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志上
簡介
“歷代志上有自己的風格和文采，以及超然的道德特性，因為
它表明就算一切都敗壞了，神的旨意仍然堅立。這是給我們
在今世的安慰。基督教界有敗壞的狀況，但神的旨意永不衰
敗。有信心的人在神堅定確立的旨意上安穩無憂，並且得到安
慰。” ∼凱理

壹．在正典中的獨特地位

述運約櫃到耶路撒冷的過程、建殿的準備，
以及猶大的好王所作的改革。只有當北國與

歷代志上、下本是一大卷書，在希
1
伯來文聖經中排在最後。 本書的希伯來
文題目是“日誌”，或直譯為“每日的
話”。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的題目是“省略”
（Paralipomena），但那是一個不恰當和誤
2
導人的題目。 英文的題目根據耶柔米拉丁
文武加大譯本（而中文題目從英文翻譯出
來），用得很好。
驟眼看來，歷代志上似乎重複撒母耳
記上、下，而歷代志下的內容似乎跟列王紀
上、下一樣。那麼歷代志有什麼特別貢獻？
歷代志與撒母耳記和列王紀有顯著的分別。
後者強調歷史方面的事情，而歷代志卻強調

Liv

ing

St

大衛王朝有接觸，歷代志才提到北國。歷代
志的作者甚至略過了暗嫩、押沙龍和亞多尼
雅的悲劇，以及所羅門對神的不忠。所以歷
代志絕不是無謂的重複，而是對前兩卷書的
歷史的屬靈詮釋。

on

每一個王統治的事蹟都定期記在書上
eP
（王上一四2 9；一五7等），由於來源一
ub
樣，難怪撒母耳記和列王紀的內容與歷代志
lis
h e 所取得的資料相同。
r s 有人批評歷代志不夠完整和全面，因為
Ltd
它沒有包括當時的重要歷史。
凱理本 他一
.活
貫的屬靈觀點，指出歷代志象其它神所默示
石出
屬靈方面的事情。因此歷代志集中於大衛和 的書一樣，只反映出聖靈要反映的事情：
版有
他後裔的統治，以及聖殿和當中的敬拜。它
歷代志所採集的神的見證是片斷式
提供前面書卷沒有提及的祭司、利未人、樂
限公
的，也是特意要分片斷。假如神喜歡，
師、唱歌的人和守門的人的資料。此外又詳
祂可以給他們完整的事情，但這有違祂
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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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先見易多的傳記（代下一三22）
9.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的 列 王 紀 （ 代 下
二○34；二七7；三二32）
10. 列王的傳記（代下二四27）
11. 先 知 以 賽 亞 的 默 示 書 （ 代 下 二 六
22；三二32）
12. 何賽6的書（代下三三19）

的法則。神親自俯允並喜歡注明祂對以
色列敗壞的感覺，只給他們東一處、西
一處片斷的資料。所記的事情都不是完
整的，這是歷代志上、下所表達的主要
原則。這對學者們常常是一個極大的困
惑，因為他們憑自己的肉眼去看，看不
出所以然。他們以為這書充斥訛誤，事
實卻不是。這是聖靈經過周密考慮，特
4
意這樣寫的。

叁．寫作日期

對於現今分裂而混亂的基督教界，凱理
用以色列的情況作了一個相關的應用：

歷代志是在猶大被擄之後寫的（代下
三六22,23）；靠着家譜，我們能更接近地

所以我斷定，在人的眼光中，現今神
對祂子民所供應的恩典看來是軟弱無
效、沒有秩序的。但當你深入地看，你
會發現這是按着神的心意。要所有東西
都有完整的借口，會叫我們不能與神的
心相通──這只叫我們滿足於自己，而
5
不是與祂一同感受祂教會的破裂情況。

指出寫作的日期。在歷代志上三章24節，大
衛譜系中的最後一個人阿拿尼，是約雅斤王
（又名耶哥尼雅或哥尼雅；三17）後第八代
的子孫。約雅斤是大約主前六百年的人，若

寫的，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上應用。

一代平均是二十五年，到阿拿尼的時候最早
大約是主前四百年。歷代志成書決不會在這
時期後許久，因為它的編者跟作者都很着意
大衛的世系，盡量編寫他的後代子孫。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歷代志是舊約最後一
卷書之一，大約成書於瑪拉基的時候。

貳．作者

肆．背景與主題

歷代志上、下不是很悶的歷史書，而是
從祭司的角度，演繹由亞當到以色列人從被
擄巴比倫歸回的神聖歷史。它是為我們信徒

歷代志那麼遲的成書日期，幫助我們明

大部分解經家都認為歷代志的作者或編

L者是以斯拉。歷代志最後的兩節經文，跟以
白它所着重的地方。王朝沒有了，但王室的
ivi
n
家系仍然可以一路追溯，為那將要來的大衛
斯拉記的開首兩節一樣，並且兩者有很多風
gS
的子孫──彌賽亞作準備。
格上類似的地方。歷代志的編者被神默示，
ton
雖然猶大王朝已經不再，聖殿的敬拜仍
參考他當代的作品，從下列所提及的參考資
eP
然是百姓屬靈生活的中心。史廓治這樣寫：
料便可知：
ub
lis
然後，這裏再次強調所有有關敬拜的
1. 先見撒母耳的書（代上二九29）
h
e
事情：聖殿中的敬拜、祭司、利未人、
2. 先知拿單的書（代上二九29）
r s 歌唱的人和對拜偶像的憎惡。書中指出
L t國家遭難是因為沒有理會耶和華的要
3. 先見迦得的書（代上二九29）
d.
4. 示 羅 人 亞 希 雅 的 預 言 書 （ 代 下
活石
求；國家興盛是因為他們歸向神。列王
九29）
紀所講的是政治和王室，歷代志講的是
出版
5. 先見易多的默示書（代下九29）
神聖和敬拜。
有限
6. 先 知 示 瑪 雅 的 史 記（ 代 下 一 二
彌賽亞和敬拜這兩個主題，對現今的信
15）
公
徒仍然是重要的，這很值得我們注意。司
7. 先見易多的史記（代下一二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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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志下接續歷代志上。在歷代志上第

史有關係，歷代志才提到他們。雖然列王紀

二十九章，大衛立所羅門為繼承人，而歷代

和歷代志所記的大致相同，但由於後者寫成

志下卻追溯大衛的家系：從所羅門到猶大的

較晚，而且目的不一樣，因此不時有前者所

余民自巴比倫被擄歸回。列王紀上、下記載

缺的詳細資料。我們會討論兩卷書的一些分

事情的年代大致跟歷代志相同，但我們在前

別，但不可能所有分別都深入探討，這要由

面已經講過，列王紀着重於以色列，歷代志

其它的書來專門研究了。

卻着重於猶大。只有當以色列王跟猶大的歷

大綱
壹．家譜（一∼九）
一．從亞當到亞伯拉罕（一1∼27）
二．從亞伯拉罕到以色列（一28∼54）
三．以色列的後裔（二∼八）
1. 猶大（二1∼四23）
2. 西緬（四24∼43）
3. 流便、迦得和約但河東瑪拿西半支派（五）
4. 利未（六）
5. 以薩迦（七1∼5）
6. 便雅憫（七6∼12）
7. 拿弗他利（七13）
8. 約但河西瑪拿西半支派（七14∼19）
9. 以法蓮（七20∼29）
Liv
10. 亞設（七30∼40）
ing
S t 11. 便雅憫（八）
on
1∼34）
四．被擄歸回的人（九
e
35∼44）
Pu
五．掃羅的家譜（九
b
lis
貳．掃羅之死（一○）
he
叁．大衛的統治（一一∼二九）
rs
Ltd
一．大衛的軍隊（一一∼一二）
.活
1. 大衛的勇士（一一）
石出
2. 效忠大衛的人（一二）
二．大衛將約櫃送到耶路撒冷（一三∼一六） 版 有
限公
三．大衛建殿之心與神的回答（一七）
司
四．大衛的勝利（一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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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數點民數帶來瘟疫（二一）
六．建殿的預備（二二∼二六）
1. 材料、工匠和動機（二二）
2. 利未人的分班與職務（二三∼二六）
七．軍方和政府的領袖（二七）
八．大衛最後的歲月（二八∼二九）

註釋
壹．家譜（一∼九）

應許他的兒子以撒的後裔在稍後才交代。創
世記第三十六章所記以掃的後裔，在第35至
54節提到，為雅各（以色列）的後裔出場鋪

歷代志上頭九章包括多個家譜。家譜
對猶太人設法保持各支派之間的區別非常重
要。經過被擄的混亂之後，重新建立王家和
祭司的體系也非常重要。

路。第二至九章追溯以色列的子孫。
在第一章，歷代志的編者將焦點限於從
亞當（人類之父）到雅各（以色列十二支派

歷代志這幾章有些人的名字跟聖經其它
地方不同，這些明顯的不一致有幾個原因。

之父）。他很快便減省其它的枝節，集中於
神的選民。這一章 也開始彌賽亞的世系（比

有時一個人會有幾個名字，而經過數百年，
一些名字的拼寫改變也不足為怪。始終，創

較路三34∼38）。

世記的一些家譜跟歷代志相應的家譜相距超
過一千年（主前1400年至主前400年）。很

亞當

多時這是抄寫經文的人的錯誤，只要看過希
伯來文，便知道這實在很容易發生。但這些

挪亞

“差異”不會絆倒認真的學生，因為在原稿
中，大部分這些差異都不會出現，也絕不影

Liv

ing

雅弗

8

響我們信仰裡的主要教義。

Pu

含

亞伯拉罕

bl
一．從亞當到亞伯拉罕（一1∼27）
ish

閃

ers

以實瑪利

創世記顯然是這些家譜的來源。第1至
4節來自創世記第五章（亞當到挪亞）；第5

Ltd

以撒
以掃

至23節根據創世記第十章記載挪亞的後裔；
亞伯拉罕的家譜來自創世記第十一章（24∼
27節）。

.

雅各

三．以色列的後裔（二∼八）
1. 猶大（二1∼四23）
猶大是以色列最大支派的首領，也是最
蒙福和得應許的，因此他的家譜排最先，也
最長（二3∼四23）。猶大兩個後裔──迦
勒（二18∼20,42∼55）（不是民數記第十三
章的迦勒；參看四15）和大衛（三1∼24）

二．從亞伯拉罕到以色列（一28∼
54）
亞伯拉罕在創世記第二十五章所列、
憑血氣所生的子孫，記載在第28至33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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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譜在這裏有更詳盡的記載。
家譜中有一些零星的歷史記載。這些是

量跟隨他的榜樣！
比提雅（四18）是這些家譜中少數記載

聖靈要我們注意的事情，是掃視以色列全面
的歷史中一些趣味之處。在猶大的家譜中，
神讓我們注意祂對付兩個惡人和祝福一個義
人。
“猶大的長子珥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
耶和華就使他死了。”（二3）珥是猶大從
所娶迦南人書亞的女兒生的（創三八1∼
10）。聖經沒有告訴我們他做了什麼，只說

的女性之一。她是法老女兒，但這時與神的
選民一起生活。她的名字是耶和華的女兒的

他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他的惡行令他失去
長子的名分、在彌賽亞譜系中的位置和他的
性命。他的名字成了家族的污點，給後來所
有的世代看。假如人能夠及時考慮惡行帶來
的後果，他便會行得好。“因為作惡的，
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
土。”（詩三七9）
亞干的故事（二7）可在約書亞記第七
章中看到。他在耶利哥“看見”、“貪愛”
和“拿”了（書七21）神禁止的物件，連累
以色列人。因他犯罪，三十六個人在攻擊艾
城的失敗行動中死了。主將他挑出來；他和
他一家都被處死。
“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四
9）雅比斯對神有很宏大的觀念，他尊敬
神，尋求祂的祝福。雅比斯是一個有信心的
人，神也注意到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一一
6）艾朗賽這樣評論：

代志中。

Liv

ing

St

意思。
在繼續之前我們必須先講一個明顯的
差異之處。第二章15節說大衛是耶西的第七
子，但撒母耳記上十六章10至11節和十七章
12節卻說他是第八子。可能耶西其中一個兒
子沒有子女或未婚便死了，因此沒有記在歷
2. 西緬（四24∼43）
接着是雅各次子西緬的家譜，可能因為
他的支派跟猶大支派關係密切。西緬在應許
地所得的地方，在猶大的地域之內（書一九
9）。第四章28至33節所列的城，是他們的
產業。不過後來他們也攻佔了其它地方。
3. 流便、迦得和約但河東瑪拿西半支派
（五）
本章講述約但河東流便、迦得和瑪拿西
半支派，但只有很少的篇幅。他們是第一批
被擄走的人（五26）。
第1和2節解釋為什麼流便長子的名分
歸了別的支派。雅各臨死前為他的兒子祝福
時（創四九），提及流便的惡行（創三五
2 2），因此革除他的名分，不讓他尊榮。
長子雙倍的土地給了約瑟（以法蓮和瑪拿

on

西），而從領導方面來說，長子的位分給了

eP
猶大。
u
第11至17節列出迦得的子孫；第23至24
bli
他的禱告是四重的。“甚願你賜福與
s h 節列出瑪拿西半支派的族長。
我”的意思就是“給我真快樂”，只有
e r s 第五章的結尾簡述這些支派的結局。
恆常與神同行的人才能找到。“擴張我
Ltd
的境界”是他不滿足於目前的東西，他
他們曾一起戰勝過夏甲人（以實瑪利人）
要進入和享受更多神的產業。“常與我
.活
（10,19∼22節）；他們以四萬四千七百六十
同在”是他要靠神的保守看顧。最後他
石出
人的小小軍隊，打敗比他們強大得多的敵
禱告說：“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
人。他們倚賴神（20節），神便給他們勝利
版有
苦。”只有罪才奪去神兒女在主 的喜
和大量的掠物（21節）。
樂。
限公
由於長期受四周拜偶像國家的影響，他
司
雅比斯尋求神而得賞賜，願神給我們力
們很快“隨從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這民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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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在他們面前所除滅的”（25節）。他們

由於他們與王家或祭司都無關。

轉向不能救以實瑪利人的神，離棄給他們力

6. 便雅憫（七6∼12）

量戰勝敵人的獨一真神。所以神將他們交在

兒子。第1至15節和第49至53節是這個支派

雖然便雅憫族曾經因為自己的愚昧而減
少至六百人（士二○），但這時他們似乎強
盛人又多起來。第八章裏再次記述便雅憫的
子孫。本章着重便雅憫的族人，而第八章着
重便雅憫與掃羅及耶路撒冷的關係。

最出名的家庭──亞倫的譜系。神命亞倫和

7. 拿弗他利（七13）

亞述王的手，把他們擄走。
4. 利未（六）
六1∼53

本章講述雅各第三子利未的

他的後裔作大祭司，因此從亞倫到被擄歸回

拿弗他利的四個兒子被稱為辟拉的子
孫，因為辟拉是拿弗他利的母親。這四個兒
10
子的後裔沒有記載下來。

的準確家譜非常重要。
以利加拿（2 7節）的兒子⋯⋯撒母耳
（28節）是以色列偉大的先知，也是掃羅作

8. 約但河西瑪拿西半支派（七14∼19）

王前最後一位士師。他的事奉詳述於撒母耳

瑪拿西住在約但河東基列和巴珊的子
孫，記載在第五章23至24節，本段記載住在
約但河西迦南地的另外半支派。
瑪拿西家譜中一個很突出的後裔是西
羅非哈；他沒有兒子，只有女兒。她們的名
字記在約書亞記十七章3節。她們被記錄下
來，因為她們站出來爭取神在這種情況下應
許給女子的產業（參看民二七1∼11）。猶
太婦女曾經在多數外邦婦女都不能爭取自身
權益時，擁有一定的權益。

記上。
利未有三個兒子：革順、歌轄和米拉
利。他們的家譜記在第1 6至3 0節。第3 1至
4 8節有三個家譜：歌轄族的希幔（3 3∼3 8
節）；革順族的亞薩（39∼43節）；以及米
拉利族的以探（44∼47節）。他們是大衛指
派在耶和華面前服事、管理歌唱之事的人
（31,32節）。
希幔大概是詩篇第八十八篇的作者。他
是先知撒母耳的後裔。有一些詩篇明說是亞
薩寫的，例如：第五十篇和七十三至八十三
篇。以探可能是詩篇第八十九篇的作者。

Liv

ing

9. 以法蓮（七20∼29）
歷代志的作者對以法蓮支派有更詳盡的
介紹，為的是追溯這支派在古代歷史中最出
名的人物──約書亞的家系。為神建立功業
的人是他家族的榮耀，並在以後的世代中為
人津津樂道及視作楷模。

六54∼81 本章其余的部分列出其它支
派給利未人的城邑和土地。這是根據耶和華
給摩西的吩咐（民三五1∼8）；這個吩咐在
約書亞監督下執行（書二一）。

St

on

eP
ub
10. 亞設（七30∼40）
lis
5. 以薩迦（七1∼5）
亞設的四個兒子和妺子西拉，跟創世
he
本章提到六個支派：
r
記四十六章17節所記的相符。這些後裔都是
s
以薩迦（1∼5節）
Ltd
“族長，是精壯大能的勇士，也是首領中的
便雅憫（6∼12節）
.
頭目”。 活
拿弗他利（13節）
石
約但河西瑪拿西半支派（14∼19節）
11. 便雅憫（八） 出
版有
以法蓮（20∼29節）
八1∼28
便雅憫、猶大和西緬、利未
限公
亞設（30∼40節）
部分支派的人，組成南國被擄到巴比倫的部
分。大部分在尼希米帶領下歸回猶大的以色
司
這些家譜沒有猶大和利未的完整，可能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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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掃羅之死（一○）

列人，都來自這些支派，因此這裏的家譜給
便雅憫較多的篇幅。

一○1∼5 記載掃羅和他兒子死亡的相
關經文，是撒母耳記上三十一章1至13節。

便雅憫在本章的家譜比第七章6至12節
更詳盡。當我們將這兩個家譜，跟創世記

司布真對第5節有這樣的評論：

四十六章21節，並民數記二十六章38至41節
的家譜作比較，下列的原則能幫助我們了解

當我們嚴正地譴責掃羅自戕而死的同
時，不得不佩服拿兵器的人的忠心。他
是忠心至死，沒有撇棄他的主人而苟且
偷生。這人既然能為掃羅生、能為掃羅
死，我們能背棄我們作王的主人、我們
12
的主耶穌嗎？

看來似乎是差異之處：
1. 有些人有多過一個名字。
2. 經過多年之後，一些人名字的寫
法會改變。
3. 有些名字省略了，因為他們早死

一○6∼10

或無子嗣後。

關於掃羅的死，有幾件事

情需要注意。“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6

4. “兒子”的原文可以指兒子、孫

節），所指的只是跟他一起出戰的人（撒

子、後裔等等。

上三一6）。掃羅還有別的兒子沒有給非利
士人殺死（1 3至1 4節；撒下二8；二一1∼

5. 有些人的名字沒有記下來，因為
他們不符合編者的寫作目的。

9），但他們最後也逃不過他們父親的同一

八29∼40 便雅憫支派的掃羅是以色列
第一個王，他的家譜在這裏和第九章35至44

結局（撒下二一1∼8）。

節都有記載。這裏只記大衛的知己、掃羅的
兒子約拿單的後裔。米力巴力（34節）是米

羅和他兒子們的消息，連夜趕到非利士人那

一○11,12

基列雅比人的勇士聽見掃

裏奪回他們的屍身，將他們的屍骨埋葬後禁

11

非波設的另一個名字。
歷代志沒有記載但和西布倫的家譜。

食七日。掃羅曾經救過基列雅比人脫離亞捫
王拿轄的手（撒上一一），這些勇士沒有忘

（聖經裏別處的經文也省略但支派，例如啟
示錄第七章。）

記掃羅對他們的恩惠。

Liv

一○13,14

in
四．被擄歸回的人（九1∼34）

這兩節經文講出掃羅死亡

的兩個原因：他“沒有遵守耶和華的命”

gS
（參看撒上一三∼一五），並且“求問交鬼
ton
的婦人”（參看撒上二八）。
e
掃羅簡短的歷史記載為大衛的歷史鋪
節）。第10至13節提到祭司，第14至34節提
Pu
路；大衛是神揀選、統治祂百姓以色列的
bli
到另一些歸回的利未人，並描述他們的職
s
務。另一個歸回的名單可在尼希米記第十一
h e 人。
rs
章找到。
L d大 衛 的 統 治 （ 一 一 ∼
叁 t．
.活
五．掃羅的家譜（九35∼44）
二九）
石出
本章末尾十節，跟第八章29至40節基本
一．大衛的軍隊（一一∼一二）
版
相同，都是記述掃羅的家系，並為歷代志上
1. 大衛的勇士（一一） 有 限
的歷史部分作預備（十至二十九章）。掃羅
公司
一一1∼3 歷代志沒有提到伊施波設短
的歷史記載在撒母耳記上第九至三十一章。
暫而失敗的統治（撒下二∼四），直接提到
第2至9節簡單提到一些歸回耶路撒冷
的猶大和便雅憫的子孫，他們都是族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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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在希伯崙加冕為王（比較撒下五）。

大衛，要令他心靈暢快。他們不是為了要得
尊榮（他們的名字沒有記下來），而是要叫

一一4∼9 大衛王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是為自己找一個穩固的首都。這幾節經文告
訴我們他如何攻取耶路撒冷（比較撒下五6
∼10）。
洗魯雅的兒子約押是大衛的外甥，也是
他軍隊的元帥。他在攻取耶路撒冷一役中，
表現英武勇猛。大衛按着自己的承諾，立他
為以色列軍隊的元帥。雖然約押是一個勇猛
的戰士，但卻是一個殘酷的人。可能因為他
的性格殘忍，他的名字沒有列在大衛勇士的
名單中。

大衛高興。現今靠近主耶穌、知道祂心裏的
渴望的人在哪裏呢？那些願意不惜（冒）一
切，為要令主的心暢快而給祂在有需要的工
場取水喝的男女又在哪裏呢？願意這樣做的
人必然列在神勇士的名單中。
一一20,21

13

組三個勇士裏最尊貴的。 聖經告訴我們，
亞比篩對大衛忠心耿耿。他陪同大衛到掃羅
的軍營中（撒上二六）；押沙龍背叛時，他
和大衛一起從耶路撒冷逃亡（撒下一六）；
他敉平示巴的叛亂（撒下二○）；他從巨人
以實比諾的手上救了大衛（撒下二一）；在

一一10 這一分大衛勇士的名單，放在
大衛統治歷史之先；撒母耳記下第二十三章
有類似的名單，卻放在他統治歷史之後。這
些勇士在大衛不同的時期投向他。有些當他
在亞杜蘭洞的時候（15∼19節）；有些當他
在洗革拉的時候（一二1∼22）；有些當他
在希伯崙作王的時候（一二23∼40）。
接下來是大衛一些勇士的名單和他們的
一些勇武之事：

其它事情上他都對大衛盡忠（撒下一○；
一八；代上一八）。無私的勇敢加上堅定的
忠心，能令你成為萬王之王寶貴的朋友和僕
人。
一一22∼25 比拿雅：他的父親是一位
祭司（代上二七5）和一個勇士。他是大衛
的護衛長；這裏列出了他的一些功績。他後
來取代約押的位置作元帥（王上二34,35）。

一一11 雅朔班：他單人匹馬，只憑一
枝槍便殺敗三百個敵人。神使他超自然地勝
過以色列的敵人。勇武的人信靠神，奮力作
戰對抗人類靈魂的敵人，便能為神做非凡的
事。

Liv

ing

St

約押的兄弟亞比篩是第二

我們從他的勝利中看到一幅得勝生活的圖
畫：無論是世界（埃及的巨人）、肉體（摩
押人），還是魔鬼（吼叫的獅子），他都面
對且得勝。
一一26∼47 雖然本段沒有記載事蹟，
但這些英勇地服事大衛的人是值得一提的。
他們當中有些人很特別，例如：
亞捫人洗勒（3 9節）和摩押人伊特瑪

on

一一12∼14 朵多的兒子以利亞撒：我
們首先要注意他是與大衛在一起的；當其它
人都逃走時，他仍然忠於大衛。他冒 性命危
險要保護什麼？一塊長滿大麥的田！受到威
脅的不是財產，而是原則。那地是神應許以
色列的，非利士人絕不能佔有一足之地。現
今的基督徒需要知道自己是屬神的，就算在
看來微不足道的地方，也不能讓撒但在他們
生命裏有一足之地！

eP
ub
lis
h e （4 6節）：他們生下來便是以色列人的敵
r s 人，但這裏他們卻事奉以色列的王。我們生
Ltd
下來是神的敵人，但靠着祂的恩典，我們也
.活
可以在我們王的軍隊裏找到事奉的崗位。
石出
赫人烏利亞（41節）：他的族群是神叫
以色列人在征服迦南地時，要盡行滅絕的七
版有
族人之一族（申七1,2），但他卻成為大衛的
一一15∼19 在亞杜蘭洞的三個人：他
限公
們在大衛落泊的時候投向他，也知道他心中 勇士。大衛實在不配得到他的效忠，因為他
司
所渴想的。他們冒死從伯利恆的井裏取水給 吩咐人讓烏利亞送死，從而奪得他的妻子拔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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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巴（撒下一一）。

在掃羅統治年間，約櫃被冷落一旁。非
利士人曾將約櫃擄走七個月，後來送回基列

2. 效忠大衛的人（一二）

耶琳，放在利未人亞比拿達的家（撒上四∼

第十一章提到效忠大衛的個人，而本章

七）。烏撒和亞希約在大衛的鼓勵下，將約

主要以族和他們的首領為單位；他們與大衛

櫃放在新車上運到耶路撒冷。埃及的西曷河

王結盟。本章列出從大衛逃亡期間（1∼22

（5節）也許指埃及小河。

節），到伊施波設死後，來到希伯崙向大衛

一三9∼12

投誠的每一族（23∼40節）。“以色列其余

牛失前蹄，烏撒就伸手扶

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衛作王⋯⋯因為以色列

住約櫃。神立即將他擊殺。神的律法禁止任

人甚是歡樂。”（38,40節）

何人觸摸約櫃，甚至祭司也不可以（民四
15）。哥轄族的人抬約櫃時，他們用扛抬在

那些受窘迫的、心裏苦惱的人都到大
衛那裏尋求庇護（撒上二二1 , 2）。但現在

肩上，不會直接碰到約櫃。那地方因此名叫

這些人來到服事大衛，協助他取得王位，而

毗列斯烏撒（向烏撒發怒）。大衛心裏愁煩

這王位是神定要給他的。今天，神的國需要

（或作發怒），害怕將約櫃運到耶路撒冷。

有神裝備（2節）、受過訓練、行動迅速（8

一三13,14

節）、信心堅固、面對狂潮而不被推倒、使
敵人逃跑（14,15節）、聖靈充滿、全心獻與

這家帶來很大的祝福。

主耶穌的人（32節），就是“不生二心”的

一四1,2

人（33節）！

衛建造宮室，開始一段悠長而親密的友誼，

理（17節），因為較早前他曾給他們同族的

延伸到所羅門統治的時代。

人出賣了（撒上二三）。
第19至22節所指的事情，記在撒母耳記

一四3∼7

上第二十九和三十章。大衛在非利士人中間

代志記載這件違法的事，卻沒有暗示這是犯

過曾劫掠洗革拉、擄走他家眷的亞瑪力人。
約但河東的支派軍隊數目龐大（3 7

St

大衛多娶妻妾后妃得罪神；

這是申命記十七章17節明明禁止的。雖然歷

時，神阻止他和以色列人打仗。神也叫他勝

ing

大衛作了全以色列的王之

後，推羅王希蘭⋯⋯差人送物料和工匠為大

大衛對便雅憫和猶大人所問的問題很合

Liv

所以大衛將約櫃運到迦特

人俄別以東的家中。約櫃在那裏三個月，為

罪的事情。第4節所記的四個兒子是拔示巴
所生（代上三5）。撒母耳記下第十一章記

節），而靠近希伯崙的軍隊（猶大、西緬

載大衛與她的醜事。縱是這樣，我們仍然看

on

等）數目卻少得多（24,25節及下）。

見神的恩典，因為他們其中兩個兒女的名字
eP
出現在主耶穌的家譜裏面：拿單（路三31）
ub
滿有喜樂、歡宴和祝福（40節）。由掃羅不
是馬利亞的祖先；所羅門（太一6）是約瑟
lis
順服所帶來的分裂和鬥爭已經過去了。現在
h e 的祖先。
以色列在敬虔的王牧養之下，得到新的繁榮r s
非利士人聽到大衛作以色
L t一四8∼17
興盛。
d.
列人的王，便上去攻打他。大衛求問神（10
活石
節），贏了漂亮的一仗。那些不能救非利士
二．大衛將約櫃送到耶路撒冷（一三 人脫離永生神的手的偶像，被拿走（撒下五
出版
∼一六）
21）和燒掉（12節）了。非利士人恢復元氣
有限
一三1∼8 本章記載大衛初次嘗試將約 之後再來攻擊，大衛又求問耶和華。他沒有
公司
假設神的指引總是一樣。這次，神用另一種
櫃運到他新近攻取的王城。
以色列人在神所指派的王下團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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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作戰計劃使他得勝。
這些勝仗叫鄰邦心裏懼怕。注意第16和
17節的關聯：“大衛就遵着神所吩咐的⋯⋯

在過節和守嚴肅會期間，燔祭和平安祭都很

於是大衛的名傳揚到列國。”

節）。

一五1∼3

重要。而這天，肯定是全以色列的節期。
每個人都收到一分肉，讓他帶回家去（3

毗列斯烏撒的不幸事情發生

一六4∼7

大衛下一步要確保，在神面

三個月之後（十三章），大衛再次預備將約

前的感謝和歡樂不是在特別的節期才有，而

櫃運到他的京城耶路撒冷。不過，這次他首

是每天進行（比較37至42節）。他派利未人

先仔細查考律法才按規矩而行。

用樂器和歌聲事奉、頌揚、稱謝、讚美耶和

大衛為約櫃⋯⋯預備一個帳幕而不是一

華。

間房子，因為這是律法書所吩咐的樣式。帳

一六8∼22

幕大概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的會幕一樣（出
二六）。不過約櫃是大衛的帳幕 惟一的物

第23至34節是對萬民說的。第35至36節是這

件，會幕和當中的器具仍然留在基遍（一六

篇詩的結語。這篇詩是以下詩篇的綜合：詩

39），直到所羅門的時代。
一五4∼15

這篇記錄在這裏的詩篇有

兩個主要的部分。本段是對以色列人說的，

一○五1∼15；九六1∼13；一○六1,47,48。

為了約櫃的事，大衛又聚

這篇詩的作者在本段叫以色列人歌頌神

集利未人的各族長，還有主要的祭司撒督和

的奇妙作為、尋求耶和華的面、記念他奇妙

亞比亞他（11節；參看王上四4）。現在約

的作為和祂的奇事，並記念他的約，就是神

櫃由合適的人用合適的方法搬運，是照耶和

對他們列祖無條件的應許。

華借摩西所吩咐的（15節）。這樣，他們的

一六23∼34

努力就成功了（一六1）。
一五16∼29

詩人將視野擴展到全地，

要全人類都述說耶和華的榮耀。祂配受敬

我們敬愛的詩人大衛為

畏，因祂是創造萬物的神。祂配得榮耀，因

運送約櫃作了詳細的安排，預備讚美的樂歌

為祂是有尊榮、能力、威嚴的神。我們應當

伴着同行──一些人唱，一些人彈奏樂器。

在祂面前喜樂，因祂是維持和統治世界（作

L大衛踴躍跳舞，又鼓瑟、彈琴，大發響聲，
王）的神。
ivi
n
眾人都充滿歡樂。不過在歡躍的交響樂中有
gS
一六35,36
這個結束的禱告，跟詩篇
一個酸溜溜的音符：大衛的妻子米甲嘲笑他
ton
一百零六篇47至48節幾乎完全相同。
（29節；比較撒下六16及下）。
eP
一六37∼43 大衛細心指派利未人執行
ub
一六1∼3
約櫃一放進帳幕，大衛便
在耶路撒冷的約櫃前，以及在基遍（帳幕和
lis
獻祭。燔祭是敬拜禮儀的最高表現（比較利
h e 燔祭壇的所在地）對耶和華的敬拜。他在耶
一）；祭牲完全焚燒，化成煙雲讓神尊享。 r s 路撒冷任派歌唱的、守門的和吹號的人，由
Ltd
大衛獻的另一種祭是平安祭。這是利未 亞比亞他管轄。撒督在基遍作祭司。這段經
.活
記的祭中，惟一人人有分的祭。脂油和腰子 文的主要重點是歌唱和彈奏樂器的人。第38
石出
（腎臟）燒在壇上獻給神，余下一部分歸祭 節可能提到兩個不同的俄別以東，而第38和
版有
司，剩下來的給獻祭者與家人和朋友在神面 42節有兩個不同的耶杜頓。約櫃在錫安安頓
限公
前享用（比較利三）。平安祭描繪一幅與神 好之後，眾民各歸各家，大衛也回去為家眷
祝福。
共享，並與人分享從神而來的美物的圖畫。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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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衛建殿之心與神的回答
（一七）

位永遠長存。
一七16∼27

大衛聽到這些應許，立

本章分為三個部分：大衛為神建殿的心

即進到耶和華面前，滿心相信地作出傾心吐

（1,2節），神定意為大衛建立家室（3∼15

意的禱告。大衛對神的回復顯出他兩個顯著

節），以及大衛回復的禱告（16∼27節）。

的特質：謙卑和信靠神。第16和17節給靈感

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是與這章相應的經文。

那位曾經是奴隸販子，後來成為傳道者的約
翰紐頓，寫出家喻戶曉的屬靈歌曲“奇異恩

一七1∼4
大衛告訴先知拿單，他不
高興自己住在豪華的宮中，而約櫃卻在帳幕
裏。他渴望為耶和華建殿的心，得到拿單輕
率的贊同。但主更正拿單：大衛⋯⋯不是祂
選擇去完成這工作的人。

典”。他象大衛一樣，看到自己的不配和微
15

小，卻被神真正奇異的恩典抬舉了。

四．大衛的勝利（一八∼二○）
這三章所總結的事情，發生在大衛作

一七5,6
神的約櫃從來都只是放在帳
幕裏，沒有固定安放的殿宇。神直到那時也
沒有吩咐人為祂建這樣一個殿。大衛後來向
他的兒子所羅門揭露一個這裏沒有說出來的
事實：他自己不適宜建殿，因為他流了多人
的血、打了多次的仗（二二7,8）。要到他的
兒子，一個“太平的人”（二二8），才能
讓主的約櫃得到安息。

王後（一二），但約櫃未運到耶路撒冷之前
（一三∼一七）。
很多與以色列為敵的鄰國這時都根據神
原先所定的，歸服以色列。犯罪和背逆使以
色列服事那些應該征服的國家，以色列直到
這時才將他們征服了。這些外邦國家要向以
色列進貢，承認她的超然地位和能力。
一八1∼6

一七7∼15
神從前對以色列人的列祖
說恩言，如今祂只挑選以色列的牧者君王出
來，給他不配得的祝福。這些無條件的應許
稱為大衛之約，撒母耳記下七章12至16節和
詩篇第八十九篇都記錄這個約。華富德總結
這個約中的應許：

Liv

ing

St

非利士人、摩押人、亞蘭

人和以東人都給打敗了，因為大衛無論往那
裏去，耶和華都使他得勝（新美國標準本作
“幫助他”）。
第4節記錄大衛再次沒有遵守律法，
忽視以色列的君王應有的行為（申一七1 5
∼1 7）。上一次他為自己多娶妻妾（一四

大衛之約的應許包括下列各項：
（ 1 ）大衛要生一個兒子 ， 他繼 承 大
衛並建立自己的王國；（2）這個兒子
（所羅門）代大衛建殿；（3）他的國
位直到永遠；（4）雖然他（所羅門）
所犯的罪應受斥責，但神必不奪回他的
王位；（5）大衛的家、他的國位和國
14
度必永遠堅立。

on

3），這時他為自己增加馬匹。

eP
一八7∼11
大衛隨後得到很多財富。
ub
例如他從哈大利謝的臣僕得到很多金銀銅的
lis
h e 各樣器皿，他分別為聖獻給耶和華，也給日
r s 後所羅門建殿之用。
Ltd
一八12,13
. 活 撒母耳記下八章13節的相
應經文，將這裏說亞比篩所殺的一萬八千人
這個約跟神所作其它無條件的約一樣，
石出
在祂處理人類的事有很重要的影響。聖經其 歸功於大衛。參看該段的註釋，解決這個明
版有
它地方也有引述（例如：賽九；耶二三； 顯的差異。
限公
三三；結三七；亞一四）。這個約在主耶穌
一八14∼17
大衛以忿怒對敵人，卻
司
基督裏得以完成和全部應驗，祂的寶座和國 對他的百姓秉公行義。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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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領，也是一位卓越的管理人材。這裏所列
大衛的官員，在撒母耳記下八章16至18節也

色⋯⋯殺了細派；伊勒哈難殺了⋯⋯拉哈米
（撒下二一作歌利亞）；大衛的姪兒（他哥

有記載。神喜歡表彰服事祂的和祂所立的領
袖。

哥示米亞的兒子）約拿單殺死手腳都是六指
的巨人。馬太亨利給我們應用這一節說：

一九1∼4 拿轄在掃羅的時代曾經攻打
以色列（撒上一一）。他很明顯在掃羅統治

大衛的僕人雖然只有普通人的身材，
但迦特的巨人每次跟他們交手都無法勝
過，因為神在他們那邊⋯⋯有偉大的神
幫助我們，我們不用懼怕。與全能者相
16
比，手腳都多一指又有何用？

期間給予大衛一些這裏沒有記載的幫助。因
此，當他死的時候，大衛差遣人去安慰他的
兒子⋯⋯哈嫩。然而哈嫩卻誤聽愚見，羞辱
大衛的使者。

五．數點民數帶來瘟疫（二一）

一九5∼7 亞捫人害怕大衛報復，於是
用銀子雇了馬兵，預備作戰。

若將本章和撒母耳記下第二十四章比
較，可能一時會弄不清到底誰在背後激動大
衛犯數點民數的罪。撒母耳記下說因為耶和

一九8∼15
約押和他兄弟亞比篩打敗
了亞捫和亞蘭的聯軍。約押在第13節的勸勉

華向以色列人發怒，於是激動大衛數點民
數，但這裏說是撒但激動大衛。兩段說話當

激勵以色列人，也顯示他對這場戰役有正確
的觀點。

然都是真確的；神可以容讓撒但試探大衛。
神不是罪惡的始作俑者，但祂容許罪惡存

一九16∼19
亞蘭人⋯⋯打發他們在
約但河那邊的同胞過來，準備報一箭之仇。

在，用它來達成祂所要完成的目的。
本章和撒母耳記下第二十四章的數字有

大衛明白到會有危機，立即聚集兵馬主動搶
攻。朔法所領的軍隊猝不及防，在以色列人

17

出入，可參看評註的解釋。

二一1∼7
約押從開始便反對數點民
數，也不殷勤執行王命。利未人沒有被數，
可能因為他們散居以色列和猶大，很難數
點。便雅憫沒有被數，可能因為未數到他們
之前神已經干預（代上二七24）。在數點民
數時，大衛沒有按着出埃及記三十章12節所
吩咐的，為百姓收取贖命的價銀。大衛的違
命與驕傲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面前潰不成軍，驕傲的亞蘭只好臣服於大
衛。
二○1,2

大衛王派約押攻打拉巴（現

L今的安曼），自己卻住在耶路撒冷（撒下
ivi
一一1）。這次圍攻可能有兩年的時間，期
ng
間大衛與赫人烏利亞（他三十個勇士之一）
St
on
的妻有染。撒母耳記下第十二章記述大衛的
eP
犯罪和認罪，但歷代志本 一貫的作風，沒有
ub
二一8∼15 雖然大衛⋯⋯犯了大罪，但
提到大衛所犯的罪。城快攻破的時候，約押
lis
h e 他很快認罪和在神面前謙卑自己。神讓他為
請大衛來；將打敗亞捫王所得的冠冕帶在大
r s 自己的罪選擇不同的懲罰。他情願落在耶和
衛頭上。
L t d ，因為他知道祂有豐盛的憐憫。瘟疫
華的手
二○3
本節說的人可能只是指士兵。 令七萬人死亡之後才停止。
.活
由於希伯來原文很晦澀，一些解經家提供的
石出
這個懲罰，我們也許覺得很嚴厲──我
可能解釋是，這些人成了服苦的勞工（參看 們全都有軟弱和圍繞我們的罪。一般說大衛
版有
撒下一二的註釋）。
是謙卑的，但在這件事上，他跌進魔鬼由
限公
二○4∼8
以 色 列 人 在 與 宿 敵 非 利 來已久的罪──驕傲。馬太亨利給我們應用
司
士人的戰事中殺了三個巨人。西比該在基 說：
318

***本文是供應研讀、默想、闡解、應用聖經的資料；只作下載使用。***

歷代志上

是聖殿所在之處。我們相信主耶穌在這山脊
上（雖然不是同一位置），為人類的罪死在

他為自己百姓眾多而感到驕傲，但神
聖的公義者有方法叫他們減少。神將我
們驕傲的東西拿走、減少、減弱和令我
18
們煩惱，都是合理的。

十字架上。
這個禾場成為新的敬拜中心，可能因為

二一16,17
大衛舉目觀看，他見到一
個可怕的景象：耶和華的使者拿着拔出來的

大衛害怕到基遍求問神。

刀，伸在他所愛的耶路撒冷以上。他的反
應，比大多數被發覺犯了大罪或不順服的信

六．建殿的預備（二二∼二六）

徒都好。馬太亨利關於大衛悔改的四點總
結，對我們應該有幫助，尤其對那些作領袖

二二1∼4
大衛確認這個禾場是將來
聖殿和獻燔祭的壇的基址（二一28），因此
雖然他知道所羅門才是有幸建殿的人，他已
開始為建殿作預備。第二十二章1節的外邦
人，是留在當地的迦南人（王上九20,21）。
以色列人本應將他們消滅，但卻沒有這麼
做。現在猶大人使他們作服苦的人。

1. 材料、工匠和動機（二二）

的人。
（1）他為自己的罪非常認真懺悔認
罪，並懇切求神赦免（8節）。他承認
自己犯罪，且犯了大罪；行得愚昧，實
在非常愚昧。他求神不管用什麼方法都
讓他悔改，除掉他的罪孽。（2）他接
受犯罪的懲罰：“願⋯⋯（您）的手攻
擊我和我的父家（17節）。我服從你管
教的杖，只求你讓我作那受罰的人，因
我是犯這罪的人。我是罪魁禍首，你的
刀應該伸向我。”（3）雖然他知道神
向他發怒，但他投向神的憐憫，沒有心
懷怨忿。不管怎麼樣，“願（我們）
落在耶和華的手 ，因為他有豐盛的憐
憫”（1 3節）。縱使神對他們不滿，

二二5∼12
大衛在一次正式的囑咐
中，對所羅門重述自己要為神建殿的心。但
因為他曾流人血，所以失掉資格。主應許他
的兒子所羅門會建造神的殿。他求耶和華與
所羅門同在，給他聰明智慧。他也叮囑所羅
門要遵行神的律法。
二二13∼15
最後，大衛告訴所羅門
他在困難之中仍為建殿預備很多材料和巧
匠。他的結語是所有基督徒都應該好好記住
的勸勉：“你當起來辦事，願耶和華與你同
在。”

好人仍會想到神的好處。“他雖殺我，
我仍信他。”（4）他非常愛惜、關心
他的百姓。當他看見他們因他的罪孽受
災，他心中隱痛：“但這群羊作了什麼
19
呢？”

Liv

ing

St

on

二二16∼18
大衛王又吩咐以色列的
眾首領幫助他兒子所羅門。注意為神建殿
先要從心開始，然後才動手：“你們應當
立定心意⋯⋯也當起來建造耶和華神的聖
所⋯⋯。”

eP
ub
lis
he
rs
2.L利未人的分班與職務（二三∼二六）
td.
二三1∼3
活 石在大衛統治的尾聲，他數點
三十歲以外的利未人（三十歲是利未人開始
出版
服事的年齡）。
二一27∼31 亞伯拉罕在摩利亞山上獻
有限
以撒（創二二）；瘟疫也在這裏停止。經文
二三4,5
這三萬八千利未人分為四
公司
說耶和華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這裏就 組：二萬四千人管理聖殿的事；六千人作官
二一18∼26 主借着迦得指示大衛購買
耶布斯人阿珥楠（撒母耳記下作亞勞拿）的
禾場，並在那裏築壇獻祭。阿珥楠願將地送
給大衛，但大衛堅持要付錢。第24節是一個
很重要的屬靈原則：有效的獻祭常常是代價
高昂的。這個禾場後來成為聖殿的基址（代
下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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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士師；四千人作守門的；四千人作樂師
和歌唱的，恆常在耶和華面前敬拜。這些吩
咐是聖靈的感動，由先知告訴大衛（代下
二九25）。

前掣籤，這些籤顯然是決定每個人歸那一班
的。
二五1∼7
在本章中，利未其它的子
孫，那些唱歌和彈奏樂器的人準備好供奉
他們神聖的職務。他們是亞薩的兒子（2

二三6∼24
在第6至23節，利未的家
譜再次出現：革順的子孫（7∼11節）、哥
轄的子孫（12∼20節）（包括最著名的利未
人，摩西和亞倫）和米拉利的子孫（21∼23
節）。
有些祭司的職務神只永遠交給亞倫和
他的子孫（13節）。燒香、在聖所和至聖所
（只有大祭司才可以）中服事主，以及奉耶
和華的名祝福（民六23∼27），都是祭司才
可做的事情。

節）、耶杜頓的兒子（3節）和希幔的兒子
（4 , 5節）。這二百八十八個人被分派到耶
和華的殿中唱歌，由鈸、琴、瑟等樂器伴奏
（6,7節）。
二五8∼31

本段說明他們掣籤分成

二十四個班次。
二六1∼19

接着是守門的人和他們要

守的門的詳細記錄，都掣籤指派。我們在這
裏看見可拉族（1節），“他們的責任是防

二三25∼27
利未子孫的職務列明出
來。他們不用照着摩西所吩咐的，抬帳幕和
其中的一切器皿，因為聖殿將成為神長遠的
居所。大衛臨終的吩咐將利未人開始事奉的
年齡降到二十歲，因為聖殿的事奉需要更多
人。

止他們祖先的愚妄罪行（民一六）再次發

二三28∼32 那六千個士師應該分散在
全以色列，而其它利未人卻在聖殿裏事奉。
那二萬四千個管理聖殿的事的人，要管理祭
司在第28至32節所列的事務中的需要。

着，另外有兩個在聖殿西面遊廊上。

20

生，這是神的方法。” 我們也看見俄別以
東，就是在烏撒死後（一三14），讓約櫃放
在他家裏的人。神沒有忘記他的忠心。
第1 8節的意思是，有四個守門的人或
聖殿的守衛，在其中一個門旁邊的街道上守
21

二六20∼28

一些利未子孫被指派看管

聖殿的府庫、戰爭時所奪得的財物，以及甘
心獻上分別為聖給耶和華的財物。

L i v二四1∼19 在本章中，聖經告訴我們
二六29∼32 第三組利未人被派作官長
ing
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祭司有二十四個家族
和士師；一千七百人在約但河西，二千七百
St
（1∼19節），利未人有二十四個班次（20
on
人在約但河東的基列地。
∼31節）。每班輪流在聖殿事奉，因此每人
eP
每年大概有兩個星期在聖殿事奉。撒迦利亞
ub
七．軍方和政府的領袖（二七）
lis
（路一5）屬第八班，就是亞比雅（10節）
二七1∼15
軍隊象利未人一樣，也是
he
的班。
r s 分班服役，每月⋯⋯二萬四千人。所有班長
亞倫兩個倖存的兒子，以利亞撒和以
Ltd
都列在大衛勇士的名單上（十一章；撒下
他瑪的家族，組成祭司的體系；前者有十六
.
二三）。 活
班，後者有八班（4節）。他們在大衛、以
石
二七16∼22 出
這裏所列的眾支派是經過
色列的族長，並祭司撒督和亞希米勒面前掣
版有
籤（31節），由書記示瑪雅謹慎小心地將結 安排的。首先順序列出利亞的兒子：流便
限公
人、西緬人、利未人、猶大人、以薩迦人、
果記錄下來（6節）。
西布倫人。接着是拉結的兒子：約瑟（由他
司
二四20∼31 利未人也在大衛和族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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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11∼19

兒子以法蓮人和瑪拿西人代表）和便雅憫
人。辟拉的兒子也有記名（但不是順序）：
拿弗他利人和但人。悉帕的兒子（迦得人和
亞設人）沒有記在這裏。

樣，按着聖靈指示的樣式（也許從異象中）
建殿。這裏絕不容許有人的想象力和巧思，
因為聖殿是基督的預表。大衛將他被聖靈感
動而得的樣式交給所羅門，甚至為聖殿中的

二七23,24
以色列人二十歲以內的
人，大衛沒有數點。這次數點民數也沒有全
部完成，因為在約押完成數點之前，神的怒
氣便臨到他們。大衛也許因自己這次所犯的
罪感到羞慚，因此吩咐這次帶來不幸的人口
調查不記在正式的記錄上。

器具秤了材料的分量（歷代志下第二至四章
有更詳盡的記載）。根據安格的評論，第18
節“用金子作口基口路口伯”可能是指“神進來時
22
所坐的口基口路口伯戰車或寶座”。
二八20,21
這時所羅門有了圖樣，材
料也齊備了，聖殿的僕人、利未人都已經有
了所定的職務；神也與他同在，不離棄他。
因此他的父親大衛再次囑咐他要：“剛強壯

二七25∼34
大衛有十二個管內務的
官員，也有為他獻計的謀士和密友。亞希多
弗令人遺憾的故事記在撒母耳記下第十五和
十七章。他象約押一樣，位高權重卻品格低

膽去行⋯⋯。”

下。王的陪伴⋯⋯戶篩比他高尚得多了。

二九1∼9 雖然大衛王為籌建聖殿已經
做了很多工夫，但他再從自己的財產中奉獻
更多金銀，作為最後一次的奉獻，也給百姓
一個榜樣。他請求百姓樂意地奉獻，他們慷
慨的奉獻，令他們自己和大衛王的心十分歡
喜。

亞希多弗是一個只為自己求益處的機會主義
者，戶篩卻是一個隱藏自己的僕人。他們種
的是什麼，收的便是什麼（參看撒下一五∼
一七）。兩個人都為王服務，但動機不同。
機會主義者為自己的榮耀而努力，僕人為他
的主人而盡忠。

二九10∼19 然後，大衛獻上一個敬拜
和感謝的莊嚴禱告。他頌讚耶和華是至高，
為萬有之首，豐富尊榮都從祂而來。他承認
自己和百姓本不配奉獻給神，他們只是將從
神而得的獻給神而已。他求神讓他百姓這樣
的誠心（“正直的心”；17節），成為一種
恆常的習性（“堅定向神的心”；18節），
並使他兒子有誠實的心（19節）去建殿。

八．大衛最後的歲月（二八∼二九）
二八1∼8

不過所羅門必須象摩西一

大衛招聚所有不同班次的族

L
長、各支派的首領和軍長到耶路撒冷。他再
ivi
ng
次提到他為耶和華⋯⋯建殿的心，以及神不
St
讓他建造的原因。但他也提到神揀選他作以
on
色列的王，又揀選他兒子所羅門接續他。大
eP
衛的國位既然得神所堅立，因此百姓要借着
ub
二九20,21
大衛呼籲百姓稱頌耶和
擁戴所羅門順服主，正如他們借着擁戴大衛
lis
華，他們便低頭並拜耶和華與王。次日，他
h e 們宰殺三千隻祭牲獻祭，並在耶和華面前喫
順服主一樣。
rs
Ltd
二八9,10 大衛接着對他兒子說話。第 喝，大大歡樂。
. 活 他們再次膏⋯⋯所羅門為
9節包含一個吩咐、一個應許和一個警告。
二九22∼25
石出
吩咐是：“我兒所羅門哪！你當認識耶和華 王（22節；比較二三1）；他在大衛死後坐
你父的神，誠心樂意的事奉他。”應許是： 在⋯⋯位上，得到主的祝福和百姓的效忠。
版有
“你若尋求他，他必使你尋見。”警告是： 他榮耀的國度，預示基督千禧年統治全地時
限公
“你若離棄他，他必永遠丟棄你。”耶和華 的榮耀。
司
既然指派所羅門建殿，他便應當放膽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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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26∼30 歷代志上的結尾簡述大衛
的國位。他日子滿足（七十歲），享受豐富

力），因此改了這兩個字來侮辱這個偶像。
12
（一○1∼5）司布真（C. H. Spurgeon）,
Spurgeon's Devotional Bible，頁265。
13
（一一20, 2 1）亞蘭文譯本作“三十
人”（參看新英王欽定本 NKJV 腳註）。
14
（一七7∼1 5）潘德科（J . D w i g h t
Pentecost）引華富德（John Walvoord）的評

尊榮，就死了。

評註
1

（簡介）所以，當主耶穌講到從亞伯

論，《將來的事》，活石出版。
15
（一七16∼27）杜菲（Samuel
Willoughby Duffield）, English Hymns: Their
Authors and History，頁166。
16
（二○4∼8）馬太亨利（M a t t h e w
Henry）,“1 Chronicles”,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II:887。

的血（創四10,11），到比利家的兒子撒迦利
亞的血（代下二四20,21），祂的意思是從
“創世記到瑪拉基書（或啟示錄）”。
2

（簡介）這似乎是指歷代志補充撒母

耳記和列王紀所沒有記載的。
3

（簡介）假如歷代志的內容更象撒母

耳記和列王紀，一定更被人批評為重複累

17

（二一：簡介）撒母耳記下第二十四章
和歷代志上第二十一章數字上的明顯差異，

贅。
4

（簡 介 ） 凱 理 （ W i l l i a m K e l l y ） ,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ronicles，頁13。
5

（簡介）同上。

6

（簡介）七十士譯本譯為“先見”；

可以有下列解釋：
撒下二四
1. 統計數字

希伯來文“先見”這個詞跟“何賽”很接
近。
7

（簡介）史廓治（W. Graha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Vol. 1, The Old Testament，
頁86。
8

代上二一

（一：簡介）本書所根據的新英王欽定

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
八十萬（9節）
猶大有五十萬（9節）

以色列人拿刀的有
一百一十萬（5節）
猶大人拿刀的有四十七
萬（5節）

總數是一百三十萬。

總數是一百五十七萬。

注意撒母耳記下說“以色列拿刀的勇士”和“猶

L本（NKJV）評論，在大多數的版本中都為
大”人，歷代志上卻說“以色列人拿刀的”和“猶
ivi
大人拿刀的”，這些數字所包括的顯然是不同類別
ng
這些變異作了詳細的註釋。然而這譯本舊約
的人。
St
的編者、執行編輯、譯者和評委會，都贊成
o
2. 饑荒年期
聖經的原文無誤。 n e
七年（13節）		
三年（12節）
P朗u賽 （ H . A .
（二1∼四23）艾
前者的七年可能包括因掃羅殺死基遍人而引
bi
Ironside）, The Continual BurntlOffering,
致的三年饑荒（撒下二一1）。假如大衛選擇
s
he
Reading for March 12。
多三年饑荒作懲罰，任何介乎兩次饑荒中間
r
（七13）耶色和沙龍在創世記四十六章 s L 的日子都會算作一年，那便剛好七年。
td.
2 4節作耶色和示冷，這是名字的串法有所
活石
不同的例證 比較新英王欽定本（NKJV）腳 3. 付亞勞拿（阿珥楠）的價錢
50舍客勒（24節）
600舍客勒（25節）
出版
註。
，六百
禾場和牛的價錢是“五十舍客勒”
（八29∼40）米非波設這名中的“波
有限
舍客勒”（2 2節）付予“這禾場與相連之
設”是“羞愧”的意思（比較伊施波設）。
地”，而禾場只是一部分而已。 公
敬虔的猶太人不願說一個外邦神的名字（巴
司
（二一8∼1 5）馬太亨利（Henry）,
9

10

1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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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ronicles”, II:889。
19
（二一16,17）同上。
20

（二六1∼19）威廉斯（Williams）,
The Student's Commentary on the Holy
Scriptures，頁236。
21
（二六1∼1 9）另一個說法將遊廊
（Parbar）解作耶路撒冷的近郊；這個詞的
實際意思不明。
22
（ 二 八 1 1 ∼ 1 9 ） 安 格 （ M e r r i l l F.
Unger）, Unger's Bible Dictionary，頁190。

Liv

ing

St

on

eP
ub
lis
he
rs
Ltd
.活
石出
版有
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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