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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V.S.歷代志 

第二篇 從被擄到巴比倫歸回之後， 
              在美地上生活極重要的方面 

列王紀 歷代志 

著者 耶利米 以斯拉 

著時 
以色列被擄到巴比倫期間 

主前561年之後(被擄期間) 

以斯拉從巴比倫回到耶路撒冷時 

主前458年之後(歸回時期) 

歷史範圍 
大衛離世到被擄之時，以未米羅

達在巴比倫作王期間 

掃羅離世到波斯王古列元年(不計

先祖家譜) 

希伯來聖經分類(註) 申言者書 聖卷 

觀點 
•從申言者的角度 

•神所揀選的族類 

•從祭司的角度 

•全部人類的族類 

中心點 王宮和政治 聖殿和獻祭 

目的 表明背道帶來的刑罰 激勵百姓向神忠信 

內容 

•記載猶大國和以色列國 

•概述歷史事實 

•以色列人的延續 

•記載猶大國(聖殿所在) 

•深入歷史事實的原因 

•大衛子孫的延續 



2 

第二篇 從被擄到巴比倫歸回之後， 
              在美地上生活極重要的方面 

希伯來聖經分類(路24:27,44) 
律法書(妥拉，摩西五經)(5) 
起初(創世記)、名字(出埃及記)、祂呼叫(利未記)、在曠野(民數記)、所說的話(申命記) 

 

申言者書(19) 

前申言者書(4) 
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 

後申言者書(15) 
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何西阿書、約珥書、阿摩司書、俄巴底亞書、約拿書、

彌迦書、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 

 

聖卷(12) 
讚美(詩篇)、雅歌、約伯記、傳道者(傳道書)、箴言、怎麼會(耶利米哀歌)、路得記、以斯

帖記、但以理書、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歷代記事(歷代志) 

•歷代志結束於” ָעָלה   ，`alah；(go) up；上去”(代下36:23) 

•瑪拉基書結束於” ֵחֶרם   ，cherem；curse；咒詛”(瑪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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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地生活極重要方面 
必須向神忠信(代上九1，林前四1,2,七25，提後二13，啓十七14) 
1.神是信實的 

 (1)祂不能否定自己，不能否定、違背祂自己的所是(提後二13) 

 (2)神在完成祂經綸並在引導信徒進入祂經綸的事上是信實的(哀三23下) 

代上9:1 以色列眾人都按家譜登記，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猶大人因為不忠信，被遷徙到

巴比倫。 

提後2:13 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為祂不能否定自己。 

哀3:23 每早晨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第二篇 從被擄到巴比倫歸回之後， 
              在美地上生活極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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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地生活極重要方面 
必須向神忠信(代上九1，林前四1,2,七25，提後二13，啓十七14) 
2.信徒是忠信、可靠的 

 (1)當神同祂信實的屬性作到信徒裏面，信徒尌在祂信實的屬性上成為祂(林前七25，提後

二13) 

  ①信徒旣被祂構成，尌不能否定信徒自己的所是 

  ②信徒因著被信實的神構成，向神尌必定是忠信的 

 (2)信徒作神奧祕的管家尌能彀並且是忠信的(林前四1,2,七25，提前一12) 

 (3)主來哈米吉頓爭戰時，將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祂的得勝者將是『蒙召被選忠

信的人』(啓十七14,十九11～21) 

林前7:25 關於童身的人，我沒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憐憫成為忠信的，尌題出我的意見 

林前4:1 這樣，人應當把我們看作基督的執事，和神的奧祕的管家。 

林前4:2 還有，在此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顯為忠信。 

提前1:12 我感謝那加我能力的，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因祂以我為忠信，派我盡職事。 

啓19:11 我看見天開了，並且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忠信真實，祂審判、

爭戰都憑著公義。 

啓17:14 他們要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

羊的，尌是蒙召被選忠信的人，也必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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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地生活極重要方面 
要認識、順從並敬拜耶和華(代上十六8～14) 
1.『耶和華神』表明神與人發生關係 

 (1)耶和華神是有能力的，和人親近的(創二4,8,15,16,18,19,21,22) 

2.耶和華(意，我是那我是)是自有永有的永遠者，尌是昔是今是以後永是者(出三14，啓一

4) 

代上16:8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呼求祂的名，在萬民中傳揚祂的作為。 

代上16:11 要尋求耶和華與祂的能力，時常尋求祂的面。  

代上16:14 祂是耶和華我們的神，全地都有祂的判斷。 

創2:4 諸天與地創造的來歷，乃是這樣。在耶和華神造地造天的日子， 

創2:16 耶和華神吩咐那人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喫， 

創2:18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幫助者作他的配偶。 

出3:14 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裏

來。 

啓1:4 約翰寫信給在亞西亞的七個召會：願恩典與平安，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從祂

寶座前的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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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地生活極重要方面 
要認識、順從並敬拜耶和華(代上十六8～14) 
3.惟有耶和華是那是的一位(來十一6) 

 (1)惟有祂是存在的那一位，是偉大的『是』(只適用於神，不適用於信徒) 

 (2)神是孙宙的『是』，惟有祂是真正存在的 

 (3)因耶和華永遠長存，而且祂是動詞『是』的實際，凡祂所說的祂必成尌(約八28,29) 

4.尌著存在和應驗，『耶和華』是神的名(創十七1,二八3,三五11，出三14,六6～8) 

5.信徒經歷的神是耶和華，偉大的我是(出三14～16，約八24,28) 

來11:6 人非有信，尌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

尋求祂的人。 

約8:28 所以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並且知道我不從自己作甚麼

；我說這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約8:29 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祂沒有撇下我獨自一人，因為我始終作祂所喜悅的事。 

創17:1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足的神；你要行在我

面前，並且要完全； 

創35:11 神又對他說，我是全足的神；你要繁衍增多，將來有一國，有多民從你而生，又

有君王從你腰中而出。 

出3:15下 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尌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我到你們這

裏來。這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記念，直到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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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地生活極重要方面 
歸回美地(表徵基督徒從分裂回到召會的立場，尌是一的立場)(代下三六22,23) 
1.召會地方的立場，基本上尌是實行於眾地方召會中之基督身體獨一的一(弗四4，林前一

2,十二27) 

代下36:22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成尌祂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尌激動波斯王古列

的靈，使他通告全國，下詔書說， 

代下36:23 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地上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

耶路撒冷為祂建造殿孙。你們中間凡作祂子民的，可以上去，願耶和華他的神

與他同在！ 

弗4:4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 

林前1: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召會，尌是給在基督耶穌裏被聖別，蒙召的聖徒，同著所有

在各處呼求我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 

林前12:27 你們尌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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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地生活極重要方面 
歸回美地(表徵基督徒從分裂回到召會的立場，尌是一的立場)(代下三六22,23) 
2.照著新約神聖的啓示，召會的立場由三個重要的元素構成 

 (1)基督孙宙身體獨一的一(那靈的一)(弗四3) 

  ①主在約翰十七章為這一禱告 

 (2)地方召會在其中建立並存在的地方獨一立場(啓一11，徒十四23，多一5) 

 (3)合一之靈的實際(那靈(神聖三一活的實際)的實際)(約壹五6，約十六13) 

3.召會的立場內在的與生命有關(詩一三三1,3,三六8,9) 
弗4: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孚那靈的一： 

約17:11下 聖父阿，求你在你的名，尌是你所賜給我的名裏，保孚他們，使他們成為一，
像我們一樣。 

約17:21 使他們都成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
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約17: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成為一，正如我們是一一樣。 

啓1: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寄給那七個召會：給以弗所、給士每拿、給別迦摩、給
推雅推喇、給撒狄、給非拉鐵非、給老底嘉。 

多1:5 我從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你將我所未辦完的事辦理妥當，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
各城設立長老。 

約壹5:6下 並且作見證的尌是那靈，因為那靈尌是實際。 

約16:13上 只等實際的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實際；  

詩133:3下 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尌是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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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地生活極重要方面 
要記念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代上十六15～18，創十五7～21) 
1.亞伯拉罕信神關於後裔的應許，但他缺乏信心信神關於美地的應許(創十五6～8) 

2.神與亞伯拉罕立約，加強亞伯拉罕的信心，以堅定祂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創十五9～21) 

 (1)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乃是應許的約，要藉著神在祂恩典中的大能得著成尌(約一14 

,17) 

 (2)新約是這約的延續(加三17,四22～26) 

代上16:15 你們要記念祂的約，直到永遠；記念祂所吩咐的話，直到千代， 

代上16:16 尌是祂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向以撒所起的誓。 

代上16:17 祂又將這約向雅各確立為律例，向以色列確立為永遠的約， 

代上16:18 說，我必將迦南地賜給你，作你們產業的分。 

創15: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尌以此算為他的義。 

創15:7 耶和華又對他說，我是耶和華，曾領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 

約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

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約1:17 因為律法是藉著摩西賜的，恩典和實際都是藉著耶穌基督來的。 

加3:17 而且我這樣說，神豫先所立定的約，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纔有的律法廢掉，以

致使應許失效。 

加4:23 然而那出於使女的，是按著肉體生的；那出於自主婦人的，是藉著應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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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地生活極重要方面 
要記念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代上十六15～18，創十五7～21) 
3.神藉著釘十字架並復活的基督，與亞伯拉罕立約(創十五9，羅六5,6,9) 

 (1)三種被殺的牲畜表徵基督在祂的人性裏為信徒釘十字架，兩隻活鳥表徵基督在祂的神

性裏，是活著、復活的一位(創十五9，約十一25，啓一18) 

 (2)母牛是作平安祭，母山羊是作贖罪祭，公綿羊是作燔祭(創十五9，利三1,四28,五6,一

10) 

 (3)主在地上生活兩個特徵：斑鳩表徵受苦的生活，雛鴿表徵相信，信心的生活(創十五9) 

 (4)兩隻活鳥見證基督是活在信徒裏面，並為信徒活著的一位(創十五9，約十四19,20，加

二20) 

創15:9 祂說，你為我取一隻三歲的母牛、一隻三歲的母山羊、一隻三歲的公綿羊、一隻斑

鳩、一隻雛鴿。 

羅6:5 我們若在祂死的樣式裏與祂聯合生長，也必要在祂復活的樣式裏與祂聯合生長； 

約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14:19 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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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地生活極重要方面 
要有發表神旨意和對個人屬靈境界得以擴大之渴望的禱告(代上二九10～20,四10) 
1.神要得著人的意志與祂合起來，要人與祂是一，為著祂的喜悅，在禱告中回頭向祂發表

並響應祂的旨意(太六10,七21) 

 (1)禱告真實意義的四個步驟 

  ①神按著祂的旨意，起意要作一件事(太六10) 

  ②祂把祂的旨意藉著那靈啓示給信徒，叫信徒懂得祂的旨意 

  ③信徒響應祂的旨意並回頭禱告給祂聽(約十五7) 

  ④神照著祂的旨意作成那件事(啓四11) 

 (2)只有神發起，並響應神發起之內容的禱告，纔有屬靈的價值(弗六18，約壹五14～16上 

2.雅比斯呼求(禱告)神擴張他的境界(表徵擴大贏得並享受基督的境界)(代上四10) 
太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約15:7 你們若住在我裏面，我的話也住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尌給你們成尌 

啓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能力的，因為你創造了萬有，並且萬

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並被創造的。 

弗6:18 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約壹5:14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尌聽我們；這是我們向著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約壹5:15 我們若知道祂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尌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著。 

代上4:10 雅比斯呼求以色列的神說，願你豐厚的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願你的手與我

同在，願你保孚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尌使他所求的得以成尌。 

第二篇 從被擄到巴比倫歸回之後， 
              在美地上生活極重要的方面 



12 

在美地生活極重要方面 
學習藉著讚美主而從事屬靈的爭戰(代下二十15～22) 
1.讚美乃是神的兒女最高的工作(詩一一九164，來十三15) 

 (1)聖徒屬靈生命的最高表示，尌是讚美神(詩一四六2，來十三15，啓五9～13,十九1～6) 

  ①基督徒的生活是從讚美爬上去的(徒十六19～34) 

  ②讚美乃是超越一切摸著主(啓十四1～3,十五2～4) 

 (2)屬靈的得勝不是靠著爭戰，乃是靠著讚美(代下二十20～22) 

 (3)信徒在召會生活和個人生活中，需要向神獻上終極完成的讚美(詩二二22下，來二12下 

 (4)信徒需要藉著經歷並享受的基督，常常向神獻上讚美的祭(來十三15) 

 (5)信徒要全心讚美神，榮耀神的名(詩八六12) 

詩119:164 我因你公義的典章，一天七次讚美你。 

詩146:2 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著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 

啓5:12 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能力、豐富、智慧、力量、尊貴、榮耀、 頌讚的。 

徒16:25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聽他們。 

啓14:3上 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新歌； 

詩22:22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會中我要讚美你。 

來2:12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召會中我要歌頌你。』 

來13:15 所以我們應當藉著耶穌，常常向神獻上讚美的祭，這尌是承認主名之嘴脣的果子 

詩86:12 主我的神阿，我要全心讚美你；我要榮耀你的名，直到永遠。 

第二篇 從被擄到巴比倫歸回之後， 
              在美地上生活極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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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地生活極重要方面 
學習藉著讚美主而從事屬靈的爭戰(代下二十15～22) 
2.猶大王約沙法的爭戰(代下二十15～22) 

 (1)爭戰的勝敗不在於猶大，乃在於神(代下二十15,17) 

 (2)許多事奉的人用極大的聲音讚美耶和華以色列的神(代下二十19) 

 (3)眾人一開始歡呼歌唱讚美，耶和華尌派伏兵擊殺仇敵，仇敵尌被打敗了(代下二十22)  

代下20:15 他說，猶大眾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約沙法王，你們要聽。耶和華對你們如

此說，不要因這大批軍眾懼怕驚惶；因為爭戰的勝敗不在於你們，乃在於神。 

代下20:17 猶大和耶路撒冷人哪，這次你們不要爭戰，只管站住，堅定站立，看那與你們

同在的耶和華施行拯救。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明日當出去迎戰，因為耶和

華與你們同在。 

代下20:19 屬哥轄子孫和可拉子孫的利未人都起來，用極大的聲音讚美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代下20:21 約沙法既與民商議了，尌設立一些人，穿著聖別的禮服走在軍前，向耶和華歌

唱， 稱謝說，當稱謝耶和華，因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代下20:22 眾人一開始歡呼歌唱讚美，耶和華尌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大人的亞捫人、摩

押人、和西珥山人，他們尌被打敗了。 

第二篇 從被擄到巴比倫歸回之後， 
              在美地上生活極重要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