神與他們同
在



建造聖殿，先立根基

聖經中講到三次的建造，每次都是先立根基：

1. 所羅門建殿先立根基（代下3:3）

2. 所羅巴伯建殿先立根基（拉3:6-13）

3. 使徒建造教會先立根基，教會是真理的柱石與根
基（林前3:10-11; 提前3:15）

• 教會是神的家，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

• 1.提摩太前書說：「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
柱石和根基」（提前3:15）。

• 2.什麼是教會的柱石和根基？是真理，是神的話語。
歷史告訴我們，只蓋教堂，不在真理上造就信徒，
教會就會搖搖欲墜。在真理上造就信徒，就算沒有
美觀的教堂，教會仍舊屹立不倒。



萬民禱告的殿

• 天尚不足你居住，何況這殿呢?

• 這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 所羅門的兩句名言:
1.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 (代下6:36)

2.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沒有 (傳7:20)

• 求你垂聽，垂聽而赦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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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應神學RETRIBUTION THEOLOGY

祝福和咒詛的原則:

• 1.順服神得祝福(祝福是與神同在的後果)

• 2.違背神得咒詛(咒詛是與神隔離的後果)

兩種報應:

• 1.立即的報應immediate retribution

• 2.延遲的報應deferred retribution



• 在位17年
• 父親是所羅門, 母親是亞捫人拿瑪
• 採納少年人的的計謀, 加重人民的負擔, 引起王國的
分裂

• 分裂之初, 意欲攻打北國, 神人示瑪雅傳遞神的話語, 
阻止他攻打以色列國

• 因為北國的耶羅波安拜金牛犢, 不許利未人供祭司的
職分, 以色列全地的利未人撇棄產業來到耶路撒冷

• 羅波安國位堅立之後, 就離棄耶和華的律法
• 埃及王示撒攻取耶路撒冷, 奪取殿中的寶物和所羅門
所造的金盾牌, 羅波安造銅盾牌代替

• 先知士瑪雅傳遞神的話, 說：“好叫他們知道事奉我
與事奉外邦人有何分別.”

羅波安：心懷二意的危機（10-12章）



南北國對
峙時期



亞比央(亞比雅) （13章）

• 在位3年

• 父親是羅波安, 母親是押沙龍的女兒瑪迦

• 與北國耶羅波安交戰, 以少勝多, 他在世的時候, 
耶羅波安不再強盛

• 耶和華攻擊他,他就死了

• 亞比央行惡,如同他的父親,不像他祖大衛誠心順
服耶和華



亞比雅：成功的一戰, 失敗的一生

• 成功的一戰:

－四十萬勝過八十萬

－他們在戰場上呼求耶和華, 耶和華就使他們得勝

• 失敗的一生:

－亞比央行他父親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惡,他的心不
像他祖大衛的心誠誠實實地順服耶和華他的神。(王
上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