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概論-歷史書 第十堂 歷代志下
一、簡介
作者：文士以斯拉（內證與猶太法典「他勒目」以以斯拉為作者）。
時間：1015-536B.C.；地點：耶路撒冷
目的：以祭司的眼光寫給歸回之人，指出以色列史之興衰與殿的敬拜有密切的關係，使歸
回故國的百姓認識神的作為而歸順祂。
列王紀是記載猶大和以色列兩國的歷史，而歷代志專門記載猶大國的歷史，所以對
於同一件事，列王紀的記載頗為簡括，而歷代志的記載比較詳細。又因為列王紀是
純歷史，而歷代志是以神的看法和話語來解釋歷史，所以對於同一件事，列王紀往
往只講事實，不講原因，而歷代志卻記其然，同時也記其所以然。
鑰字：(一) ‘尋求耶和華’; (二) ‘建造’; (三) ‘擄(被擄)’
代下 15:1 神的靈感動俄德的兒子亞撒利雅‧2 他出來迎接亞撒、對他說、亞撒和猶大便
雅憫眾人哪、要聽我說、你們若順從耶和華、耶和華必與你們同在‧你們若尋
求他、就必尋見‧你們若離棄他、他必離棄你們。
代下 20:20 次日清早眾人起來、往提哥亞的曠野去‧出去的時候、約沙法站著說、猶大人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要聽我說、信耶和華你們的 神、就必立穩‧信他的先
知、就必亨通。21 約沙法既與民商議了、就設立歌唱的人、頌讚耶和華、使他
們穿上聖潔的禮服、走在軍前讚美耶和華、說、當稱謝耶和華‧因他的慈愛永
遠長存。22 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大人的亞
捫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他們就被打敗了。
代下 36:22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
心、使他下詔通告全國、說、23 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 神、已將
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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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歷代志下專講猶大國的歷史，從所羅門登基作王開始直到西底家被擄，最後還提到
波斯王古列下詔為止。歷代志下開始於建造神的家而結束在神家的被毀；但是感謝
神，那裡有一個恢復的希望。歷代志下的前九章是所羅門的事蹟，自第十章到三十
六章是記載猶大國諸王的歷史。但是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在神的家這件事上。
在歷代志下裡所羅門的歷史是集聚在一件事上，那就是建造聖殿。在列王紀上，你
能找到關於所羅門的過犯和關乎他的預言；但是在歷代志下找不到這些；因為歷代
志上、下是圍繞著一件事，就是聖殿、神的家。
二、大綱與內容
本書根據內容可以分作兩大段：所羅門和猶大國列王。
(一) 所羅門（一至九章）
1. 國位堅固（一）
代下 1:1 大衛的兒子所羅門、國位堅固、耶和華他的 神與他同在、使他甚為尊大。
代下 1:3 所羅門和會眾都往基遍的邱壇去、因那裏有 神的會幕、就是耶和華僕人摩西在
曠野所製造的。4 只是 神的約櫃、大衛已經從基列耶琳搬到他所豫備的地方、
因他曾在耶路撒冷為約櫃支搭了帳幕‧(因為百姓的過犯，約櫃和會幕分開了)

培靈神學院 舊約概論-歷史書 梁家聲教授 www.usacms.org

1

代下 1:11 神對所羅門說、我已立你作我民的王、你既有這心意、並不求貲財豐富尊榮、也
不求滅絕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壽數‧只求智慧聰明好判斷我的民‧12
我必賜你智慧聰明‧也必賜你貲財豐富尊榮‧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沒有這樣、在
你以後也必沒有這樣的。(真智慧是一個能聽見神的心)
代下 1:13 於是所羅門從基遍邱壇會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
所羅門得著智慧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回到約櫃前敬拜。過去愛神的事物和神的工作(祭壇、
洗濯盆、金燈檯、陳設餅的桌子、金香壇，得著啟示後他愛神自己了！那就是智慧。
2. 建造聖殿（二～五）- 照著耶和華啟示大衛用手劃出來的樣式
代下 3:1 所羅門就在耶路撒冷、耶和華向他父大衛顯現的摩利亞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
楠的禾場上、大衛所指定的地方、豫備好了、開工建造耶和華的殿。
代下 5:13 吹號的、歌唱的、都一齊發聲、聲合為一、讚美感謝耶和華‧吹號敲鈸、用各種
樂器、揚聲讚美耶和華說、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那時耶和華的殿
有雲充滿、14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神的殿。
所羅門有智慧來建造聖殿，他知道怎樣將那聖殿樣式轉化成一座榮耀的、美麗的聖殿。
3. 奉獻聖殿（六）
代下 6:18 神果真與世人同住在地上麼‧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況我
所建的這殿呢。19 惟求耶和華我的 神、垂顧僕人的禱告祈求、俯聽僕人在你
面前的祈禱呼籲‧20 願你晝夜看顧這殿、就是你應許立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
聽僕人向此處禱告的話。
代下 6:41 耶和華 神阿、求你起來、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入安息之所‧耶和華 神阿、
願你的祭司披上救恩、願你的聖民蒙福歡樂。
4. 神的悅納（七）
代下 7:1 所羅門祈禱已畢、就有火從天上降下來、燒盡燔祭和別的祭‧耶和華的榮光充滿
了殿‧2 因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耶和華殿、所以祭司不能進殿。
5. 所羅門所作的幾件事（八）
代下 8:11 所羅門將法老的女兒(拜偶像者)帶出大衛城、上到為他建造的宮裏‧因所羅門
說、耶和華約櫃所到之處都為聖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衛的宮裏。
6. 所羅門的智慧和尊榮（九 1～28）
代下 9:22 所羅門王的財寶與智慧勝過天下的列王‧23 普天下的王都求見所羅門、要聽
神賜給他智慧的話‧
7. 所羅門壽終（九 29～31）
代下 9:30 所羅門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眾人的王、共四十年‧31 所羅門與他列祖同睡、葬
在他父大衛城裏‧他兒子羅波安接續他作王。
(二) 猶大國列王（十至三十六章）
自十章到三十六章是猶大國其餘的歷史，總共約有三百七十年。歷代志下所著重的乃是神
的家—這些君王和神家的關係。歷代志下有五次的復興，聽先知的話就復興：1、亞撒王年
間：14—16 章〈俄德的兒子亞撒利雅為先知〉。2、約沙法王年間： 17 章、19 章、20 章，
先知米該雅〈17：7—9 節，又有祭司以利沙瑪和約蘭〉。3、約阿施年間：24：1—14 節
〈耶何耶大為祭司〉。4、希西家年間：29、31 章〈先知以賽亞〉。5、約西亞年間：34、
35 章〈先知耶利米、祭司希勒家、書記沙香、女先知戶勒大、沙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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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王國分裂後－猶大國諸王之興衰迴圈表
興衰迴圈
第一次

A、惡君 10－12 章

國君
1.羅波安（惡 931BC）

33－35 章

善行/惡行摘要
1.使國分裂 2.拜像行惡
3.聖器被擄

13 章

2.亞比雅(央)（惡 913BC）

1.昏庸無道 2.敗中求勝

3.亞撒
亞撒（善
911BC）
亞撒

1.復興宗教 2.平定國家

復興一

B、善君 14－16 章

復興二

17－20 章

4.約沙法
約沙法（善
873BC）
約沙法

1.戰前祈禱 2.戰時祈禱

第二次

21 章

5.約蘭（惡 848BC）

1.心腸毒辣 2.崇拜偶像

21－24 章

3.拒以利亞
A、惡君 22 章
23 章

6.亞哈謝（惡 841BC）

1.行亞哈之惡

7.亞他利維（惡 841BC）

1.殺戮王室 2.建巴力廟

復興三

B、善君 24 章

8.約阿施
約阿施（善
835BC）
約阿施

1.重修聖殿 2.毀巴力廟

第三次

A、惡君 25 章

9.亞瑪謝（善 796BC）

1.初行正事 2.後拜偶像

25－27 章

3.向北挑戰
B、善君 26 章
27 章

第四次

A、惡君 28 章

10.烏西雅（善 790BC）

1.虔誠為始 2.僭越聖職

11.約坦（善 751BC）

1.行神正事 2.不入神殿

12.亞哈斯（惡 735BC）

1.敬拜偶像 2.焚獻子女

28－32 章
復興四

3.兵連禍結
B、善君 29－32 章

13.希西家
希西家（善
715BC）
希西家

1.潔淨聖殿 2.諭民遵守
3.盡除偶像

第五次
33－35 章

A、惡君 33 章上
33 章下

14.瑪拿西（惡 695BC）

1.復拜偶像 2.行邪交鬼

15.亞捫（惡 642BC）

1.學效乃父 2.越犯越大

復興五

B、善君 34－35 章

16.約西亞
約西亞（善
640BC）
約西亞

1.盡除偶像 2.昭諭律法

第六次

A、惡君 36：1－4

17.約哈斯（惡 609BC）

1.作王三月 2.被埃及廢

36：5－8

18.約雅敬（惡 609BC）

1.行神憎事 2.反耶利米

36：9－10

19.約雅斤（惡 598BC）

1.在位三月 2.靠人棄神

36：11－16 20.西底家（惡 597BC）

1.硬心逆神 2.反耶利米

36：17－21 尼布甲尼撒（586BC）

國亡被擄

36 章

B、歸回 36：22－23 古列：詔諭歸回（536BC） 下接以斯拉記
作業：請試述所羅門祈求並得著智慧有何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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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代志下這段滿長的歷史中，大約有 370 年，總共有五個主帶進五次的復興或改革：
1. 亞撒
代下 14:2 亞撒行耶和華他 神眼中看為善為正的事‧3 除掉外邦神的壇、和邱壇、打碎柱
像、砍下木偶、4 吩咐猶大人尋求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誡命‧
代下 14:11 亞撒呼求耶和華他的 神、說、耶和華阿、惟有你能幫助軟弱的、勝過強盛
的‧耶和華我們的 神阿、求你幫助我們‧因為我們仰賴你、奉你的名來攻擊
這大軍。耶和華阿、你是我們的 神‧不要容人勝過你。12 於是耶和華使古實
人敗在亞撒和猶大人面前‧古實人就逃跑了。
2. 約沙法
代下 17:3 耶和華與約沙法同在、因為他行他祖大衛初行的道、不尋求巴力、4 只尋求他父
親的 神遵行他的誡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為。
代下 20:15 他說、猶大眾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約沙法王、你們請聽、耶和華對你們如
此說、不要因這大軍恐懼、驚惶、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乃在乎神。17 猶大和
耶路撒冷人哪、這次你們不要爭戰、要擺陣站著、看耶和華為你們施行拯救‧
不要恐懼、也不要驚惶‧明日當出去迎敵‧因為耶和華與你們同在。
3. 約阿施
代下 24:2 祭司耶何耶大在世的時候、約阿施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代下 24:4 此後、約阿施有意重修耶和華的殿、
4. 希西家
代下 29:2 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3 元年正月、開了
耶和華殿的門、重新修理。4 他召眾祭司和利未人來、聚集在東邊的寬闊處、
代下 29:30 希西家王與眾首領、又吩咐利未人用大衛和先見亞薩的詩詞、頌讚耶和華‧他
們就歡歡喜喜的頌讚耶和華、低頭敬拜。31 希西家說、你們既然歸耶和華為
聖、就要前來把祭物和感謝祭奉到耶和華殿裏‧會眾就把祭物和感謝祭奉來‧
凡甘心樂意的也將燔祭奉來。
代下 30:20 耶和華垂聽希西家的禱告、就饒恕〔原文作醫治〕百姓。
5. 約西亞
代下 34:1 約西亞登基的時候、年八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2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所行的、不偏左右。3 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尋求
他祖大衛的 神‧到了十二年、纔潔淨猶大和耶路撒冷、除掉邱壇、木偶、雕
刻的像、和鑄造的像。
代下 34:8 約西亞王十八年、淨地淨殿之後、就差遣亞薩利雅的兒子沙番、邑宰瑪西雅、
約哈斯的兒子史官約亞、去修理耶和華他 神的殿。
代下 34:30 王和猶大眾人、與耶路撒冷的居民、並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無論大
小、都一同上到耶和華的殿‧王就把殿裏所得的約書、念給他們聽。31 王站在
他的地位上、在耶和華面前立約、要盡心盡性的順從耶和華、遵守他的誡命、
法度、律例、成就這書上所記的約言‧32 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憫的人、都服
從這約‧於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們列祖之 神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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