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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代 志 上  

一

｜

九

 

以

色

列

之

重

要

族

譜

 

一
｜
三 

王
室
家
譜 

在家譜中圈出你認識的人名(注意有許多同名者) 
並能夠略述其生平(上課時分享心得及亮光) 
一１-34：由亞當到      的家譜。 
一 35-54：是    的後裔，國名為    。 
二１-17：由     到    的家譜。 
三１-24：由大衛到     (三 15，乃亡國之君，參王下廿五) 

又到      之後裔(三 19 是被擄歸國之領袖，參拉二２) 

四

｜

九

 

各

支

派

家

譜

 

四１-23 是    支派的家譜；四 10 雅比斯的禱告：                           
                                                                 。 
四 23 有一族是窯匠，他們與王    ，為王    。四 24-43 是    支派的家譜；

五 1-10 是    支派的家譜，他原是    ，但長子名份歸    ，    勝過一

切弟兄(五１-２) 五 11-17 是       支派的家譜；五 18-26 是記載住在約但河東 
              和     半支派的事，他們【□是□否】被擄；六１～81 是    
支派的家譜，亞倫及其後裔的職份是：                                        
                                (六 49)；七、八章記了哪些支派的家譜？      
   、     、      、     、     、    和掃羅的家譜。 
九 2-3 被擄後歸回的以色列人有哪些？                                        
                                                           。 

十

｜

廿

九

 

大

衛

的

王

朝

 
耶

和

華

的

受

膏

者 

十

｜

十

二 

掃羅之死原因為何？因為                                             ；又因 
                                            (十 13，14)。大衛被膏做王是照  
     藉     所說的話(十一 3 下)。大衛的勇士是奮勇幫助他得   ，照神所

吩咐以色列人的話(十一 10)。那時天天有人來    大衛，以致成了    ，如  
    一樣(十二 22)。其中以薩迦支派中的族長都      ，知道            
          (十二 32)；西布倫支派的五萬人能                          ，行伍 
   ，不生    (十二 33)。 

耶

和

華

的

約

櫃 

十

三

｜

十

六 

約櫃從      出發(十三 5)，當時在      的家中(十三 7)，放在     上，

在    的禾場停住(十三 9)，又到    人      的家中，停放   個月(十三

13，14)，使他家【□蒙福□遇禍】。烏撒被擊殺之原因為何？                   
                                  (十五 13)， 

 

學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 

華神學號：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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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廿

九

 

大

衛

的

王

朝

 

耶

和

華

的

約

櫃 

十

三

｜

十

六 

於是       自潔(十五 13-14)，用   ，    神的約櫃，是照        

        (十五 15)。當時的情況是【□安靜肅穆□歡歡喜喜□痛哭流涕】(十

五 16，25)；大衛獻   祭和    祭，又為民    (十六 1，2)。立    和他的

弟兄在約櫃前常常事奉耶和華(十六 37)。 

耶

和

華

的

盟

約

 

十

七

｜

二

十

 

神【□是□否】允許大衛為祂建殿，是透過先知    傳達(十七 3)，卻向他立約，

堅固保守他(十七 7-14)，而後，大衛治服了哪些國家？             

        (十八 1-13)。大衛無論往哪里去，耶和華都      (十八 6，13)。

他又向眾民      (十八 14)，又有哪一國羞辱大衛的使者？    (十九 1)。約

押如何勸勉戰士迎敵？                            

                  (十九 13)，攻破    和    聯軍。 

廿

一

｜

廿

九
 

耶

和

華

的

聖

殿

 

大衛決定聖殿的地點於     的禾場(廿一 15，31)，價值          的金子，

是藉先知    在此築壇獻祭的(廿一 18)。原來摩西在曠野所造的帳幕和燔祭壇都在 
      的高處(廿一 29) 大衛數點民數【□是□否】有罪，以色列死於     的，有    
    人(廿一 14)，耶和華的使者停手于何處？          (廿一 15)。神為何不

允許大衛為祂建殿？           (廿二 7)，祂要誰為祂建殿？       

 (廿二 8)。大衛【□是□否】束手不管建殿之事，他做些什麼？           ，
為什麼？                         (廿二 4)。利未人從     
歲以外的都被數點，共有         人，都做些什麼事？管理           ，做  
   和    ，做    的及頌贊的(廿三 3-5)。      和其子孫分別出來，好   

               ，在耶和華面前    事奉祂，奉祂的名    ，直到永遠(廿三 13)。
利未人【□是□否】要再扛抬帳幕和其中之器皿，為何？                          
                      (廿三 25-26)。利未人男丁    歲以外的，都辦理耶和華殿的

事務((廿三 24)並服事亞倫家。謳歌者有    、    、及     的子孫(廿五 1)
制簽分為    班(廿五 9-31)。廿六 1-19 是記錄     的班次(廿六 1)，其中有      
  的壯士(廿六 6)，      的壯士(廿六 8)和    的謀士(廿六 14)。廿六 20-28
是掌管聖殿及聖物的     的利未人(廿六 20)。以色列人的組織有    長、     
長、    長和   長，職責是             (廿七 1)。所羅門建殿的模式

是誰指示的？    ，大衛又是受誰指示的？       (廿八 11，12，19)，這殿

不是為   乃是為      建造的(廿九 2)。大衛為神的殿已盡力預備，會眾【□是

□否】也盡心捐輸。大衛壽終之光景如何？                                      
                   (廿九 28)。 

歷史書：代下 / II-19 



歷 代 志 下  

一

｜

九

 

所

羅

門

王

朝

 

一 

國
位 

所羅門的國位    ，耶和華他的神      ，使他      (一 1)。當時神

的會幕在     (一 3)。神【□是□否】向所羅門顯現，(一 7)，他向神求    

  (一 10)，神又賜他          (一 12)。 

二

｜

八

 

聖

殿

 

建殿的人力是在以色列地所有          ，153,600 名(二 17)。建殿的地點

是     山     的禾場(三 1)。開工的時間是所羅門作王的第   年    月   

日(三 2)，完工後將    由大衛城運來(五 2)。當時           充滿了神的

殿(五 14)。所羅門的禱告中，您最感動的是                                  

                                                      。神如何應允他？  

                                                                        

                                                 (七 14)。所羅門建殿和王

宮費時    年(八 1)，國中剩下不屬以色列人的異族人所羅門如何待他們？    

        (八 8)，又如何待以色列人呢？                 

            (八 9)。他遵摩西的吩咐在哪些時候獻祭？     、     、 

     、     、     (八 13)。他的妻【□是□否】住大衛的宮(八 11)。 

九

 
國

富
 

示巴女王讚歎：「你的群臣、你的僕人常侍立在你面前聽你       是有福的。

耶和華你的神是應當    的！祂    你，使你       ，為耶和華你的神 
    ；因為耶和華你的神   以色列人，要永遠    他們，所以立你做他們的

王，使你      」(九 7-8)。所羅門的    與    勝過天下的列王(九 22)。
記載所羅門事蹟的書卷有：                                                
                              (九 29)。做王共   年(九 30)。 

十－卅六 
分  裂 

王國分裂的原因為何？                      ，這事乃      

    ，為要應驗神藉示羅人     之預言(十 15)。 

猶

大

的

諸

王

 

 
 
 
 
 
 
 
 
 
 
 
 
 
 
 
 
 
 
 
 
 
 
 
 
 
 

神人     制止了南北兩國之爭戰(十一 2)。從北國以色列歸向南國猶大的有哪

些人？                              (十一 13-16)，

來到耶路撒冷為要                 (十一 16 下)。羅波安強盛    

年，因為                       (十一 17)。但他強盛的時候就  

           (十二 1)，故此有       來攻(十二 2)。後有先知警誡(十

二 5)王和眾人    ，神使他們略得拯救(十二 6-7)但使他們做示撒的僕人，好叫

他們知道                   (十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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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卅

六

 

猶

大

的

諸

王

 

      猶大制伏以色列是因                 (十三 18)。 

 
 
 
 
 
 
 
 
 
 
 
 
 
 

與古實王謝拉的爭戰中【□是□否】倚靠神(十四)。有先知      勸勉去偶像(十
五 1)。有許多以色列人歸降，因               (十五 9)。以色列王來

攻時向    王求助(十六 2)，先見      責備他不倚靠神(十六 7)，而後他腳上有

病，沒有求     只求    (十六 12)。 

 
 
 
 
 
 
 
 
 
 
 
 
 
 
 
 
 
 
 
 

王使臣子與祭司帶著           走遍猶大各城教訓百姓(十七 9)。因幫助以

色列王    受先知    的責備(十九 2)。摩押人、亞捫人來攻時，他定意    

   ，在猶大全地宣告    (廿 3)，神的靈臨到     勸勉眾人(廿 14)，王說：

信耶和華你們的神，就必    ，       就必亨通(廿 20)。走在軍隊前面的是

些什麼人？做些什麼事？              (廿 21)，又與以色列王     交
好(廿 35)，合夥造船      預言必壞(廿 37)。 

 
 
 
 
 
 
 
 
 
 
 
 
 

他行以色列諸王的道，與    家一樣(廿一 6)，神【□是□否】滅絕他，為何？  

                                (廿一 7)。列舉

攻擊他的敵人三：     、     、      。有先知     警之(廿一 12)。
他去世時之光景如何？               (廿一 20)。 

 
 
 
 
 
 
 
 
 
 
 
 

他受母親主使行   (廿二 3)，同以色列王約蘭與     王爭戰(廿二 5)，他被害是

出乎   (廿二 7)，死在    手中(廿二 9)。這耶戶是     所膏使他      

     (廿二 7 下)。太后      篡了國位，共   年(廿二 12)。 
 
 
 
 
 
 
 
 
 
 
 
 
 
 
 
 
 
 

祭司      助王得國，給他戴上冠冕，將    書交給他(廿三 11)，與眾民立約，

都要做       (廿三 16)。          的時候，王行神眼中看為   的事

(廿四 2)；但他死後，他們     ，去事奉亞舍拉(廿四 18)。【□是□否】聽從先知(廿
四 19)，耶何耶大的兒子      說：你們離棄耶和華，所以祂也      (廿四

20)。結果神藉    人懲罰他(廿四 24)。 

 
 
 
 
 
 
 
 
 
 

他行【□惡□正】事，只是心不    (廿五 2)，神【□是□否】允許他招募以色列兵，

何故？                     (廿五 7)。他做錯何事？      

             (廿五 14，20)，神使他敗在以色列王     手中(廿五 17)。 

 
 
 
 
 
 
 
 
 
 
 
 
 
 

他尋求神，神就使他    (廿六 5)擊敗了     人(廿六 6)…名聲傳到遠方。因他

得了      ，甚是強盛(廿六 15 下)。他既強盛，就      ，以至行事     
   ，干犯神，進殿要上香(廿六 16)，祭司      率領耶和華    的祭司阻擋

之(廿六 17)，結果他長     直到死日(廿六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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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卅

六

 

猶

大

的

諸

王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的事，    他父烏西雅所行的一切，只是        

  ，百姓還行    的事(廿七 2)。行正道，以至日漸    (廿七 6)。 

 
 
 
 
 
 
 
 
 
 
 
 
 

行惡，曾被那些敵人打敗受欺？                           ，

以色列王    俘擄了猶大人(廿八 6)，先知    勸阻之(廿八 9)。王在急難中，越

發       ，祭祀     之神(廿八 22-23)惹動神的怒氣。 

 
 
 
 
 
 
 
 
 
 
 
 
 
 
 
 
 
 
 
 
 
 
 
 
 

     年    月重開殿門(廿九 3)，獻牛羊為   、為   、為     做贖罪祭(廿九

21)，又遣人見猶大及以色列眾人要在   月守    節(卅 2)，眾人之反應如何？  

                            (卅 10-11)。神【□是□否】垂聽

王為不潔之民的代求(卅 18-20)。共守節    日(卅 22-23)。他們從來沒有這樣的    

    (卅 26)。凡王所行的…都是    去行，無不亨通(卅一 21)。    王來攻時，

有先知     和他一起禱告(卅二 1，20)而得勝。在     王使者的事上，神  

   ，要    他，好知道他    如何(卅二 31)。 

 
 
 
 
 
 
 
 
 
 
 

行惡，且引誘百姓，以致他們行惡比                     更甚(卅

三 9)。神使    王來攻擊(卅三 11)。他在急難的時候就            ，並

在神面前極其    (卅三 12)，神【□是□否】垂聽他的禱告，他這才知道     

      (卅三 13)。他的諸事都寫在    的書上(卅三 19)。 

 
 
 
 
 
 
 
 

事奉其父所雕刻的偶像，不在耶和華面前像他父瑪拿西      ，這亞們所犯的罪，  

     (卅三 23)。結果臣僕背叛殺害之。 

 
 
 
 
 
 
 
 
 
 

行正，得律法書，守    節，得大祭司     ，女先知     的(卅四 9，22)，

修茸聖殿，宗教改革。結果死在    王    的手中。 

         做王三個月，被     所廢(卅六 3)。 

         行惡，被     王       攻擊，被擄(卅六 6)。 

         行惡，被       所擄(卅六 10)。 

         行惡，不聽先知     的話(卅六 12)，被擄，地享安息    年(卅六 21)。 

    王    下詔之主要內容為：                 (卅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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