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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志十七章 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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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耶和華的約櫃反在幔子裡 」

2 拿單對大衛說：「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神與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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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日 我未曾住過殿宇5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

乃從這會幕到那會幕，從這帳幕到那帳幕。

6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個士師，6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 個士師，

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的說：

你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歷代志十七章 1 - 15

8 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

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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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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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你壽數滿足歸你列祖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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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他必為我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13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並不使我的慈愛離開他，

像離開在你以前的掃羅一樣。

14 我卻要將他永遠堅立在我家裡和我國裡；

他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15 拿單就按這 切話 照這默示告訴大衛15 拿單就按這一切話，照這默示告訴大衛。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神學意義 ‧家譜 ‧重點

歷代志上下是什麼時候寫的呢？

代下卅六22-23 波斯王古列元年，代下卅六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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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 使他下詔通告全國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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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下結束 接著以斯拉記第 章完全 樣歷代志下結束，接著以斯拉記第一章完全一樣，

拉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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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上下是以斯拉歸回之後所寫的歷代志上下是以斯拉歸回之後所寫的

是第二批歸回的以斯拉重新去寫歷代志上下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神學意義 ‧家譜 ‧重點

從撒母耳到亡國這個歷史，歷代志的以斯拉歸回之後重寫，

同樣的歷史，跟歷史書從撒母耳記到列王紀不太一樣…

撒下七1-2 王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

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那時，王對先知拿單說：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那時，王對先知拿單說：

「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

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裡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裡。」

代上十七1 大衛住在自己宮中，對先知拿單說…

沒有王，以斯拉是亡國之後所寫的，

大衛王朝、聯合王國、南國北國都不見了。大衛王朝 聯合王國 南國北國都不見了

代上十七5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直到今日… 原文聖經沒有出埃及

撒下七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神學意義 ‧家譜 ‧重點

歷代志上十七章

沒有審判的信息

撒母耳記下第七章

有審判的信息

沒有審判的信息

13a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並不使我的慈愛離開他。有審判的信息

14-15a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並不使我的慈愛離開他

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

16a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16a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

14a 我卻要將他永遠堅立在我家裡和我國裡。

1 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已經亡國、變成亡國奴，已經亡國、變成亡國奴，

現在好不容易歸回。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神學意義‧家譜 ‧重點

歷史書在問你們為什麼被擄？

因為他們的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列王紀下十七章 ─ 他們背約，因此被擄。

歷代志上下以斯拉回來以後所寫的重點 ─歷代志上下以斯拉回來以後所寫的重點

被擄之後我們有沒有盼望？藉著大衛之約說有盼望！

 十七5 ─把出埃及拿掉，因為現在不在埃及、在巴比倫， 十七5  把出埃及拿掉，因為現在不在埃及、在巴比倫，

好不容易回來，已經不是奴隸，

上帝仍然愛著他們、等候他們、要幫助他們上帝仍然愛著他們、等候他們、要幫助他們

 十七13 ─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我不會讓我的慈愛離開他。不再責備、不再、不再審判審判我不會讓我的慈愛離開他。不再責備、不再、不再審判審判

上帝過去不住在人間房子裡，

十七14 這是我的國 我的家十七14 ─ 這是我的國、我的家…
你們即使亡國，仍然是我的百姓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神學意義‧家譜 ‧重點

歷代志上下的作者很慈愛，

已經被打、審判的以色列北國、南國，已經被打 審判的以色列北國 南國

上帝藉著把他們擄走、管教之後，

現在歸回的心就像浪子的父親等待浪子回來 ─現在歸回的心就像浪子的父親等待浪子回來

我仍然愛你們，你們雖然亡國，

仍然是我的國、我的民、我的家。

撒母耳記上有一半記載掃羅追殺大衛，

這個不光彩的事件歷代志上下完全不記

仍然是我的國 我的民 我的家

這個不光彩的事件歷代志上下完全不記。

代上十七13(原文) 並不使我的慈愛離開他，

像離開在你以前的祖先。

掃羅會引起他們過去的惡夢，

掃羅不見了

掃羅會引起他們過去的惡夢，

所以把掃羅拿掉、掃羅追殺大衛拿掉。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神學意義‧家譜 ‧重點

歷代志跟歷史書 ─ 撒母耳記、列王紀，完全不一樣，

沒有記載歷史書的那些王、靈性跟國家的墮落跟敗壞。

歷代志刪去

 撒母耳記下一到四章 ─ 大衛初期為王的記錄

沒有 載歷史書的那些 靈性跟國家的墮落跟 壞

撒母耳記下 到四章  大衛初期為王的記錄

大衛跟拔示巴淫亂的史實

 撒母耳記下十一章 ─ 大衛跟拔示巴的事件之後 撒母耳記下十 章  大衛跟拔示巴的事件之後

一直到所羅門王接替為王的整個墮落，

押沙龍追殺大衛的史實押沙龍追殺大衛的史實

所羅門王的兄弟亞多尼雅想篡位

不記北國 以利亞 以利沙不出現在歷代志不記北國，以利亞、以利沙不出現在歷代志

耶羅波安分裂出去十個支派，不是上帝的心意，意，

在北國設立了兩個祭壇 在但跟伯特利在北國設立了兩個祭壇，在但跟伯特利，

讓以色列分裂、靈性墮落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神學意義‧家譜 ‧重點

添加了一些史實是歷史書沒有的 ─
埃及王示撒入侵，因為羅波安犯了罪

亞撒腳得病，因為他不依靠主、卻依靠亞蘭王

烏西雅得痲瘋病，原因他強行進入聖殿

瑪拿西後來悔改，上帝仍然憐憫他

記載一些列王紀裡面沒有的先知，像易多

從亞當一直寫到歸回，大衛的家譜記載大衛勇士，

好讓被擄歸回回憶大衛王朝過去榮耀的時候 ─好讓被擄歸回回憶大衛王朝過去榮耀的時候

大衛設立祭司、所羅門王獻祭…
要鼓勵歸回的人 ─過去藉著亞述、巴比倫把你們趕走，趕走，要鼓勵歸回的人  過去藉著亞述、巴比倫把你們趕走，趕走，

現在讓你們歸回，仍然愛你們、憐恤你們；

回想過去相同的歷史，回想過去相同的歷史，

可是完全記載過去榮耀、尊貴，上帝記念。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神學意義‧家譜 ‧重點

歷代志上下在說好聽的話、安慰的話，

像浪子的父親 浪子你回來 再髒像浪子的父親 ─ 浪子你回來，再髒，

爸爸仍然抱著你，完全寬容、完全等待，

然是我 兒子 我 然是你仍然是我的兒子，我仍然是你的父親。

歷史書歷史書
撒母耳記上下、列王紀上下的上帝，

義是公義的

歷代志上下的耶和華，歷代志上下的耶和華

是慈愛的

正好彰顯上帝屬性的兩部分正好彰顯上帝屬性的兩部分。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 ‧神學意義‧家譜‧重點

第一章到第九章 ─ 亞當到被擄的家譜，

祖宗不只是亞伯拉罕，更是上帝所造的亞當

特別浮顯在亞當、在猶大、在大衛，

其他北國十個支派通通不見了十 不

歷代志上結束在聖殿，讓歸回的人知道 ──
耶路撒冷、大衛王榮耀、

不被記念

耶路撒冷 大衛 榮耀

預備建聖殿、後面的所羅門王，才是歸回的重點

第十章之後，掃羅不被記念，

從作者眼光來看 ─ 掃羅不遵守上帝的命令，

大衛看重上帝，看重約櫃、聖殿，

他有屬神的眼光，約櫃迎進去、

預備建聖殿，被上帝記念。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 ‧神學意義‧家譜‧重點

大衛大衛曾因為驕傲 ─ 不把安全感放在上帝，放在自我中心，

那個公義管教大衛，給他三次審判的方式，大衛選擇上帝，

管教之後，那個地方就變成建聖殿所在。

大衛建聖殿，建立聖殿敬拜的模式、祭司、利未人、詩班、

管理聖殿的班次…，一直影響到新約，

之後才記載歷代志下的所羅門王。

大衛是彌賽亞救主的預表，合上帝的心意，

讓亞當的後裔，透過亞伯拉罕之約、西乃之約、、讓亞當的後裔 透過亞伯拉罕之約 西乃之約

到大衛之約，上帝的救恩一直傳下去。

他是上帝約的代表，所以有約櫃、上帝是守約，他是上帝約的代表，所以有約櫃 上帝是守約，

好讓被攄歸回知道 ─
過去被管教，因為列祖得罪上帝過去被管教，因為列祖得罪上帝

歸回之後，我用慈愛來包容你們、仍然等待、愛你們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 ‧神學意義‧家譜‧重點

歷史書裡面幾個王很壞的 ─
瑪拿西，當王幾乎五十年，

父親是希西家，很不錯的一個王，

瑪拿西把爸爸所有屬靈的功績通通毀了；拿 所有屬 績

這種人被擄到外邦去最好讓他死，

沒有想到他在外邦一悔改，上帝不可思議的赦免他。沒有想到他在外邦 悔改 上帝不可思議的赦免他

讓被擄歸回的人讀起來就說 ─ 放心，

我當初如何赦免瑪拿西，現在仍然原諒你們

希西家也曾經墮落，

他讓王宮所有的東西都給巴比倫使者看

我當初如何赦免瑪拿西 現在仍然原諒你們

他讓王宮所有的東西都給巴比倫使者看，

上帝仍然憐憫希西家、憐憫瑪拿西

你只要肯回頭，上帝就愛你！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 ‧神學意義 ‧家譜‧重點

1. 聖殿的建造
大衛預備材料建聖殿、所羅門王在聖殿禱告、

王在聖殿悔改我就憐憫他們…
好讓被擄歸回的人在歷代志下結束的時候 ─

代下卅六22-23 波斯王古列元年，

你們可以回去建那聖殿。

代下卅六 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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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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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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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回去建聖殿 上帝就記念你；只要你回去建聖殿，上帝就記念你；

只要你的心建聖殿，上帝就恩待你。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 ‧神學意義 ‧家譜‧重點

2. 聖殿重於君王，靈性重於政治
好的王是因為他們潔淨聖殿 ─

希西家、約西亞潔淨聖殿是好王。

不在乎外面 ─ 外交、國防、軍事，多少兵力，
大衛驕傲誇口兵力、核數兵數，上帝擊打他。

神的家超過外面的業績，事奉比事業更重要。

3. 聖殿的盼望在所盼望的彌賽亞
大衛之約是為了彌賽亞鋪路，古列讓你們回來了，大衛之約是為了彌賽亞鋪路 古列讓你們回來了

等候後面的耶穌，祂才是你們的救主。

歷代志推到亞當，一直到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歷代志推到亞當， 直到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雅各的十二個兒子猶大是重點，

猶大的兒子大衛、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王、猶大的兒子大衛、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王、…
一直到所蓋的聖殿預表的耶穌。



歷代志與歷史書之不同‧大衛之約 ‧神學意義 ‧家譜‧重點

上帝在等 ─ 任何人即使被上帝管教，

你背約，上帝仍然愛你！你背約，上帝仍然愛你！

浪子你只要肯悔改，

上帝等你回來、不計前嫌；上帝等你回來、不計前嫌；

你我任何墮落、任何敗壞，回到主面前，

祂如何接納被擄歸回的人祂如何接納被擄歸回的人、

愛他們、不計前嫌，你也一樣。

上帝不計前嫌說 ─ 回來吧！

我用我的膀臂等候你這個浪子我用我的膀臂等候你這個浪子。

你願意回來嗎？祂在等你！來 祂在等你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

謝謝你有長闊高深的愛，

我們任何的罪孽，的罪

你通通放在耶穌的寶血下面。

幫助我們向你呼求，你用寶血遮蓋我們，幫助我們向你呼求，你用寶血遮蓋我們，

知道你是等候浪子回來的天父，

把我們的心奉獻在你的手中 我 要 家把我們的心奉獻在你的手中 ─ 我們要回家了。

聽我們的禱告，接納我們成為你的兒女。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