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志十七章 1 - 15

旧约历史书

第十七课…
第十七课
…

「看哪 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 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历代志--等候浪子的父亲
历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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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日 我未曾住过殿宇

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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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
3 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
4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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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

6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
个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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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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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
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家谱‧重点

历代志十七章 1 - 15
8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

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样。
9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
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10 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
治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11 你寿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
你寿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12 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13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
14 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
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15 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默示告诉大卫。
拿单就按这 切话 照这默示告诉大卫

历代志上下
代志上 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波斯王古列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
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代下卅六22-23
代下卅六22
23

历代志下结束 接着以斯拉记第 章完全 样
历代志下结束，接着以斯拉记第一章完全一样，
拉一1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
 历代志上下是以斯拉归回之后所写的
 是第二批归回的以斯拉重新去写历代志上下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家谱‧重点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家谱‧重点

撒 耳记 第 章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从撒母耳到亡国这个历史，历代志的以斯拉归回之后重写，
同样的历史，跟历史书从撒母耳记到列王纪不太一样…

没有审判的信息

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靖，
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 那时 王对先知拿单说：
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

13a

撒下七1-2

「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
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
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代上十七1 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
没有王，以斯拉是亡国之后所写的，
大卫王朝、联合王国、南国北国都不见了。
代上十七5
撒下七6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直到今日… 原文圣经没有出埃及

有审判的信息

历史书
书在问你们为什么被掳？
因为他们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列王纪下十七章 ─ 他们背约，因此被掳。

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回来以后所写的重点 ─

被掳之后我们有没有盼望？借着大卫之约说有盼望！
 十七5 ─ 把出埃及拿掉，因为现在不在埃及、在巴比伦，
拿掉 因为现在不在埃及 在巴比伦
好不容易回来，已经不是奴隶，
上帝仍然爱着他们 等候他们 要帮助他们
上帝仍然爱着他们、等候他们、要帮助他们
 十七13 ─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我不会让我的慈爱离开他 不再责备、不再审判
我不会让我的慈爱离开他。不再责备、不再
不再审判
不再
审判
 上帝过去不住在人间房子里，
十七14 ─ 这是我的国、我的家…
这是我的国 我的家
你们即使亡国，仍然是我的百姓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
我的慈爱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 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 用人的鞭责罚他
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
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
16a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
14-15a

14a
1

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

耶和华使他安靖，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
已经亡国、变成亡国奴，
已经亡国
变成亡国奴
现在好不容易归回。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 ‧家谱‧重点

历代志上十七章
代志上十七章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 ‧家谱‧重点

历代志上下的作者很慈爱，
已经被打、审判的以色列北国、南国，
上帝借着把他们掳走、管教之后，
现在归回的心就像浪子的父亲等待浪子回来 ─
我仍然爱你们，你们虽然亡国，
仍然是我的国、我的民、我的家。
撒母耳记上有一半记载扫罗追杀大卫，
这个不光彩的事件历代志上下完全不记
这个不光彩的事件历代志上下完全不记。
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以前的祖先。
扫罗不见了
扫罗会引起他们过去的恶梦
扫罗会引起他们过去的恶梦，
所以把扫罗拿掉、扫罗追杀大卫拿掉。

代上十七13(原文)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 ‧家谱‧重点

历代志跟历史书 ─ 撒母耳记、列王纪，完全不一样，
没有记载历史书的那些王、灵性跟国家的堕落跟败坏。
有 载
书 那
灵
历代志删去
 撒母耳记下
撒母耳记下一到四章
到四章 ─ 大卫初期为王的记录
 大卫跟拔示巴淫乱的史实
 撒母耳记下十
撒母耳记下十一章
章 ─ 大卫跟拔示巴的事件之后

一直到所罗门王接替为王的整个堕落，
押沙龙追杀大卫的史实
 所罗门王的兄弟亚多尼雅想篡位
 不记北国，以利亚、以利沙不出现在历代志
不记北国 以利亚 以利沙不出现在历代志
 耶罗波安分裂出去十个支派，不是上帝的心意，
意，

在北国设立了两个祭坛，在但跟伯特利，
在北国设立了两个祭坛
在但跟伯特利
让以色列分裂、灵性堕落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 ‧家谱‧重点

历代志上下在说好听的话、安慰的话，
像浪子的父亲 ─ 浪子你回来，再脏，
浪子你回来 再脏
爸爸仍然抱着你，完全宽容、完全等待，
你仍然是我的儿子 我仍然是你的父亲
你仍然是我的儿子，我仍然是你的父亲。


历史书
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的上帝，
是公义的



历代志上下的耶和华，
是慈爱的

正好彰显上帝属性的两部分。
的两部分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 ‧家谱‧重点

添加了一些史实是历史书没有的 ─
 埃及王示撒入侵，因为罗波安犯了罪
 亚撒脚得病，因为他不依靠主、却依靠亚兰王
 乌西雅得痲疯病，原因他强行进入圣殿
 玛拿西后来悔改，上帝仍然怜悯他
 记载一些列王纪里面没有的先知，像易多
从亚当一直写到归回，大卫的家谱记载大卫勇士，
好让被掳归回回忆大卫王朝过去荣耀的时候 ─
大卫设立祭司、所罗门王献祭…
要鼓励归回的人 ─ 过去借着亚述、巴比伦把你们赶走，
过去借着亚述 巴比伦把你们赶走
赶走
赶走，
现在让你们归回，仍然爱你们、怜恤你们；
回想过去相同的历史，
回想过去相同的历史
可是完全记载过去荣耀、尊贵，上帝记念。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家谱 ‧重点

─ 亚当到被掳的家谱，
 祖宗不只是亚伯拉罕，更是上帝所造的亚当
 特别浮显在亚当、在犹大、在大卫，
其他北国十个支派通通不见了
 历代志上结束在圣殿，让归回的人知道 ─
耶路撒冷、大卫王荣耀、
耶
冷、
荣耀、
预备建圣殿、后面的所罗门王，才是归回的重点

第一章到第九章

不被记念，

第十章 之后，扫罗

从作者眼光来看 ─ 扫罗不遵守上帝的命令，
大卫看重上帝，看重约柜、圣殿，
他有属神的眼光，约柜迎进去、
预备建圣殿，被上帝记念。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家谱 ‧重点

大卫曾因为骄傲 ─ 不把安全感放在上帝，放在自我中心，
那个公义管教大卫，给他三次审判的方式，大卫选择上帝，
管教之后，那个地方就变成建圣殿所在。
大卫建圣殿，建立圣殿敬拜的模式、祭司、利未人、诗班、
管理圣殿的班次…，一直影响到新约，
之后才记载历代志下的所罗门王。
大卫是弥赛亚救主的预表，合上帝的心意，
让亚当的后裔，透过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
、
到大卫之约，上帝的救恩一直传下去。
他是上帝约的代表 所以有约柜 上帝是守约
他是上帝约的代表，所以有约柜、上帝是守约，
好让被摅归回知道 ─
 过去被管教，因为列祖得罪上帝
过去被管教 因为列祖得罪上帝
 归回之后，我用慈爱来包容你们、仍然等待、爱你们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家谱‧重点

1. 圣殿的建造
殿的建造
大卫预备材料建圣殿、所罗门王在圣殿祷告、
王在圣殿悔改我就怜悯他们…
好让被掳归回的人在历代志下结束的时候 ─
你们可以回去建那圣殿。
波斯王古列元年，
元 ，
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波斯 古列如此说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和华 上的神 将
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 可以上去
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
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代下卅六22-23

只要你回去建圣殿，上帝就记念你；
只要你回去建圣殿
上帝就记念你
只要你的心建圣殿，上帝就恩待你。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家谱 ‧重点

历史书里面几个王很坏的 ─
 玛拿西，当王几乎五十年，
父亲是希西家，很不错的一个王，
希
玛拿西把爸爸所有属灵的功绩通通毁了；
这种人被掳到外邦去最好让他死，
没有想到他在外邦一悔改，上帝不可思议的赦免他。
让被掳归回的人读起来就说 ─放心，
我当初如何赦免玛拿西，现在仍然原谅你们
 希西家也曾经堕落，
他让王宫所有的东西都给巴比伦使者看
他让王宫所有的东西都给巴比伦使者看，
上帝仍然怜悯希西家、怜悯玛拿西
你只要肯回头，上帝就爱你！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家谱‧重点

2. 圣殿重于君王，灵性重于政治
好的王是因为他 们洁净圣殿 ─
希西家、约西亚洁净圣殿是好王。
不在乎外面 ─ 外交、国防、军事，多少兵力，
大卫骄傲夸口兵力、核数兵数，上帝击打他。
神的家超过外面的业绩，事奉比事业更重要。
3. 圣殿的盼望在所盼望的弥赛亚
大卫之约是为了弥赛亚铺路，古列让你们回来了，
等候后面的耶稣，他才是你们的救主。
历代志推到亚当 一直到亚伯拉罕
历代志推到亚当，
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以撒 雅各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犹大是重点，
犹大的儿子大卫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
犹大的儿子大卫、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
一直到所盖的圣殿预表的耶稣。

历代志与历史书之不同‧大卫之约 ‧神学意义‧家谱‧重点

上帝在等 ─ 任何人即使被上帝管教，
你背约，上帝仍然爱你！
你背约
上帝仍然爱你！
浪子你只要肯悔改，
上帝等你回来 不计前嫌；
上帝等你回来、不计前嫌；
你我任何堕落、任何败坏，回到主面前，
他如何接纳被掳归回的人、
他如何接纳被掳归回的人
爱他们、不计前嫌，你也一样。
上帝不计前嫌说 ─ 回来吧！
我用我的膀臂等候你这个浪子。
我用我的膀臂等候你这个浪子
你愿意回来吗？他在等你！

亲爱的主，

祷告

谢谢你有长阔高深的爱，
我们任何的罪孽，
你通通放在耶稣的宝血下面。

帮助我们向你呼求，你用宝血遮盖我们，
向你呼求 你用宝血遮盖我们
知道你是等候浪子回来的天父，
把我们的心奉献在你的手中 ─ 我们要回家了。
我们要 家了

听我们的祷告，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