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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歷史書 第九堂 歷代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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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原名的意義是

‘日記’或‘記事’ ，它的內容都是講到歷代君王的記事。在希伯來文聖經中，歷

代志上和歷代志下原為一卷，它的名稱是‘時代中的事件’。 

時間：1056-1015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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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

們在修建聖殿時（拉 7:27）有所警惕，所以此書是以祭司眼光的一本「釋史綱」。 

鑰字：(一) ‘同在’; (二) ‘揀選’; (三) ‘建造’ 
代上 11:4 大衛和以色列眾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時耶布斯人住在那裏。5 耶布

斯人對大衛說、你決不能進這地方。然而大衛攻取錫安的保障、就是大衛的城。 
代上 17:1 大衛住在自己宮中、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耶和華的約櫃

反在幔子裏。2 拿單對大衛說、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 神與你同在。 
代上 17:3 當夜 神的話臨到拿單、說、4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不可

建造殿宇給我居住。 
代上 29:11 耶和華阿、尊大、能力、榮耀、強勝、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

你的、國度、也是你的‧並且你為至高、為萬有之首。 
代上 16:15 你們要記念他的約、直到永遠、他所吩咐的話、直到千代、16就是與亞伯拉罕

所立的約、向以撒所起的誓‧ 

歷史背景：猶大國被滅後，全國可用之人材均被擄到巴比倫為奴七十年。在此時期巴比倫

國之興盛如曇花一現，於 539B.C.他們竟亡于新興之波斯國手中。波斯古列獨立為王

的元年（536B.C.），他詔令恩准猶太人歸還本鄉重建家園。在所羅巴伯與耶書亞領

導下，約五萬人於該年回國。翌年殿的根基已經立定，民眾目睹殿基，情緒異常激

烈，「甚至分辨不出歡呼與哭號的聲音」（拉 3:13）。自後雖工作過程屢經波折，

在百難之下於 516B.C.間完工。但不久這起初的愛心冷卻了，對聖殿的祭祀也疏忽

了，更與外邦異族通婚，隨從拜邪神。約六十年後（458B.C.）文士以斯拉從巴比倫

領導次批百姓回國。以斯拉回到國中看到聖殿與祭祀的荒蕪頹敗，也看到國運全在

人民與聖殿的關係上，於是以祭司的觀點修書「以色列國史綱」，是為「歷代

志」。本書只記猶大國不記以色列國，因為只有猶大國歷史能幫歸回子民轉向神。 

主旨：歷代志的用意是要使被擄後歸回故國的百姓認識耶和華神，重新回到祂面前敬拜

祂、事奉祂（這就是以斯拉的職事）。以斯拉編纂了這兩卷歷代志，好提供他們關

於以往的歷史，好使他們信心堅固，並且在敬拜的範圍裡，能向神忠心。 

本書對於利未人的職責、祭司的班次、建殿的經過、祭祀和節期，說得非常清楚，

好使百姓羡慕律法書中的記載。對於列王的興盛衰敗的原因，也記得非常具體，好

使百姓看准：親近神、順服神的必得祝福，遠離神、背叛神的定受咒詛。 

歷代志是歷史書，可是它的性質和其他歷史書的性質完全不同。在撒母耳記和列王

紀中都記載歷史的事實，而在歷代志中是以神的話語和看法來記載、來解釋歷史的

事實。撒母耳記和列王紀是從先知講道的角度而寫的，但歷代志是從祭司的角度而

寫的。作為先知，他們用預言的眼光來看一個在神管治之下國度的歷史；作為祭

司，他們看整個國度好像聖潔的祭司團來事奉神。所以撒母耳記和列王紀所提供的

是神子民們外面的歷史，而歷代志則提供了他們裡面的歷史。 



培靈神學院 舊約概論-歷史書 梁家聲教授 www.usacms.org 2

二、選民之族譜 

分 組 歷 代 志 上 參 考 經 文 

第一組：由亞當至亞伯拉罕 (選民血統之源起) 

1.亞當至挪亞 

2.雅弗之子孫 

3.含的後裔 

4.閃的譜系（閃至亞伯拉罕）  

1：1-4 

1：5－7 

1：8－16 

1：17－27 

創 1－9 章 

創 10－11章 

創 10－11章 

創 11－17章 

第二組：由亞伯拉罕至雅各 (選民道統之源起) 

1.亞伯拉罕之後裔 

2.以掃之後裔 

1：28-34 

1：35－37 

創 16－25 

創 36：10－19 

3.西珥之後裔 1：38－42 創 36：20－30 

4.以東之諸王 1：43－50 創 36：31－43 

5.以東之諸族長 

6.雅各之後裔 

1：51－54 

2：1－2（1：55-56） 

創 36：15，41－42 

創 29－30 

第三組：由猶大至利未 (選民之國統) 

1.猶大之後裔 

   耶西之後裔 

   迦勒之後裔 

   希斯侖之後裔 

   大衛之後裔 

   所羅門之後裔 

2.西緬之後裔  

3.流便之後裔 

4.迦得之後裔 

5.瑪拿西（東半）之後裔 

6.利未的後裔 

7.以薩迦的後裔 

8.便雅憫的後裔 

9.拿弗他利的後裔 

10.瑪拿西（西半）的後裔 

11.以法蓮的後裔 

12.亞設的後裔 

13.被擄歸回之各支派 

2：3－4：23 

2：13－17 

2：18－20 

2：21－55 

3：1－9 

3：10－24 

4：24－43 

5：1－10 

5：11－22 

5：23－26 

6：1－30 

7：1－5 

7：6－12；8：1－40 

7：13 

7：14－19 

7：20－29 

7：30－40 

9：1－34 

創 34：38；46 

撒上 16：6－9 

出 31：2 

民 32；書 13－15 

撒下 3：2－5 

王上 15－王下 25 

創 46；書 19：1－9 

創 46 

創 25；書 12－13 

出 34；申 3 

出 6：16－25 

創 46；民 26 

創 46；民 26 

民 26 

民 26－27；書 17 

民 26；書 16－17 

創 46；書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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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與內容 

根據本書內容可分為四大段：選民之族譜、掃羅、大衛「合神心意的王」、建殿的準備。 

(一) 選民之族譜 

選民之「血統」始自人類始祖亞當（1 章上），選民之「道統」始自亞伯拉罕（1 章下），

選民之「國統」始自猶大（2－9 章上），而以歸回時代在耶路撒冷侍殿之利末支派之譜系

為終。猶大支派是王族，是選民中之選民；而利末支派乃祭司族，是選民中之聖民。 

創 18:19 我眷顧他(亞伯拉罕)、為要叫他吩咐他的眾子、和他的眷屬、遵守我的道

(way)、秉公行義、使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了。 
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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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掃羅（九章三十五節至十章） 

1. 掃羅的來歷（九 35～44） 

2. 掃羅的敗亡（十）(撒母耳記中記載掃羅被殺過程，歷代志寫出被殺原因) 

代上 10:13 這樣、掃羅死了因為他干犯耶和華、沒有遵守耶和華的命‧又因他求問交鬼的

婦人、14沒有求問耶和華、所以耶和華使他被殺、把國歸於耶西的兒子大衛。 

(三) 大衛「合神心意的王」（十一至二十章） 

1. 大衛作王（十一 1～9） 

大衛先在希伯侖作主，然後才被膏為全以色列的王。在他受膏作全以色列的王之後，他所

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使耶路撒冷成為全國的京城。大衛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有一個

地方神的名可以安置在其中，讓全地都得以知道，那一個地方就是耶路撒冷。 

代上 11:4 大衛和以色列眾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時耶布斯人住在那裏。5 耶布

斯人對大衛說、你決不能進這地方。然而大衛攻取錫安的保障、就是大衛的城。 
詩 122:1 〔大衛上行之詩。〕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2 耶路撒冷

阿、我們的腳、站在你的門內。3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連絡整齊的一座城。 

2. 大衛和他的勇士（十一 10～十二 40） 

代上 12:22  那時、天天有人來幫助大衛、以致成了大軍、如 神的軍一樣。 

3. 大衛和約櫃（十三，十五～十六） 

代上 13:3 我們要把神的約櫃運到我們這裏來‧因為在掃羅年間、我們沒有在約櫃前求問

神。4 全會眾都說、可以如此行‧這事在眾民眼中、都看為好。 

約櫃曾被遺落隱藏在基列耶琳田野的樹林中有二十年之久。在那二十年中，撒母耳開始激

勵百姓，使得百姓的心回轉歸向神。即使如此，約櫃仍然隱藏在那裡。在掃羅王的年間，

他作主有四十年之久，卻從沒有一次問起過約櫃，他只要神的祝福而不要神的同在。但是

大衛他就對約櫃滿有心願。在他作王並且取得耶路撒冷作為京城之後，他所作的這第二件

大事就是與百姓商議：我們要把神的約櫃運到我們這裏來‧這事在眾民眼中都看為好。 

代上 15:13 因你們先前沒有抬這約櫃、按定例求問耶和華我們的 神、所以他刑罰〔闖

殺〕我們‧14於是祭司利未人自潔、好將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約櫃抬上來。 

撒母耳記中只說烏撒被神擊殺（撒下六 7），在歷代志中卻說出烏撒被神擊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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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 15:27 大衛和抬約櫃的利未人、並歌唱人的首領基拿尼雅、以及歌唱的人、都穿著細

麻布的外袍‧大衛另外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28這樣、以色列眾人歡呼吹角、

吹號、敲鈸、鼓瑟、彈琴、大發響聲、將耶和華的約櫃抬上來。 

4. 大衛的國日見興旺（十四） 

代上 14:14 大衛又求問神‧神說、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轉到他們後頭、從桑林對面攻打他

們。15你聽見桑樹梢上有腳步的聲音、就要出戰‧因為 神已經在你前頭去攻

打非利士人的軍隊。16大衛就遵著 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軍隊、從基

遍直到基色。17於是大衛的名傳揚到列國‧耶和華使列國都懼怕他。 

5. 大衛建殿的心願（十七）- 神要為大衛建立家室，要所羅門建造聖殿 

代上 17:9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

移‧兇惡之子、也不像從前擾害他們、10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

候一樣‧我必治服你的一切仇敵、並且我耶和華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代上 17:11 你壽數滿足歸你列祖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

國。12他必為我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6. 大衛的勝利（十八～二十） 

代上 18:13 大衛在以東地設立防營、以東人就都歸服他。大衛無論往那裏去、耶和華都使

他得勝。14大衛作以色列眾人的王‧又向眾民秉公行義。 

(四) 建殿的準備（二十一至二十九章） 

1. 購得聖殿的地基（二一） 

代上 21:17 大衛禱告 神說、吩咐數點百姓的不是我麼‧我犯了罪、行了惡‧但這群羊作

了甚麼呢‧願耶和華我 神的手攻擊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擊你的民、降瘟

疫與他們。18耶和華的使者吩咐迦得去告訴大衛、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珥

楠的禾場上、為耶和華築一座壇。 
代上 21:31 大衛說、這就是耶和華 神的殿、為以色列人獻燔祭的壇。 

大衛數點百姓的罪在本書中比撒下的記載更詳細，這是因為要引進聖殿地基的來歷。在神

的眼光中非常看重聖殿的地基，它必須包含悔改、認罪、贖罪、公義得到滿足的事跡。 

2. 為聖殿準備材料（二二） 

代上 22:4 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的殿宇、必須高大輝

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豫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

豫備的材料甚多。 

3. 祭司和利未人的組織（二三 1～二六 28） 

代上 23:27 照著大衛臨終所吩咐的、利未人從二十歲以外的、都被數點。 

4. 官吏的組織（二六 29～二七 34） 

5. 建殿的遺囑（二八～二九） 

代上 28:19 大衛說、這一切工作的樣式、都是耶和華用手劃出來、使我明白的。20大衛

又對他兒子所羅門說、你當剛強壯膽去行‧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耶和華神就

是我的神、與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直到耶和華殿的工作都完畢了。 
代上 29:3 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豫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外、又將我自己積蓄

的金銀獻上、建造我 神的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