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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2013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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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013 Warren Wang

讀經者的信念

•我相信聖經是神

的話語，是基督

徒生活與信仰的

最高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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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一個人若

喜愛並遵行神的

話語，這人便為

有福。



11/3/2013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要求

•本班是為已經信主受浸、有意

研讀聖經的基督徒所預備的。


•各人在每次上課之前必須已經

讀完指定的經文（每週十

章）。


•每次上課接受隨堂測驗。


•不遲到早退，有良好的學習態

度。



11/3/2013 Warren Wang

配合讀經的主⽇學

•配讀經期間，每週舉行「讀

經班主日學」，每次上課一

小時。


•上課的內容是講解上週所讀

過的十章聖經，以求瞭解每

本書的主旨和重點。


•上課的人必須是基督徒，並

且每週按照進度讀經。



11/3/2013 Warren Wang

讀經者的禱告

•願主的道興旺


•在我裡面！


•在教會！


•在社區！


•願主賜福我讀經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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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約西亞

• 在位31年 

• 父親是亞們 

• 修理聖殿，發現律法書 

• 與民立約，敬拜真神 

• 除去國中的偶像，拆毀伯特利的祭
壇，應驗神人對耶羅波安的預言 

• 率兵抵擋埃及王被法老尼哥，被尼
哥所殺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約⻄亞王復興信仰

•第⼀階段：復興神的話語 

•第⼆階段：剷除諸惡 

•第三階段：向耶和華守節



 16. 約哈斯

• 在位三個月 

• 父親是約西亞 

• 被法老尼哥擄到埃及，
死在那裡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17. 約雅敬

• 在位11年 

• 是約西亞的兒子，約哈斯的
哥哥，法老所立，原名以利
亞敬 

• 因背叛巴比倫王尼布甲尼
撒，耶路撒冷被攻破，約雅
敬被銅練鎖著帶到巴比倫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18. 約雅斤

• 在位三個月 

• 父親是約雅敬 

• 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派人帶
到巴比倫 

• 被擄之後37年，巴比倫王以未
米羅達使約雅斤抬頭，使他的
地位高過一同在巴比倫的諸王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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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西底家

• 在位11年 

• 是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斤的叔叔，巴比
倫王所立，原名瑪探雅 

• 背叛巴比倫王，作王第九年十月十日巴
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圍攻耶路撒冷 

• 十一年四月九日城破（主前 586 年），
巴比倫王殺了西底家的眾子，將他鎖拿
巴比倫 

• 南朝猶大至此亡國，共 344年，19個王
 2/16/2014 Warren Wang

南



耶路撒冷淪陷 

25:8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九年五

⽉初七⽇，巴比倫王的⾂僕護衛長
尼布撒拉旦來到耶路撒冷， 9 ⽤火

焚燒耶和華的殿和王宮，⼜焚燒耶
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家的房
屋。 10 跟從護衛長迦勒底的全軍就

拆毀耶路撒冷四圍的城牆。 11 那時

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將城裡所剩下的
百姓，並已經投降巴比倫王的⼈，
以及⼤眾所剩下的⼈，都擄去了。 

12 但護衛長留下些⺠中最窮的，使
他們修理葡萄園，耕種⽥地。 

…16 所羅⾨為耶和華殿所造的兩根

銅柱、⼀個銅海和幾個盆座，這⼀
切的銅，多得無法可稱。 … 

20 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將這些⼈帶到
利比拉巴比倫王那裡。 21 巴比倫王

就把他們擊殺在哈⾺地的利比拉。
這樣，猶⼤⼈被擄去離開本地。



立基⼤利做省長

25:22 ⾄於猶⼤國剩下的⺠，就是巴

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
倫王立了沙番的孫⼦、亞希⽢的兒
⼦基⼤利做他們的省長。 23 眾軍長和

屬他們的⼈聽⾒巴比倫王立了基⼤
利做省長，於是軍長尼探雅的兒⼦
以實瑪利、加利亞的兒⼦約哈難、
尼陀法⼈單⼾篾的兒⼦⻄萊雅、瑪
迦⼈的兒⼦雅撒尼亞，和屬他們的
⼈，都到米斯巴⾒基⼤利。 24 基⼤利

向他們和屬他們的⼈起誓說：「你
們不必懼怕迦勒底⾂僕，只管住在
這地服侍巴比倫王，就可以得
福。」 

25 七⽉間，宗室以利沙瑪的孫⼦、尼
探雅的兒⼦以實瑪利帶著⼗個⼈
來，殺了基⼤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
猶⼤⼈與迦勒底⼈。 26 於是眾⺠無

論⼤⼩，連眾軍長，因為懼怕迦勒
底⼈，都起⾝往埃及去了。

耶利米書40:13-41:15 詳細記錄



耶路撒冷淪陷

25:27 猶⼤王約雅⽄被擄後三⼗七

年，巴比倫王以未米羅達元年⼗
⼆⽉⼆⼗七⽇，使猶⼤王約雅⽄
抬頭，提他出監， 28 ⼜對他說恩

⾔，使他的位⾼過與他⼀同在巴
比倫眾王的位， 29 給他脫了囚

服。他終⾝常在巴比倫王⾯前吃
飯。 30 王賜他所需⽤的食物，⽇

⽇賜他⼀份，終⾝都是這樣。



歷代志上 1-9	章



2/23/2014 Warren Wang

歷代志的主題

•主題： 
神的同在（以聖殿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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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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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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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的作者與歷史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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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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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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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的特⾊

• 強調聖殿的中心地位（神的
同在）： 

• 聖殿本身：聖殿的建造、
潔淨、污穢、毀滅 

• 聖殿祭司：利未人的揀
選，職任，忠心 

• 聖殿禮儀：獻祭儀式和宗
教節日的遵守 

• 強調遵行神話語的重要性（神同在
的條件）： 

• 獎賞：遵守神的話語蒙福（行主
道的列王給予較長的篇幅） 

• 懲罰：不遵守神的話語遭禍 

• 族譜（神恩典的持續性） 

• 大衛與所羅門以近乎完美的形象呈
現（彌賽亞的預表）



2/23/2014 Warren Wang

神的帳幕在⼈間

會幕 聖殿 教會

又當為我造聖 

所，使我可以 

住在他們中間。


（出25:8）

你們來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被

建造成為靈宮。


（彼前2:5）

現在我已選擇這 

殿，分別為聖，使

我的名永在其中。

（代下7:16）



2/23/2014 Warren Wang

列王紀與歷代志的比較

全書重點
列王紀 

皇宮（寶座）
歷代志 

聖殿（祭壇）

著眼點 先知 祭司

國家歷史 記載南北兩國 只記南國

以利亞以利沙 顯著地位 不予記載

⼤衛所羅⾨ 善惡都記 隱惡揚善

列王⽣平 善王惡王等量 詳述善王

族譜 不予記載 詳細記載

寫作時期 被擄時期 歸回時期



2/23/2014 Warren Wang

歷代志⼤綱

• 族譜，代上1-9章 

• ⼤衛本紀，代上10-29章 

• 所羅⾨本紀，代下1-9章 

• 猶⼤列王本紀，代下10-36章



2/23/2014 Warren Wang

族譜的⼤綱

從亞當到以⾊列，1-9	章 

亞當的後裔，1:1-3 

挪亞的後裔，1:4-27 

亞伯拉罕的後裔，1:28-54 

以⾊列的後裔，2-9章



• 以⾊列諸⼦，2:1-2	

• 猶⼤的後裔，2:3-4:23	

• ⻄緬的後裔，4:24-43	

• 流便，迦得，瑪拿⻄半⽀派的後
裔，5:1-26	

• 利未⼈，6:1-81	

• 以薩迦的後裔，7:1-5	

• 便雅憫的後裔，7:6-12	

• 拿弗他利的後裔，7:13	

• 河⻄瑪拿⻄半⽀派的後裔，7:14-
19	

• 法蓮的後裔，7:20-29	

• 亞設的後裔，7:30-40	

• 便雅憫的後裔補記，8:1-40	

• 被擄歸回者名單，9:1-44
2/23/2014 Warren Wang

• 以⾊列的後裔，2-9章



2/23/2014 Warren Wang

揀選性的族譜

• 在亞當的後裔當中，揀選了挪亞 

• 在挪亞的後裔當中，揀選了閃 

• 在閃的後裔當中，揀選了亞伯拉罕 

• 在亞伯拉罕的後裔當中，揀選了以⾊列（雅各） 

• 在以⾊列的後裔當中，揀選了 

• 猶⼤為皇族（選⺠中的選⺠） 

• 利未為祭司（選⺠中的聖⺠）



2/23/2014 Warren Wang

歷代志的刻意安排：⼗代⼜⼗代

亞當 塞特 以諾士 該南

雅列 以諾

瑪勒列

瑪土撒拉 拉麥 挪亞

亞當到挪亞：十代

閃

拉吳 西鹿 拿鶴

亞法撒 沙拉

他拉

希伯 法勒

亞伯拉罕

閃到亞伯拉罕：十代



*馬太福音的刻意安排：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

• 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所
羅門生羅波安；羅波安生亞比雅；
亞比雅生亞撒； 

• 亞撒生約沙法；約沙法生約蘭；約
蘭生烏西亞； 

• 烏西亞生約坦；約坦生亞哈斯；亞
哈斯生希西家； 

• 希西家生瑪拿西；瑪拿西生亞們；
亞們生約西亞； 

• 百姓被遷到巴比倫的時候，
約西亞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
兄。（太1:6-11） 

• 這樣，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
有十四代；從大衛到遷至巴
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從
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
有十四代。

2/23/2014 Warren Wang



以掃的後裔-以東諸王
1:43 以⾊列⼈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

東地做王的記在下⾯。有比珥的兒⼦比

拉，他的京城名叫亭哈巴。 44 比拉死

了，波斯拉⼈謝拉的兒⼦約巴接續他做

王。 45 約巴死了，提幔地的⼈⼾珊接續

他做王。 46 ⼾珊死了，比達的兒⼦哈達

接續他做王，這哈達就是在摩押地殺敗

米甸⼈的，他的京城名叫亞未得。 47 哈

達死了，瑪⼠利加⼈桑拉接續他做王。 

48 桑拉死了，⼤河邊的利河伯⼈掃羅接

續他做王。 49 掃羅死了，亞⾰波的兒⼦

巴勒哈南接續他做王。 50 巴勒哈南死

了，哈達接續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

伊，他的妻⼦名叫米希她別，是米薩合

的孫女、瑪特列的女兒。 

51 哈達死了，以東⼈的族長有亭納族

長、亞勒瓦族長、耶帖族長、 52 阿何利

巴瑪族長、以拉族長、比嫩族長、 53 基

納斯族長、提幔族長、米比薩族長、 

54 瑪基疊族長、以蘭族長。這都是以東

⼈的族長。 

耶和華使以東⼈哈達興起，做所羅⾨的敵⼈。他是以東王的後裔。先前⼤衛攻擊以東，元帥約
押上去葬埋陣亡的⼈，將以東的男丁都殺了。 （列王紀上11:14-15）

哈達



2/23/2014 Warren Wang

以⾊列的後裔

以色列

猶大 利未

便雅憫

拿弗他利 瑪拿西 迦得 流便亞設 以薩迦以法蓮

君王 
聖殿的建造者
律法的維護者

祭司 
聖殿的事奉者 
律法的教導者

⻄布倫 但



希斯崙之後裔

2:3 猶⼤的兒⼦是珥、俄南、⽰拉，這

三⼈是迦南⼈書亞女兒所⽣的。猶⼤

的長⼦珥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耶和

華就使他死了。 4 猶⼤的兒婦她瑪給猶

⼤⽣法勒斯和謝拉。猶⼤共有五個兒

⼦。 

5 法勒斯的兒⼦是希斯崙、哈⺟勒。 

6 謝拉的兒⼦是⼼利、以探、希幔、甲

各、⼤拉[a]，共五⼈。 7 迦米的兒⼦是

亞⼲，這亞⼲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

連累了以⾊列⼈。 8 以探的兒⼦是亞撒

利雅。 

使撒底的家室，按著⼈丁，⼀個⼀個地近前來，就取出猶⼤⽀派的⼈謝拉的曾孫、撒底的孫⼦、
迦米的兒⼦亞⼲。 …亞⼲回答約書亞說：「…我在所奪的財物中看⾒⼀件美好的⽰拿衣服，⼆百
舍客勒銀⼦，⼀條⾦⼦重五⼗舍客勒，我就貪愛這些物件，便拿去了。現今藏在我帳篷內的地
裡，銀⼦在衣服底下。」（約書亞記 7:18-21）

這亞⼲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

連累了以⾊列⼈。

於是⺠中約有三千⼈上那裡去，竟在艾城⼈⾯前逃跑了。 5 艾城的⼈擊殺了他們三⼗六⼈，從城
⾨前追趕他們，直到⽰巴琳，在下坡殺敗他們。眾⺠的⼼就消化如⽔。 （約書亞記 7:4-5）



希斯崙之後裔

2:9 希斯崙所⽣的兒⼦是耶拉篾、蘭、

基路拜。 10 蘭⽣亞米拿達，亞米拿達

⽣拿順，拿順做猶⼤⼈的⾸領。 11 拿

順⽣撒⾨，撒⾨⽣波阿斯， 12 波阿斯

⽣俄備得，俄備得⽣耶⻄。 13 耶⻄⽣

長⼦以利押，次⼦亞比拿達，三⼦⽰

米亞[b]， 14 四⼦拿坦業，五⼦拉代， 

15 六⼦阿鮮，七⼦⼤衛， 16 他們的姐妹

是洗魯雅和亞比該。洗魯雅的兒⼦是

亞比篩、約押、亞撒⿊，共三⼈。 

17 亞比該⽣亞瑪撒，亞瑪撒的⽗親是以

實瑪利⼈益帖。 

耶⻄叫他七個兒⼦都從撒⺟耳⾯前經過，撒⺟
耳說：「這都不是耶和華所揀選的。」撒⺟耳
對耶⻄說：「你的兒⼦都在這裡嗎？」他回答
說：「還有個⼩的，現在放⽺。」撒⺟耳對耶
⻄說：「你打發⼈去叫他來。他若不來，我們
必不坐席。」（撒⺟耳記上16:10-11）七⼦⼤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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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的諸⼦

大衛

暗嫩 但以利 押沙龍 亞多尼雅 士法提雅 以特念在希伯崙
所生諸子

在耶路撒冷
所生諸子

示米亞 朔罷 拿單 所羅門 拔書亞（拔示巴）
所生四子

其他九子…

被押沙 
龍所殺 造反而死

與所羅門爭 
王位而死



2/23/2014 Warren Wang

猶⼤列王

羅波安 亞比央 亞撒 約沙法

亞哈謝 約阿施

約蘭

亞瑪謝 烏西雅 約坦

亞哈斯 希西家 瑪拿西 亞們 約西亞

約哈斯 約雅敬 約雅斤 西底家



所羅⾨之後裔

3:15 約⻄亞的長⼦是約哈難，次⼦是

約雅敬，三⼦是⻄底家，四⼦是沙

龍。 16 約雅敬的兒⼦是耶哥尼雅和⻄

底家。 17 耶哥尼雅被擄，他的兒⼦是

撒拉鐵、 18 瑪基蘭、毗⼤雅、⽰拿

薩、耶加米、何沙瑪、尼⼤比雅。 

19 毗⼤雅的兒⼦是所羅巴伯、⽰每。所

羅巴伯的兒⼦是米書蘭、哈拿尼雅，

他們的妹⼦名叫⽰羅密。 20 米書蘭的

兒⼦是哈舒巴、阿⿊、比利家、哈撒

底、于沙希悉，共五⼈。 21 哈拿尼雅

的兒⼦是毗拉提、耶篩亞，還有利法

雅的眾⼦、亞珥難的眾⼦、俄巴底亞

的眾⼦、⽰迦尼的眾⼦。 …

所羅巴伯

沙

約哈斯

耶哥尼雅

約亞⽄

約薩達的兒⼦耶書亞和他的弟兄眾祭司，並撒
拉鐵的兒⼦所羅巴伯與他的弟兄，都起來建築
以⾊列神的壇，要照神⼈摩⻄律法書上所寫
的，在壇上獻燔祭。（以斯拉記 3:2）

龍



復記猶⼤之後裔

4:9 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他⺟親

給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說：「我⽣

他甚是痛苦。」 10 雅比斯求告以⾊列

的神說：「甚願你賜福於我，擴張我

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

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

的。 11 書哈的弟兄基綠⽣米⿊，米⿊

是伊施屯之祖。 12 伊施屯⽣伯拉巴、

巴⻄亞並珥拿轄之祖提欣拿，這都是

利迦⼈。 13 基納斯的兒⼦是俄陀聶、

⻄萊雅。俄陀聶的兒⼦是哈塔； 14 憫

挪太⽣俄弗拉。⻄萊雅⽣⾰夏納欣⼈

之祖約押，他們都是匠⼈。 15 耶孚尼

的兒⼦是迦勒，迦勒的兒⼦是以路、

以拉、拿安，以拉的兒⼦是基納斯。 

16 耶哈利勒的兒⼦是⻄弗、⻄法、提

利、亞撒列。

迦勒

雅比斯

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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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比斯的禱告

• 雅比斯求告以⾊列的神說：「甚願你賜
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神就應
允他所求的。 

1. 願你賜福與我 

2. 願你擴張我的境界 

3. 願你常與我同在 

4. 願你保佑我不遭患難 (keep me 
from evil)，不受艱苦.

• 經文:	歷代志下4:10



流便之後裔

5:1 以⾊列的長⼦原是流便，因他汙穢

了⽗親的床，他長⼦的名分就歸了約

瑟，只是按家譜他不算長⼦。 2 猶⼤勝

過⼀切弟兄，君王也是從他⽽出，長

⼦的名分卻歸約瑟。 3 以⾊列長⼦魯本

的兒⼦是哈諾、法路、希斯崙、迦

米。 4 約珥的兒⼦是⽰瑪雅，⽰瑪雅的

兒⼦是歌⾰，歌⾰的兒⼦是⽰每， 5 ⽰

每的兒⼦是米迦，米迦的兒⼦是利亞

雅，利亞雅的兒⼦是巴⼒， 6 巴⼒的

兒⼦是備拉，這備拉做流便⽀派的⾸

領，被亞述王提⾰拉毗尼⾊擄去。

以⾊列住在那地的時候，流便去與他⽗親的妾
辟拉同寢，以⾊列也聽⾒了。雅各共有⼗⼆個
兒⼦。（創世記 35:22）

以⾊列王比加年間，亞述王提⾰拉毗列⾊來奪
了以雲、亞伯伯瑪迦、亞挪、基低斯、夏瑣、
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將這些地⽅的
居⺠都擄到亞述去了。（列王紀下 15:29）



⼆⽀派半⼈違逆神

5:25 他們得罪了他們列祖的神，隨從那地

之⺠的神⾏邪淫，這⺠就是神在他們⾯前

所除滅的。 26 故此，以⾊列的神激動亞述

王普勒和亞述王提⾰拉毗尼⾊的⼼，他們

就把流便⼈、迦得⼈、瑪拿⻄半⽀派的⼈

擄到哈臘、哈博、哈拉與歌散河邊，直到

今⽇還在那裡。



流便

迦得

瑪拿⻄



利未之後裔

6:1 利未的兒⼦是⾰順、哥轄、米拉

利。 2 哥轄的兒⼦是暗蘭、以斯哈、希

伯倫、烏薛。 3 暗蘭的兒⼦是亞倫、摩

⻄，還有女兒米利暗。亞倫的兒⼦是

拿答、亞比⼾、以利亞撒、以他瑪。 

4 以利亞撒⽣非尼哈，非尼哈⽣亞比

書， 5 亞比書⽣布基，布基⽣烏⻄， 

6 烏⻄⽣⻄拉希雅，⻄拉希雅⽣米拉

約， 7 米拉約⽣亞瑪利雅，亞瑪利雅⽣

亞希突， 8 亞希突⽣撒督，撒督⽣亞希

瑪斯， 9 亞希瑪斯⽣亞撒利雅，亞撒利

雅⽣約哈難， 10 約哈難⽣亞撒利雅（這

亞撒利雅在所羅⾨於耶路撒冷所建造

的殿中供祭司的職分）， 11 亞撒利雅⽣

亞瑪利雅，亞瑪利雅⽣亞希突， 12 亞希

突⽣撒督，撒督⽣沙龍， 13 沙龍⽣希勒

家，希勒家⽣亞撒利雅， 14 亞撒利雅⽣

⻄萊雅，⻄萊雅⽣約薩答。 15 當耶和華

藉尼布甲尼撒的⼿擄掠猶⼤和耶路撒

冷⼈的時候，這約薩答也被擄去。

亞撒利雅在所羅⾨於耶路撒冷所建造

非尼哈

的殿中供祭司的職分



⼤衛立司理謳歌者

6:31 約櫃安設之後，⼤衛派⼈在耶和

華殿中管理歌唱的事。 32 他們就在會

幕前當歌唱的差，及⾄所羅⾨在耶路

撒冷建造了耶和華的殿，他們便按著

班次供職。 33 供職的⼈和他們的⼦孫

記在下⾯：哥轄的⼦孫中有歌唱的希

幔，希幔是約珥的兒⼦，約珥是撒⺟

耳的兒⼦， 34 撒⺟耳是以利加拿的兒

⼦，以利加拿是耶羅罕的兒⼦，… 

48 他們的族弟兄利未⼈也被派辦神殿

中的⼀切事。49 亞倫和他的⼦孫在燔

祭壇和香壇上獻祭燒香，⼜在⾄聖所

辦理⼀切的事，為以⾊列⼈贖罪，是

照神僕⼈摩⻄所吩咐的。 50 亞倫的兒

⼦是以利亞撒，以利亞撒的兒⼦是非

尼哈希幔是約珥的兒⼦，約珥是撒⺟

耳的兒⼦



他們就在會幕前當歌唱的差

2/23/2014 Warren Wang

以探 亞薩

革順哥轄米拉利

利未

希幔

撒母耳之孫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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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中的事奉

利未⼈ 
辦神殿中的 
⼀切事 

（代上6:48） 

亞倫的⼦孫 
在祭壇和⾄ 
聖所辦理⼀ 
切的事 

（代上6:49）

聖殿詩班 
在會幕前當 
歌唱的差 
（代上6:32） 



• 以⾊列諸⼦，2:1-2	

• 猶⼤的後裔，2:3-4:23	

• ⻄緬的後裔，4:24-43	

• 流便，迦得，瑪拿⻄半⽀派的後
裔，5:1-26	

• 利未⼈，6:1-81	

• 以薩迦的後裔，7:1-5	

• 便雅憫的後裔，7:6-12	

• 拿弗他利的後裔，7:13	

• 河⻄瑪拿⻄半⽀派的後裔，7:14-
19	

• 法蓮的後裔，7:20-29	

• 亞設的後裔，7:30-40	

• 便雅憫的後裔補記，8:1-40	

• 被擄歸回者名單，9:1-44
2/23/2014 Warren Wang

• 以⾊列的後裔，2-9章



居耶路撒冷之以⾊列後裔

9:1 以⾊列⼈都按家譜計算，寫在《以

⾊列諸王記》上。猶⼤⼈因犯罪就被

擄到巴比倫。 2 先從巴比倫回來住在⾃

⼰地業城⾢中的有以⾊列⼈、祭司、

利未⼈、尼提寧的⾸領。 3 住在耶路

撒冷的有猶⼤⼈、便雅憫⼈、以法蓮

⼈、瑪拿⻄⼈。 4 猶⼤兒⼦法勒斯的⼦

孫中有烏太，烏太是亞米忽的兒⼦，

亞米忽是暗利的兒⼦，暗利是⾳利的

兒⼦，⾳利是巴尼的兒⼦。… 

10 祭司中，有耶⼤雅、耶何雅立、雅

⽄； 11 還有管理神殿希勒家的兒⼦亞

薩利雅，希勒家是米書蘭的兒⼦，米

書蘭是撒督的兒⼦，撒督是米拉約的

兒⼦，米拉約是亞希突的兒⼦；… 

14 利未⼈米拉利的⼦孫中，有哈沙比

雅的曾孫、押利⽢的孫⼦、哈述的兒

⼦⽰瑪雅，

猶⼤兒⼦

祭司中

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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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志的特⾊：祈禱蒙應允

• 雅比斯的禱告：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
「甚 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
境界，常與我同在，保 佑我不
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
他所求的。（代上4:10） 

• 河東二個半支派的呼求： 

他們得了神的幫助，夏甲人和跟
隨夏甲的人都交在他們手中；因
為他們在陣上呼求神，倚賴神，
神就應允他們。（代上 5:20）

•家譜中的兩個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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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志的特⾊：犯罪受懲罰

流便失去長子名份： 

以色列的長子原是流
便；因他污穢了父親的
床，他長子的名分就歸
了約瑟。（代上5:1） 

河東二個半支派被擄： 

他們得罪了他們列祖的神，隨從
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這民就是
神在他們面前所除滅的。故此，
以色列的神激動亞述王普勒和亞述
王提革拉毗尼色的心，他們就把流
便人、迦得人、瑪拿西半支派的人
擄到哈臘、哈博、哈拉與歌散河
邊，直到今日還在那裡。（代上
5:25- 26） 

南國猶大被擄： 

猶大人因犯罪就被
擄到巴比倫。（代
上9:1）

• 家譜中的三個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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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的意義與應⽤

• 族譜代表神恩典的持續性： 
族譜是一個有連續性的東西，
歷代志的族譜追述到人類的始
祖亞當，代表神對人類的恩典
從未斷絕。人的被造與生存，
神對以色列的揀選與救贖，這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 族譜代表神恩典的揀選性： 
歷代志的族譜雖然多至九章，
但卻只代表全人類中的一小部
分。這代表神的恩典是有揀選
性的，誰作神的選民，誰作神
的祭司，這一切都出自於神的
主權。

• 族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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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的意義與應⽤

• 基督徒要編寫救恩的族譜： 
在基督徒，基督家庭，基督教
會中，救恩的族譜也應當持續
下去，一代傳一代。所以要在
家庭，社區，和遠地傳福音，
領人信主受浸，讓得救者的族
譜一直寫下去。 

• 基督徒要作神聖潔的子民： 
基督徒是蒙揀選的族類，有君
尊的祭司，是神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彼前2:9）。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聖潔的
子民，應當敬拜獨一的真神，
聽從他的話語。

• 族譜的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