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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三层次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牧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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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三层次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牧养计划

書信律法書 歷史書 智慧書 先知書 四福音

• 约书亚记
• 士师记

• 路得记

• 撒母耳记上
• 撒母耳记下

• 以斯拉记
• 尼希米记

• 以斯帖记

• 列王纪上
• 列王纪下

• 历代志上

• 历代志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zLYQ_84IY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  深刻认识自己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II. 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III.各司其职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深刻认识自己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1. 从亚当追述到亚伯拉罕（代上1:1-26）

1 亚当生塞特；塞特生以挪士；2 以挪
士生该南；该南生玛勒列；玛勒列生雅
列；3 雅列生以诺；以诺生玛土撒拉；
玛土撒拉生拉麦；4 拉麦生挪亚；挪亚
生闪、含、雅弗。（代上1:1-4）

5 雅弗的儿子是歌篾、玛各、玛代、
雅完、土巴、米设、提拉。6 歌篾
的儿子是亚实基拿、低法、陀迦玛。
7 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
提、多单。（代上1:5-7）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深刻认识自己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1. 从亚当追述到亚伯拉罕（1:1-26）

17 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亚法撒、路德、亚
兰、乌斯、户勒、基帖、米设。18 亚法撒生沙
拉；沙拉生希伯。19 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
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
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坍。
20 约坍生亚摩答、沙列、哈萨玛非、耶拉、21

哈多兰、乌萨、德拉、22 以巴录、亚比玛利、
示巴、23 阿斐、哈腓拉、约巴。这都是约坍的
儿子。24 闪生亚法撒；亚法撒生沙拉；25 沙拉
生希伯；希伯生法勒；法勒生拉吴；26 拉吴生
西鹿；西鹿生拿鹤；拿鹤生他拉；27 他拉生亚
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代上1:17-27）

8 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9 古实的
儿子是西巴、哈腓拉、撒弗他、拉玛、撒弗提迦。
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但。10 古实生宁录；他为
世上英雄之首。11 麦西生路低人、亚拿米人、利
哈比人、拿弗土希人、12 帕斯鲁细人、迦斯路希
人、迦斐托人；从迦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13

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14 和耶布斯人、亚摩利
人、革迦撒人、15 希未人、亚基人、西尼人、16

亚瓦底人、洗玛利人，并哈马人。（代上1:8-16）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深刻认识自己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2. 从以实玛利再到以扫再到以色列的犹大后裔（代上1:28-4:23）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深刻认识自己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3. 以色列犹大之外的各支派家谱（代上5-8章）

西缅的后裔（代上4:24-43）

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的后裔（5章）
• 流便支派 （代上5:1-10）
• 迦得支派 （代上5:11-17）
• 约旦河东支派的功绩（代上5:18-22）
• 玛拿西半个支派（代上5:23-26）

约旦河西五个半支派的后裔（7章）
• 以萨迦支派（代上7:1-5）
• 便雅悯（代上7:6-12）
• 拿弗他利（代上7:13）
• 玛拿西半支派 （代上7:14-19）
• 以法莲 （代上7:20-29）
• 亚设 （代上7:30-40）

便雅悯的后裔（8章）

利
未
的
后
裔(6
章)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深刻认识自己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3. 以色列犹大之外的各支派家谱（5-8章）

利未人的后裔（6章）
• 利未的子孙（代上6:1-15）
• 利未的其他子孙（代上6:16-30）
• 利未子孙中的诗班成员（代上6:31-48）
• 亚伦谱系的祭司（代上6:49-53）
• 利未支派的住处（代上6:54-81）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深刻认识自己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4. 家谱结束在被掳归回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代上9:1-34）

• 住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概述（代上9:1-9）
• 住耶路撒冷的祭司（代上9:10-13）
• 住耶路撒冷的利未人（代上9:14-16）
• 住耶路撒冷承担各种圣工之人（代上9:17-34）

• 扫罗王的祖先和后代（代上9:35-44）

1 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2

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
领。3 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玛拿西人。（代上9:1-3）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深刻认识自己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 4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
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5 如今
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
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6 你们
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出19:4-6）

• 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2:9）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I.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1. 祷告倚靠神去拓展疆界
• 复记犹大的后裔
9 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
10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
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代上4:9-10）
Keep me from harm so I might not endure pain! （NET）
• 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的战绩
18 吕便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支派的人，能拿盾牌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
的勇士共有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名。19 他们与夏甲人、伊突人、拿非施人、挪答人争
战。20 他们得了神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阵
上呼求神，倚赖神，神就应允他们。21 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有骆驼五万，羊
二十五万，驴二千；又有人十万。22 敌人被杀仆倒的甚多，因为这争战是出乎神。
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的时候。（代上5:18-22）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I.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2. 作英勇杀敌的大能勇士
• 以东诸王
46 户珊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
作王。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败米甸人
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得。（代上1:46）

• 西缅后裔
27 示每有十六个儿子，六个女儿，他弟兄的儿女不多，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
多。…38 以上所记的人名都是作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39 他们往平原东边基
多口去，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40 寻得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那里的是
含族的人。41 以上录名的人，在犹大王希西家年间，来攻击含族人的帐棚和那里所有的
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因为那里有草场可以牧放羊群。
42 这西缅人中，有五百人，上西珥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毗拉提、尼利雅、利法雅，
和乌薛，43 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力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代上4:27-43）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I.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2. 作英勇杀敌的大能勇士
• 流便的后裔
8 比拉是亚撒的儿子；亚撒是示玛的儿子；示玛是约珥的儿子；约珥所住的地方是从亚罗珥直到尼波
和巴力·免，9 又向东延到幼发拉底河这边的旷野，因为他们在基列地牲畜增多。10 扫罗年间，他
们与夏甲人争战，夏甲人倒在他们手下，他们就在基列东边的全地，住在夏甲人的帐棚里。（代上
5:8-10）

• 玛拿西半支派
24 他们的族长是以弗、以示、以列、亚斯列、耶利米、何达威雅、雅叠，都是大能的勇士，是有名
的人，也是作族长的。（代上5:24）

• 以萨迦的后裔
1 以萨迦的儿子是陀拉、普瓦、雅述、伸仑，共四人。2 陀拉的儿子是乌西、利法雅、耶勒、雅买、
易伯散、示母利，都是陀拉的族长，是大能的勇士。到大卫年间，他们的人数共有二万二千六百名。
3 乌西的儿子是伊斯拉希；伊斯拉希的儿子是米迦勒、俄巴底亚、约珥、伊示雅，共五人，都是族长。
4 他们所率领的，按着宗族出战的军队，共有三万六千人，因为他们的妻和子众多。5 他们的族弟兄
在以萨迦各族中都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共有八万七千人。（代上7:1-5）



II.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2. 作英勇杀敌的大能勇士
• 便雅悯和但的后裔
6 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结、耶叠，共三人。7 比拉的儿子是以斯本、乌西、乌薛、
耶利摩、以利，共五人，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共
有二万二千零三十四人。8 比结的儿子是细米拉、约阿施、以利以谢、以利约乃、暗
利、耶利摩、亚比雅、亚拿突、亚拉篾。这都是比结的儿子。9 他们都是族长，是大
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二万零二百人。10 耶叠的儿子是比勒罕；
比勒罕的儿子是耶乌施、便雅悯、以忽、
基拿拿、细坦、他施、亚希沙哈。 11 这
都是耶叠的儿子，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
士；他们的子孙能上阵打仗的，共有一万
七千二百人。12 还有以珥的儿子书品、户
品，并亚黑的儿子户伸。（代上7:6-12）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I.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2. 作英勇杀敌的大能勇士
• 亚设的后裔
40 这都是亚设的子孙，都是族长，是精壮大能的勇士，也是首领中的头目，按着家
谱计算，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共有二万六千人。（代上7:40）

• 在亚雅仑的便雅悯人
13 又有比利亚和示玛是亚雅仑居民的族
长，是驱逐迦特人的。14 亚希约、沙煞、
耶利末、15 西巴第雅、亚拉得、亚得、16

米迦勒、伊施巴、约哈都是比利亚的儿
子。（代上8:13-16）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I.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2. 作英勇杀敌的大能勇士

• 扫罗王的家族
40 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是弓箭手，
他们有许多的子孙，共一百五十名，都是
便雅悯人。（代上8:40）

“都是大能的勇士”出现8次
（代上5:24, 7:2, 7:5, 7:7, 7:9, 
7:11, 7:40, 8:40 ）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I.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3. 对得应许之地充满信心
• 迦勒的其余后裔
48 迦勒的妾玛迦生示别、特哈拿，49 又生麦玛拿之祖沙亚弗、抹比拿和基比亚之祖
示法。迦勒的女儿是押撒。（代上2:48-49）
• 玛拿西的后裔
15 玛吉娶的妻是户品、书品的妹子，名叫玛迦。玛拿西的次子名叫西罗非哈；西罗
非哈但有几个女儿。（代上7:15）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I.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4. 以每个反面教材为警戒
• 犹大的后裔
3 犹大的儿子是珥、俄南、示拉，这三人是迦南人书亚女儿所生的。犹大的长子珥在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4 犹大的儿妇她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
犹大共有五个儿子。（代上2:3-4）
7 迦米的儿子是亚干，这亚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代上2:7）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 流便的后裔
6 巴力的儿子是备拉。这备拉作流便支
派的首领，被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
掳去。（代上5:6）



II.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4. 以每个反面教材为警戒
• 约旦河东二个半支派
25 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
除灭的。26 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的心，他们
就把吕便人、迦得人、玛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腊、哈博、哈拉与歌散河边，直到
今日还在那里。（代上5:25-26）

• 利未的后裔
10 约哈难生亚撒利雅（这亚撒利雅在所
罗门于耶路撒冷所建造的殿中，供祭司的
职分）；15 当耶和华借尼布甲尼撒的手
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约萨答
也被掳去。（代上6:10，15）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I.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4. 以每个反面教材为警戒
• 以法莲的后裔
21 他哈的儿子是撒拔；撒拔的儿子是书提拉。以法莲又生以谢、以列；这二人因为
下去夺取迦特人的牲畜，被本地的迦特人杀了。22 他们的父亲以法莲为他们悲哀了
多日，他的弟兄都来安慰他。23 以法莲与妻同房，他妻就怀孕生了一子，以法莲因
为家里遭祸，就给这儿子起名叫比利亚。（代上7:21-23）
• 示拉的后裔
21 犹大的儿子是示拉；示拉的儿子是利迦之祖珥，玛利沙之祖拉大，和属亚实比族

织细麻布的各家。22 还有约敬、哥西巴人、
约阿施、萨拉，就是在摩押地掌权的，又有
雅叔比利恒。这都是古时所记载的。23 这些
人都是窑匠，是尼他应和基低拉的居民；与
王同处，为王做工。（代上4:21-23）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I.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1. 祷告倚靠神去拓展疆界
2. 作英勇杀敌的大能勇士
3. 对得应许之地充满信心
4. 以每个反面教材为警戒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II. 各司其职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1-9章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1. 感恩神赐下服事他的荣耀特权
利未人的后裔（6章）
• 利未的子孙（代上6:1-15）
• 利未的其他子孙（代上6:16-30）
• 利未子孙中的诗班成员（代上6:31-48）
• 亚伦谱系的祭司（代上6:49-53）
• 利未支派的住处（代上6:54-81）

被掳归回的余民（9章）
• 住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概述（代上9:1-9）
• 住耶路撒冷的祭司（代上9:10-13）
• 住耶路撒冷的利未人（代上9:14-16）
• 住耶路撒冷承担各种圣工之人 （代上9:17-34）

10 祭司中有耶大雅、耶何雅立、雅斤，11 还有管
理神殿希勒家的儿子亚萨利雅。希勒家是米书兰
的儿子；米书兰是撒督的儿子；撒督是米拉约的
儿子；米拉约是亚希突的儿子。12 有玛基雅的曾
孙、巴施户珥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又
有亚第业的儿子玛赛；亚第业是雅希细拉的儿子；
雅希细拉是米书兰的儿子；米书兰是米实利密的
儿子；米实利密是音麦的儿子。（代上9:10-12）

Biblepoint.net



III.各司其职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2. 各司其职承担神交托的荣耀职责
• 利未子孙中的诗班成员（代上6:31-48）
31 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32 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
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33 供职的人和
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哥辖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幔。希幔是约珥的儿子；约珥是撒母耳
的儿子；……37 西番雅是他哈的儿子；他哈是亚惜的儿子；亚惜是以比雅撒的儿子；
以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比雅撒是可拉的儿子；……39 希幔的族兄亚萨是比
利家的儿子，亚萨在希幔右边供职。……44 他们的
族弟兄米拉利的子孙，在他们左边供职的有以
探。……48 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也被派办神殿中的
一切事。（代上6:31-48）
33 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
供职，不做别样的工。（代上9:33）



III.各司其职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2. 各司其职承担神交托的荣耀职责
• 祭司的职分（代上6:49-53）
49 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
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50 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非
尼哈；非尼哈的儿子是亚比书；51 亚比书的儿子是布基；布基的儿子是乌西；乌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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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是西拉希雅；52 西拉希雅的儿子是米拉约；米拉约的儿子
是亚玛利雅；亚玛利雅的儿子是亚希突；53 亚希突的儿子是撒
督；撒督的儿子是亚希玛斯。（代上6:49-53）
• 住在耶路撒冷的祭司（代上9:10-13）
13 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共一千七百六十人，是善于作神殿使
用之工的。（代上9:13）
They were capable men who were assigned to carry out the various 
tasks of service in God’s temple （NET）



III.各司其职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2. 各司其职承担神交托的荣耀职责
• 圣殿守门的职分（代上9:17-27）
17 守门的是沙龙、亚谷、达们、亚希幔，和他们的弟兄；沙龙为长。18 从前这些人
看守朝东的王门，如今是利未营中守门的。19 可拉的曾孙、以比雅撒的孙子、可利
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人都管理使用之工，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
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20 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管理他们，耶和华
也与他同在。21 米施利米雅的儿子撒迦利雅是看守会幕之门的。22 被选守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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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二百一十二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按着家谱是大卫

和先见撒母耳所派当这紧要职任的。23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24 在东西南
北，四方都有守门的。25 他们的族弟兄住在村庄，每七日
来与他们换班。 26 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
任，看守神殿的仓库。27 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是因委托
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开门。（代上9:17-27）



III.各司其职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2. 各司其职承担神交托的荣耀职责
• 利未人承担的各种工作（代上6:28-34）
28 利未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按着数目拿出拿入；29 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的器
皿，并细面、酒、油、乳香、香料。 30 祭司中有人用香料做膏油。31 利未人玛他提

雅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 32 他们族弟兄哥辖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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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管理陈设饼的，每安息日预备摆列。33 歌唱的有
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
的工。34 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
（代上6:28-34）



III. 各司其职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3. 住在神所差派的地点发挥影响力忠心服事

• 利未支派的住地
54 他们的住处按着境内的营寨，记在下面：哥辖族亚伦
的子孙先拈阄得地，……他们诸家所得的城共十三座。
61 哥辖族其余的人又拈阄，在玛拿西半支派的地中得了
十座城。
62 革顺族按着宗族，……得了十三座城。63 米拉利族
按着宗族拈阄，……得了十二座城。64 以色列人将这些
城与其郊野给了利未人。（代上6:54-64）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II. 各司其职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1. 感恩神赐下服事他的荣耀特权
2. 各司其职承担荣耀的神圣职责
3. 住在神所差派的地点忠心服事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II. 各司其职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1. 感恩神赐下服事他的荣耀特权
2. 各司其职承担荣耀的神圣职责
3.			住在神所差派的地点忠心服事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历代志上1-9章

I.  深刻认识自己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II. 以史为鉴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III.各司其职活出荣耀的身份与呼召

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
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