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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経分章大要  章題背诵 ★舊約全書共 929 章 

●圣经共 66 卷书，旧约 39 卷书， 新约 27 卷书 

★舊約全書共 929 章 ★新約全書共 260 章 ★新舊約全書共 1189 章  

分享： 

１． 聖経是 神的話、唯有努力反覆背、在持続的過程中才能蒙 神賜給悟性、霊性。 

２．神的話是霊是生命、毎一個字都須反覆思考、毎一個 神啓示的喜歓的事例、或 耶和華神所 

憎惡的事都須深入感受、刻印在心板上、不可過目不記憶。 

３． 聖経的人物是真実的、也是 神所提示教導的、並有歴史的証拠存在、応該当作様本、学習良善的、離棄

悪道。学習祈祷求 神「紀念自己」的栄耀 神的行為、並学習如何「立志」和「定意」祷告。並立行知行合一

・信行合一・言行合一。 

４． 聖経的箴言是 神的智慧、人須有人生的経歴、体験、加上謙虚之心、並学習反省的心志、才能被神賜給

悟性、霊性。 

５． 聖経是 神賜給人類的貴重之書、也是対被創造的人類、負責任的作為証拠、聖経告訴人類従何処来、為

何被生下来、生下後的目的、生活的過程重要行事準則、将来的指望、霊魂的去処。聖経是人生活的指南針、並

有世界歴史発展的証拠、来証明聖経的预言和引導人類歴史的発展和創造。 

６． 被創造的人類、必須来認識 真神是誰？並忠信與 神。認識 神是従聖経開始、自己的一生也従聖経生

活中結束。唯有認識 神才能不会有肉体的軟弱、也才能不会有迷惑。也才能抵抗撒但魔鬼的誘惑和鬼魔的道理。 

７． 能努力背聖経、整本聖経能従第一巻開始背到第六十六的基督徒、在努力的過程中、必能蒙 神賜與悟性、

霊性、並得 神向其顯現。 神賜下聖経如此多的内容、是要人一生努力、唯有努力的人才能進天国。聖経要是

只有幾章、那就不用多努力就可能記住了。 

 

●创始记共 50 章  写作日期：大约主前 1445-1405  作者：摩西 

簡易記憶法―創建洗以以以雅以埃約 

01-05 創造天地 伊甸楽園 始祖犯罪 罪惡蔓延 塞特後代 

06-10 建造方舟 進入方舟 走出方舟 挪亞之約 挪亞後代 

11-15 選民起源 召亞伯蘭 羅得分開 羅得被擄 應許子嗣 

16-20 以实瑪利 始定割禮 接待天使 火滅二城 稱妻為妹 

21-25 以撒誕生 獻子為祭 撒拉去逝 以撒娶妻 亞伯蘭卒 

26-30 以撒致富 雅各欺父 夢見天梯 雅各娶妻 雅各興盛 

31-35 雅各回歸 向兄求和 兄弟和好 底拿被辱 雅各還願 

36-40 以掃後代 約瑟被賈 猶大亂倫 約瑟彼囚 約瑟解夢 

41-45 埃及宰相 眾兄糴糧 二次糶糧 用策留弟 弟兄相認 

46-50 约瑟迎父 埃及飢荒 雅各患病 預言未來 歸葬故土 

☆1-5 章 

第一章：创造天地：内容小章节①神的创造（1-3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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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伊甸桀園：内容小章节① 伊甸园（1-24 节） 

第三章：始祖犯罪：内容小章节①人违背命令（1-13 节）②神的宣判（14-20 节） 

③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22-24 节） 

第四章：罪惡蔓延：内容小章节①该隐和亚伯（1-16 节）②该隐的后代（17-24 节）。 

③塞特和以挪士（25-26 节） 

第五章：塞特後代：内容小章节①亚当的后代（1-32 节） 

 

☆06-10 章 

第六章：建造方舟：内容小章节①人类的邪恶（1-8 节）②挪亚建方舟（9-22 节） 

第七章：進入方舟：内容小章节①洪水（1-24 节） 

第八章：走出方舟：内容小章节①洪水消退（1-19 节）②挪亚献祭（20-22 节） 

第九章：挪亞之約：内容小章节①神与挪亚立约（1-17 节）②挪亚和他的儿子们（18-28 节） 

第十章：挪亞後代：内容小章节①闪、含、雅弗的后代（1-32 节） 

 

☆11-15 章 

第十一章：选民起源：内容小章节①巴别塔（1-26 节）②闪的后代（10-26 节） 

  ③他拉的后代（27-32 节） 

第十二章：召亞伯蘭：内容小章节①神召亚伯兰（1-9 节）②亚伯兰到埃及（10-20 节） 

第十三章： 羅得分開：内容小章节①亚伯兰与罗得分开（1-13 节）②亚伯兰迁往希伯仑（14-18 节） 

第十四章：羅得被擄：内容小章节①亚伯兰解救罗得（1-16 节） 

②麦基洗的祝福亚伯兰（17-24 节） 

第十五章：應許子嗣：内容小章节①神与亚伯兰立约（1-20 节） 

 

☆16-20 章 

第十六章：以实瑪利：内容小章节①夏甲和以实玛利（1-16 节） 

第十七章：始定割禮：内容小章节①割礼-立约的记号（1-27 节） 

第十八章：接待天使：内容小章节①神应许亚伯兰得儿子（1-15 节） 

②亚伯兰为所多玛祈求（16-33 节） 

第十九章：火滅二城：内容小章节①所多玛的罪恶（1-11 节）②罗得离开所多玛（12-22 节） 

                              ③所多玛、蛾摩拉的毁灭（23-29 节） 

④摩押人和亚扪人的起源（30-38 节） 

第二十章：稱妻為妹：内容小章节①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1-18 节） 

 

☆21-25 章 

第二十一章：以撒誕生：内容小章节①以撒出生（1-8 节）②夏甲和以实玛利被逐（9-21 节） 

③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22-3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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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獻子為祭：内容小章节①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1-19 节） 

②拿鹤的后代（20-24 节） 

第二十三章：撒拉去逝：内容小章节① 亚伯拉罕买坟地埋葬撒拉（1-20 节） 

第二十四章：以撒娶妻：内容小章节①以撒娶妻（1-67 节） 

第二十五章：亞伯蘭卒：内容小章节①亚伯拉罕的其他后代（1-6 节） 

②亚伯拉罕的死和埋葬（7-11 节）③以实玛利的后代（12-18 节）④以扫和雅各出生（19-26

节）⑤以扫卖长子名分（27-34 节） 

 

☆26-30 章 

第二十六章：以撒致富：内容小章节①以撒住在基拉耳（1-25 节） 

②以撒和亚比米勒二世立约（26-33 节） 

③ 以扫的外族妻子（34-35 节） 

第二十七章：雅各欺父：内容小章节①以撒祝福雅各（1-29 节） 

②以扫求以撒祝福（30-45 节） 

③以撒打发雅各到拉班家去（46-46） 

第二十八章：夢見天梯：内容小章节①以撒打发雅各到拉班家去（1-5 节） 

②以扫另娶一妻（6-9 节） 

③雅各在伯特利梦见天梯（10-22 节） 

第二十九章：雅各娶妻：内容小章节①雅各到了拉班家（1-14 节） 

②雅各为拉结和利亚服侍拉班（15-30 节） 

③雅各的儿女（31-35 节） 

第三十章：雅各興盛：内容小章节①雅各的儿女们（1-24 节） 

②雅各和拉班定工价（25-43 节） 

 

☆31-35 章 

第三十一章：雅各回歸：内容小章节①雅各逃离拉班（1-21 节） 

②拉班追赶雅各（22-42 节） 

                                ③雅各和拉班立约（43-55 节） 

第三十二章：向兄求和：内容小章节①雅各准备见以扫（1-21 节） 

②雅各与神使者摔跤（22-32 节）  

第三十三章：兄弟和好：内容小章节①兄弟和好（1-20 节） 

第三十四章：底拿被辱：内容小章节①底拿被辱（1-1-31 节）  

第三十五章：雅各還願：内容小章节①神在伯特利赐福雅各（1-26 节） 

②拉结去世（16-21 节） 

③雅各的儿子们（22-26 节） 

④以撒去世（27-2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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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0 章 

第三十六章：以掃後代：内容小章节①以扫的子孙（1-19 节） 

②西珥的子孙（20-30 节） 

                                ③以东诸王（31-43 节） 

第三十七章：約瑟被卖：内容小章节①约瑟得异梦（1-11 节） 

②约瑟被卖到埃及（12-36 节） 

第三十八章：猶大亂倫：内容小章节①犹大和他玛（1-30 节）  

第三十九章：約瑟彼囚：内容小章节①约瑟和波提乏之妻（1-23 节）  

第四十章：約瑟解夢：内容小章节①约瑟为囚犯解梦（1-23 节） 

 

 

☆41-45 章 

第四十一章：埃及宰相：内容小章节①约瑟为法老解梦（1-36 节） 

②约瑟被立为埃及宰相（37-57 节） 

第四十二章：眾兄糴糧：内容小章节①约瑟得哥哥们到埃及买粮（1-24 节） 

② 约瑟得哥们回到迦南地（25-38 节） 

第四十三章：二次糶糧：内容小章节①约瑟得哥哥们带便雅悯到埃及（1-34 节）  

第四十四章：用策留弟：内容小章节①约瑟用计留便雅悯（1-17 节）② 犹大替便雅悯哀求（18-34 节） 

第四十五章：弟兄相認：内容小章节①约瑟和弟兄们相认（1-28 节） 

 

☆46-50 章 

第四十六章：约瑟迎父：内容小章节① 雅各全家下埃及（1-27 节）②雅各和家属在埃及（28-34 节） 

第四十 七 章： 埃 及飢荒：内容小章节①雅各和家属在埃及 （ 1-12 节）② 遍地饥荒（ 13-26 节）                                

③雅各最后的吩咐（27-31 节） 

第四十八章：雅各患病：内容小章节①雅各祝福以法莲和玛拿西（1-22 节）  

第四十九章：預言未來：内容小章节①雅各的祝福（1-28 节）②雅各的死和埋葬（29-33 节）  

第五十章： 歸葬故土：内容小章节①雅各的死和埋葬（1-14 节）②约瑟安慰哥哥们（15-21 节） 

③约瑟得死（22-26 节） 

 

● 出埃及记共 40 章 写作日期：大约主前 1445-1405 

簡易記憶法―新王警主伝命派制 

01-05 新王暴虐 摩西誕生 摩西被召 摩西推辭 王更暴虐 

06-10 王复應許 王心剛硬 主降三災 又降三災 神再擊打 

11-15 警告末災 神的救贖 奉獻頭生 民過紅海 得救樂歌 

16-20 主降瑪哪 擊磐出水 摩西岳父 上西乃山 十條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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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傳示典章 績論典章 再論典章 登山見神 啟示會幕 

26-30 命建會幕 命立幕院 命製聖衣 祭司職分 其他器具 

31-35 派人造幕 造金牛犢 摩西禱告 復造法版 民旨樂獻 

36-40 制造會幕 會幕諸物 外院諸物 製造聖衣 立起會幕 

 

☆01-05 章 

一：新王暴虐：①埃及新王圧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压制和苦待）（1-22 节） 

二：摩西誕生：①摩西出生ー及前四十年的经历（1-10 节）②摩西逃往米甸ー及第二个四十年的经历（11-25 节） 

三：摩西被召：①神呼召摩西（1-22 节） 

四：摩西推辭：①神赐摩西行神迹的権能（1-17 节）②摩西返回埃及（18-31 节）  

五：王更暴虐：①摩西和亞倫去對埃及王（1-21 节）②摩西向耶和華訴苦（22-23） 

 

☆06-10 章 

六：王复應許：①耶和華曉諭摩西ー神向摩西重申所应许的约（1-13 节）②摩西和亞倫的各族（14-27） 

③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28-30） 

七：王心剛硬：①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1-7 节）②亞倫的杖ー在法老前以杖变蛇为证（8-19 节） 

③埃及遭災ー水变血灾（20-25 节） 

八：主降三災：①青蛙的灾（1-15 节） ②虱的灾（16-19 节）③苍蝇的灾（20-32 节） 

九：又降三災：①畜疫的灾（1-7 节）②生疮的灾（8-12 节）③冰雹的灾（13-35 节） 

十：神再擊打：①蝗虫的灾（1-20 节）②黑暗的灾（21-29 节） 

 

☆11-15 章 

十一：警告末災：①以末次的灾警告法老（1-10 节）  

十二：神的救贖：①制定逾越节（1-28 节）②耶和华击杀埃及长子（29-36 节）  

③以色列人出埃及（37-42 节）④申明逾越节的例（43-51 节） 

第十三章：奉獻頭生：内容小章节①奉献头生（1-2 节）②除酵节（3-16 节）③云柱和火柱（17-22 节）  

第十四章：民過紅海：内容小章节①法老追袭以色列人（1-9 节）②民过红海（10-31 节）  

第十五章：得救樂歌：内容小章节①摩西歌颂耶和华（1-18 节）②米利暗歌颂耶和华（19-21 节） 

③玛拉和以琳的水泉（22-27 节） 

 

☆16-20 章 

第十六章：主降瑪哪：①因缺粮食民发怨言(1-12 节) ②鹌鹑和吗哪(13-20 节)③收取吗哪的例(21-36 节) 

第十七章：擊磐出水：内容小章节①磐石出水(1-7 节) ②战败亚玛力人(8-16 节) 

第十八章：摩西岳父：内容小章节①叶忒罗寻访摩西(1-12 节)②摩西岳父建议选立审判官(13-27 节)  

第十九章：上西乃山：内容小章节①以色列人至西乃山(1-15 节) ②耶和华于火中降临西乃山(16-25 节) 

第二十章：十條誡命：内容小章节①颁布十诫(1-21 节) ②禁造神像(22-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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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章 

第二十一章：傳示典章：内容小章节①对待奴仆的律例（1-11 节）②有关死伤的律例（12-36 节）  

第二十二章：績論典章：内容小章节①定赔偿的规例（1-15 节）②有关人道的规例（16-31 节）  

第二十三章：再論典章①正义和公道（1-9 节）②安息年和安息日（10-13 节）③当守的三个节期（14-19 节） 

④应许差使者领以色列民进迦南（20-33 节） 

第二十四章：登山見神：内容小章节①摩西和长老上西乃山（1-18 节）  

第二十五章：啟示會幕：内容小章节①为圣所奉献（1-9 节） ②造柜的法则（10-22 节） 

                                ③造桌的法则（23-30 节）④造灯台的法则（31-40 节） 

 

☆26-30 章 

第二十六章：命建會幕：内容小章节①造幕幔的法则（1-14 节）②造幕板的法则（15-30 节）  

                                ③造隔圣所与至圣所幔子的法则（31-37 节） 

第二十七章：命立幕院：内容小章节①造祭坛的法则（1-8 节）②会幕的外院（9-19 节） 

                                ③燃灯的例（20-21 节）  

第二十八章：命製聖衣：内容小章节①命为亚伦作圣衣（1-14 节） 

②作胸牌的法则（15-30 节） 

③作外袍的法则（31-39 节） 

④为祭司制衣冠（40-43 节） 

第二十九章：祭司職分：内容小章节①立亚伦和他的子孙作祭司的条例（1-25 节） 

                                ② 祭司当得的分（26-37 节） 

                                ③每日当献的祭（38-46 节） 

第三十章：造器法則：内容小章节①造香坛的法则（1-10 节）②赎罪银（11-16 节） 

③命以铜作浴盆（17-21 节）④制圣膏的法则（22-33 节） 

⑤制圣香的法则（34-38 节） 

☆31-35 章 

第三十一章：派選技工：内容小章节①会幕的技工（1-11 节）②安息日（12-18 节）  

第三十二章：造金牛犢：内容小章节①百姓拝金牛犊（1-35 节）  

第三十三章：求神同行：①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離開何烈山（西奈山）（1-11 节）②耶和華的會幕 

③耶和華応許與百姓同在 

第三十四章：復造法版：内容小章节①复造法版②重新立约 

③摩西下西乃山面上发光  

第三十五章：安献会造：①安息日的条例②為会幕奉献③会幕的器物④造会幕的技工 

⑤百姓奉献礼物 

☆36-40 章 

第三十六章：派建会幕：内容小章节①造会幕的技工②奉献的礼物富富有余③造耶和華的会幕（8-3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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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製造諸物：内容小章节①造约柜（1-9 节） ②造陳設餅的桌子（10-16 节） 

③造灯台（17-24 节）④造香坛（25-29 节 

⑤造聖油和聖膏ー作香之法作聖膏油、和馨香料的淨香。 

第三十八章：外院諸物：①造燔祭壇（1-8 节） ②造銅盆③耶和華会幕的周囲④耶和華会幕所用的金属 

第三十九章：製造聖衣：①為祭司製造聖服（1-7 节）②作胸牌（8-21 节） 

③祭司作其他的圣服（22-31 节）④会幕完工（32-43 节） 

第四十章：立起會幕：内容小章节①耶和華会幕会幕的建立和奉献（1-33 节）②雲彩遮蓋會幕（34-38 节） 

 

● 利未记共 27 章  写作日期：大约主前 1445-1405 作者：摩西   

簡易記憶法―奉諸潔大祭禍 

01-05 奉獻墦祭 奉獻素祭 獻平安祭 獻贖罪祭 獻贖愆祭 

06-10 诸祭條例 績論祭例 分派祭司 祭司就職 祭司干罪 

11-15 洁與不潔 潔淨產婦 驗大痲瘋 潔淨痲瘋 男女不潔 

16-20 大赎罪日 宰畜之例 禁止亂倫 各種雜例 申明刑律 

21-25 祭司成聖 績申祭例 聖會節期 聖所事奉 禧年之例 

26-27 祸福自求 許願之例 

☆01-05 章 

第一章：奉獻墦祭：内容小章节① 燔祭的例（1-17 節） 

第二章：奉獻素祭：内容小章节①素祭的例（1-16 節）  

第三章：獻平安祭：内容小章节①平安祭的例（1-17 節）  

第四章：獻贖罪祭：内容小章节①贖罪祭的例（1-12 節） 

②為會衆誤犯罪獻贖罪祭的條例（13-21 節） 

③為官長誤犯罪獻贖罪祭的條例（22-26 節） 

④為庶民誤犯罪獻贖罪祭的條例（27-35 節） 

第五章：獻贖愆祭：内容小章节①贖愆祭的例（1-19 節） 

 

☆06-10 章 

第六章：诸祭條例：内容小章节①贖愆祭的例（1-7 節）②祭司獻燔祭的責任（8-13 節） 

                            ③祭司獻素祭的責任（14-23 節） 

                            ④祭司獻贖罪祭的責任（24-30 節） 

第七章：績論祭例：内容小章节①祭司獻贖愆祭的責任（1-10 節） 

②祭司獻平安祭的責任（11-21 節） 

③禁止吃血與肥脂（22-27 節） 

④祭司當得的分（28-38 節） 

第八章：分派祭司：内容小章节①立亞輪和他的兒子作祭司（1-36 節）  

第九章：祭司就職：内容小章节①亞倫獻祭（1-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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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祭司干罪：内容小章节①拿答和亞比戶犯罪（1-7 節）②祭司入會幕的例（8-11 節） 

                           ③祭司食祭物的例（12-20 節） 

☆11-15 章 

第十一章：洁與不潔：内容小章节①潔與不潔的生物（1-47 節）  

第十二章：潔淨產婦：内容小章节①婦人生子潔淨的規例（1-8 節）  

第十三章：驗大痲瘋：内容小章节①檢驗大麻風病的規例（1-59 節）  

第十四章：潔淨痲瘋：内容小章节①患大麻風者潔淨的例（1-32 節） 

②染疾之房屋潔淨的例 （33-57 節） 

第十五章：男女不潔：内容小章节①漏症患者潔淨的例（1-33 節） 

☆16-20 章 

第十六章：大赎罪日：内容小章节①贖罪日的例（1-28 節）②守贖罪日（29-34 節）  

第十七章：宰畜之例：内容小章节①宰牛羊的規例（1-9 節）②禁止吃血（10-16 節）  

第十八章：禁止亂倫：内容小章节①禁淫亂（1-30 節）  

第十九章：各種雜例：内容小章节①戒民數例（1-37 節）  

第二十章：申明刑律：内容小章节①對違例者的處罰（1-27 節） 

☆21-25 章 

第二十一章：祭司成聖：内容小章节①祭司聖潔的條例（1-24 節）  

第二十二章：績申祭例：内容小章节①聖物的聖潔（1-16 節）②不被悅納的祭物（17-33 節）  

第二十三章：聖會節期：内容小章节①當守耶和華的節期（1-44 節）  

第二十四章：聖所事奉：内容小章节①燃燈的例（1-4 節）②陳設餅（5-9 節） 

                                ③褻瀆聖名者應處死（10-23 節） 

第二十五章：禧年之例：内容小章节①安息年（1-7 節）②禧年（8-22 節） 

③贖房產的例（29-34 節） 

④借錢給貧者的例（35-38 節） 

⑤賣身者自贖的例（39-55 節） 

☆26-27 章 

第二十六章：祸福自求：内容小章节①遵守誡命者的福分（1-13 節） 

                                ②違背誡命者的災禍（14-39 節） 

                                ③認罪者得赦（40-46 節）   

第二十七章：許願之例：内容小章节①許願的條例（1-29 節）②十分之一的奉獻（30-34 節） 

 

 

● 民数记共 36 章   簡易記憶法―（計拿怨可火復殺女） 

01-05 计算民數 分隊列營 利未人數 利未事工 疑妻行淫 

06-10 拿細耳人 首領奉獻 潔利未人 守逾越節 離開西乃 

11-15 怨言贪欲 毀謗摩西 窺探迦南 刑罰背逆 重申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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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可拉結冪 枯杖發芽 永得的份 調除污水 民怨無水 

21-25 火蛇之災 巴勒巴蘭 巴蘭作歌 巴蘭預言 什亭之災 

26-30 復計民數 立約書亞 獻祭條例 循期獻祭 婦女許願 

31-35 殺米甸人 河東產業 四十二站 迦南四境 利未城邑 

36-36 女子權利 

 

１计算民數―１段：①第一次数点以色列人 

２分隊列營―１段：①各支派在営地的位置 

３利未人數―４段：①亜倫的子孫们②利未人的職責③利未人男丁的統計④利未人代替長子的地位 

４利未事工―４段：①哥辖子孙的職責②革顺子孙的職責③米拉利的子孙的職責④利未支派男丁的統計 

５疑妻行淫―３段：①不洁的人②賠償亏负③疑妻不貞的試験条例 

６拿細耳人―２段：①拿细耳人的条例②祭司的祝福 

７首領奉獻―１段：①各族長奉献祭物 

８潔利未人―２段：①安置七盏灯②為利未人行洁净與奉献礼 

９守逾越節―２段：①第２個逾越节②云彩遮盖帐幕 

10 離開西乃―３段：①制银号②离开西乃山③衆民和约柜往前行 

11 怨言贪欲―３段：①在他备拉発怨言②摩西招聚七十个长老③ 神賜鹌鹑為食物 

12 毀謗摩西―１段：①米利暗受罰 

13 窺探迦南―１段：①窥探迦南 

14 刑罰背逆―３段：①民衆埋怨②摩西為民衆祷告③耶和华惩罰埋怨的民衆 

15 重申要律―３段：①献祭条例②違反安息日的人③有関衣服穗子的条例 

16 可拉結党―３段：①可拉大坍，亚比兰的叛変②香炉③亚伦救了百姓 

17 枯杖發芽―１段：①亚伦的杖发芽 

18 永得的份―４段：①祭司和利未人的職責②祭司当得之物③利未人的分④利未人的十分之一奉献 

19 調除污水―２段：①紅母牛的灰②接触死体不潔的条例 

20 民怨無水―３段：①加低斯発生的事情②以东王不用以色列通行③亚伦去世 

21 火蛇之災―４段：①戦勝迦南人②铜蛇的蛇③従何珥山到摩押谷④戦勝亚摩利王和巴珊王 

22 巴勒巴蘭―４段：①摩押王召巴勒②巴蘭和他的驴③巴勒歓迎巴蘭④巴蘭首次予言 

23 巴蘭作歌―３段：①巴蘭詩歌②巴蘭第２次予言③巴蘭第３次予言 

24 巴蘭預言―２段：①巴蘭予言②巴蘭末次予言 

25 什亭之災―１段：①以色列人巴力毗珥 

26 復計民數―１段：①第２次数点以色列人 

27 立約書亞―２段：①西罗非哈的女儿们②约书亚被選為摩西的継承人 

28 獻祭條例―５段：①毎天例常的例②安息日献的祭③月初献的祭④除酵節献的祭 

          ⑤七七節献的祭 

29 循期獻祭―２段：①新年献的祭②贖罪日献的祭③住棚節献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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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婦女許願―１段：①許願的条例 

31 殺米甸人―２段：①與米甸人打仗②分戦利品 

32 河東產業―１段：①约旦河東的両支派 

33 四十二站―２段：①従埃及到摩押②约旦河前的指示 

34 迦南四境―２段：①迦南地的境界②各支派首領負責分地 

35 利未城邑―２段：①分給利未人的城邑②設立逃城 

36 女子權利―１段：①承行女子結婚的条例 

 

●申命记共 34 章 簡易記憶法―（首最神三社與五） 

01-05 首次講話 曠野飄流 勝巴珊王 學習敬畏 再次講話 

06-10 最大誡命 聖潔的民 學習主道 往事警告 約的重建 

11-15 神的眷顧 敬拜地方 警覺引誘 分別食物 財富均平 

16-20 三种節期 長冶久安 祭司先知 逃城定例 仇敵爭戰 

21-25 社會家庭 生活細節 出戰許願 顧念他人 小懲大誡 

26-30 與人同樂 三次講話 福禍條件 四次講話 揀選生命 

31-34 五次講話 七次講話 八次講話 摩西的死 

１首次講話―４段：①摩西的回憶②摩西指派審判官③从加低斯巴尼亚派探子偵察④耶和华惩罰以色列人 

２曠野飄流―２段：①三十八年在野曠②撃敗希实本王西宏 

３勝巴珊王―２段：①撃敗巴珊王噩②定居约旦河東的両個半支派③摩西不得進入迦南 

４學習敬畏―４段：①摩西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②警告百姓不可拝偶像③設立河東的三座城 

④重申律法誡命 

５再次講話（十誡）―２段：①十誡②百姓看見火焰烧山学習敬畏 

６最大誡命―２段：①最大的誡命②警告百姓不可背逆 神 

７聖潔的民―２段：①耶和华的子民②遵行誡命必蒙恩恵 

８神話食物―２段：①将得美地②警告百姓不可忘記 主 

９往事警告―１段：①百姓背逆 

10 再領十誡―２段：①摩西重新領受十誡②神的要求 

11 神的眷顧―２段：①主的大能②遵守誡命必蒙福 

12 敬拜場所―２段：①唯一敬拜場所②警告不可拝偶像 

13 警覺引誘―１段：①警覺引誘 

14 三種条例―３段：①挙哀時的禁例②洁净和不洁净的動物③十分献一的条例 

15 待人条例―３段：①安息年②対待奴仆的条例③頭生牛羊的条例 

16 三种節期―４段：①逾越节②七七节③住棚节④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 

17 治死三罪―２段：①用石頭打死②有関立王的指示 

18 祭司先知―３段：①祭司当得的分②不可随従異邦的悪俗③応許興起先知 

19 逃城定例―３段：①設立三逃城＋三逃城②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③见证人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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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仇敵爭戰―１段：①仇敌争战 

21 社會家庭―５段：①未破謀殺案除罪的規定②有関女戦掳的案件③関予长子継承権的規定 

④対逆子的処置⑤其他１条例 

22 生活細節１―２段：①七条生活細節戒命②有関貞操的七条条例 

23 生活細節２―３段：①不許進入聖会的五種人②保持営地的衛生三戒命③其他六条例 

24 顧念他人―２段：①離婚和再婚②一般十一条例 

25 小懲大誡―４段：①争讼與牛②為死亡的弟兄生子立后的規定③其他的２条例④命令百姓消滅亚玛力人 

26 奉献初熟―２段：①奉献初熟的土産②作属 主的民 

27 律法石頭―２段：①神的律法写在石頭②違命必受咒诅 

28 福禍條件―２段：①遵行诫命蒙福②背逆的后果 

29 摩押地約―１段：①神在摩押地和以色列人立约  

30 蒙福条件―１段：①復興和蒙福的条件 

31 召约书亚―３段：①约书亚被召接替摩西②每七年念読律法書③対摩西的最後嘱咐 

32 摩西的歌―２段：①摩西的歌②摩西的最後訓言 

33 摩西祝福―１段：①摩西祝福以色列衆支派 

34 摩西的死―１段：①摩西去世 

 

● 約書亞记共 24 章 簡易記憶法―勉佔諸以利 

01-05 勉約書亞 喇合蒙救 臨約旦河 立石作證 復行割禮 

06-10 佔耶利哥 亞干犯罪 計攻艾城 養遍計騙 日月停留 

11-15 諸王崩潰 三十三王 河東之業 迦勒地業 猶大地業 

16-20 以法蓮業 瑪拿西業 便雅憫業 六支派業 設立逃城 

21-24 利未產業 築壇為證 臨終遺言 約書亞卒 

1 勉約書亞―２段：①神命令約書亞征服迦南②約書亞吩咐百姓準備渡河 

2 喇合蒙救―１段：①窥探耶利哥 

3 臨約旦河―１段：①以色列人過约旦河 

4 立石作證―１段：①立石為証 

5 復行割禮―１段：①在吉甲行割礼②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6 佔耶利哥―１段：①耶利哥城陥落 

7 亞干犯罪―１段：①亞干犯罪 

8 計攻艾城―２段：①攻取艾城②在以巴路山上宣读律法 

9 養遍計騙―１段：①基遍诡计的立約 

10 日月停留―３段：①撃敗亚摩利人②活捉亚摩利的五王③攻取迦南諸城 

11 諸王崩潰―２段：①撃敗耶宾及其盟国②約書亞占領的土地 

12 三十三王―２段：①摩西撃敗的諸王②約書亞撃敗的諸王 

13 河東之業―５段：①尚未占領之地②分配约旦河东之地③分給流便支派的土地④分給迦得支派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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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分給玛拿西半支派的土地 

14 迦勒地業―２段：①分配约旦河西的土地②迦勒得希伯仑為業 

15 猶大地業―３段：①分給犹大支派的土地②迦勒攻取希伯仑和底壁③犹大所得的城邑 

16-以法蓮業―２段：①分給以法莲支派和玛拿西半支派的土地②以法莲支派 

17 瑪拿西業―２段：①玛拿西支派②约瑟的子孙要求多得る土地 

18 余地七派―２段：①余地的分配②分給便雅悯支派的土地 

19 六支派業―７段：①分給西缅支派的土地②分給西布伦支派的土地③分給以萨迦支派的土地 

④分給亚设支派的土地⑤分給拿弗他利支派的土地⑥分給但支派的土地 

⑦最後分配的土地  

20 設立逃城―１段：①設立逃城 

21-利未產業―２段：①利未城邑②以色列人得地為業 

22 築壇為證―２段：①約書亞打発両個半支派的回去②约旦河筑坛為證 

23 臨終遺言―１段：①約書亞的遺言 

24 約書亞卒―２段：①約書亞在示劍向百姓講話②約書亞和以利亚撒去世 

 

●七巻ー士師记共 21 章 簡易記憶法―士基立參恢 

01-05 士師開始 波金哀哭 智勇雙全 一女士師 底波拉歌 

06-10 基甸興起 基甸爭戰 基甸去世 亞比米勒 兩個士師 

11-15 立耶弗他 三個士師 士師參孫 參孫娶妻 士師廿年 

16-20 參孫去世 米迦家庭 但人墮落 利未人妾 兄弟閱牆 

21-21 恢復愛心 

１士師開始―６段：①犹大和西缅支派捕虜亚多尼比色②犹大支派攻取耶路撒冷和希伯仑 

③俄陀聂夺取底璧城④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勝利⑤以法莲和玛拿西支派攻取伯特利 

        ⑥以色列人没有赶出的民 

２波金哀哭―３段：①波金哀哭②約書亞和那一代的人去世③以色列人偏离耶和华 

３３個士師―４段：①存畄的迦南各族②士师俄陀聂③士师以笏④士师珊迦 

４一女士師―１段：①底波拉和巴拉 

５底波拉歌―１段：①底波拉的歌 

６基甸興起―１段：①基甸興起 

７三百勇士―１段：①基甸攻撃米甸（１人対千人） 

８基甸去世―２段：①基甸制伏米甸②基甸去世 

９亞比米勒―１段：①亞比米勒殺七十個兄弟      

10 兩個士師―３段：①士师陀拉②士师睚珥③耶弗他 

11 立耶弗他―２段：①耶弗他②耶弗他儿女 

12 三個士師―２段：①耶弗他和以法莲人②以比赞、以伦、押顿 

13 士師參孫―１段：①參孫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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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參孫娶妻―１段：①參孫和亭拿的女子 

15 士師廿年―１段：①三百只狐狸②參孫撃敗非利士千人 

16 參孫２女―３段：①參孫和妓女②參孫和大利拉③參孫的死 

17 米迦家庭―１段：①以法莲米迦的偶像（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18 但人墮落―１段：①米迦和但支派 

19 利未人妾―１段：①利未人和他的妾②便雅悯基比亜人的悪行 

20 兄弟相闘―３段：①以色列人準備打杖②攻打便雅悯人③以色列人得勝 

21 恢復愛心―１段：①為便雅悯支派的尋配偶 

 

八巻●路得记 4 章   簡易記憶法― 

 

1 挪移帳冪―２段：①以利米勒全家寄居摩押②拿俄米和路得回犹大伯利恒 

2 拾取麥穗―１段：①路得在波阿斯田里拾取麦穗（波阿斯的善） 

3 竭力追求―１段：①拿俄米促成路得的婚事 

4 帶進基督―２段：①波阿斯娶路得②波阿斯和他的後代 

感想：如此善的拿俄米婆婆、忠誠順服人和 神的路得、（波阿斯的善和寛容） 

 

九巻●撒母耳记（上）共 31 章 簡易記憶法―哈約掃大尋永掃 

01-05 哈拿禱告 哈拿讚美 立撤母耳 以利家亡 神顯榮耀 

06-10 約櫃回歸 祈禱勝敵 民求立王 膏前掃羅 被立為王 

11-15 掃儸首戰 表白清廉 考驗掃羅 勝非利士 掃羅違命 

16-20 大衛初膏 大衛首戰 考驗大衛 大衛逃亡 珍貴友情 

21-25 尋避難所 連累祭司 繼續追殺 不傷王命 聽從勸告 

26-30 永不害王 信心動搖 交鬼婦人 大衛被疑 公平典章 

31-31 掃羅結局 

 

1 哈拿禱告―３段：①以利加拿和他的家族在示羅②哈拿和以利③撒母耳出生和奉献 

2 哈拿讚美―５段：①哈拿的禱告②以利的两个儿子③撒母耳在示羅④以利和他的儿子⑤予言以利家遭禍 

3 立撤母耳―１段：①耶和华向撒母耳顯現 

4 以利家亡―３段：①约柜被掳②以利的死③以利儿妇難産至死 

5 神顯榮耀―１段：①约柜在非利士人当中「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 

6 約櫃回歸―２段：①送回约柜②约柜在基列耶琳 

7 祈禱勝敵―２段：①约柜在基列耶琳②撒母耳統治以色列 

8 民求立王―１段：①以色列要求立王 

9 膏前掃羅―２段：①掃羅見撒母耳②撒母耳膏掃羅作王 

10 被立為王―２段：①撒母耳膏掃羅②掣签得掃羅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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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掃儸首戰―１段：①掃羅撃敗亚扪人 

12 表白清廉―１段：①撒母耳臨別贈言 

13 考驗掃羅―１段：①與非利士人争戦 

14 勝非利士―４段：①约拿单的戦績②非利士人敗退③戦後発生的事件④掃羅的王権和家族 

15 掃羅違命―３段：①與亚玛力人争戦②耶和华廃棄掃羅③掃羅認罪 

16 大衛初膏―１段：①膏立大卫王②大卫在掃羅的宮里 

17 大衛首戰―４段：①歌利亚向以色列的军挑戦②大卫在掃羅的営中③大卫撃殺歌利亚④押尼珥引大卫見掃羅 

18 考驗大衛―２段：①考驗大衛②大衛娶掃羅的次女米甲 

19 大衛逃亡―１段：①掃羅逼迫大衛 

20 珍貴友情―１段：①约拿单幇助大衛 

21 尋避難所―１段：①大衛逃離掃羅 

22 連累祭司―１段：①祭司被残殺 

23 繼續追殺―２段：①大衛救基伊拉的居民②大衛在山地 

24 不傷王命―１段：①大衛不傷害掃羅 

25 賢亞比該―２段：①撒母耳去世②大衛和亞比該 

26 永不害王―１段：①大衛再次不加害掃羅 

27 住非利士―１段：①大衛在非利士人中間 

28 交鬼婦人―２段：①大衛亞吉②掃羅求問交鬼婦人 

29 大衛被疑―１段：①非利士人不要大衛 

30 洗革拉話―１段：①與亞瑪力人争戦 

31 掃羅結局―１段：①掃羅及其衆子戦死 

 

十巻●撒母耳记（下）共 24 章 簡易記憶法―大迎大大償 

01-05 大衛眼淚 猶大家王 押尼珥死 掃羅家亡 統一全國 

06-10 迎回約櫃 大衛的約 大衛武功 大衛恩待 大衛體貼 

11-15 大衛干罪 大衛受責 大衛報應 押沙龍歸 押沙龍叛 

16-20 大衛受辱 追趕大衛 押沙龍死 大衛返京 示巴叛亂 

21-24 償還血債 感恩詩歌 勇士名錄 數點百姓 

1 大衛眼淚―２段：①大衛聴到掃羅的死音②大衛為掃羅和約拿單作哀歌 

2 猶大家王―３段：①大衛受膏作猶大家王②伊施波設作以色列王③掃羅家和大衛家争戦 

3 押尼珥死―４段：①大衛的兒子們②押尼珥投効大衛③押尼珥被殺④安喪押尼珥 

4 掃羅家亡―１段：①伊施波設被殺 

5 統一全國―２段：①大衛作猶大和王以色列②戦勝非利士人 

6 迎回約櫃―１段：①運約櫃大衛城大衛所搭的帳幕 

7 大衛的約―２段：①拿單傳信息給大衛②大衛的祈祷和感恩 

8 大衛武功―１段：①耶和華都使大衛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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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衛恩待―１段：①大衛和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 

10 大衛勝亜―１段：①撃敗亞捫人和亞蘭人 

11 大衛干罪―１段：①大衛和拔示巴 

12 大衛受責―３段：①拿單的叱責和大衛的悔改②大衛孩子死的③所羅門出生 

13 大衛儿女―２段：①暗嫩和他瑪②押沙龍為妹報仇 

14 押沙龍歸―２段：①約押設法譲押沙龍回来②大衛原諒押沙龍 

15 押沙龍叛―２段：①押沙龍陰謀造反②大衛逃離耶路撒冷 

16 大衛受辱―３段：①大衛和洗巴②大衛和示每③押沙龍在耶路撒冷 

17 追殺大衛―２段：①戶篩破壊亞希多弗的計謀②大衛聞報逃脱 

18 押沙龍死―２段：①約押殺押沙龍死②大衛哭押沙龍 

19 大衛返京―６段：①約押向大衛進陳②大衛回耶路撒冷③大衛寛容示每④大衛善待米非波設 

⑤大衛善待巴西菜⑥以色列人和猶大和為王起争論 

20 示巴叛亂―１段：①示巴反叛 

21 償還血債―２段：①掃羅的後代被処死②攻打非利士巨人 

22 感恩詩歌―１段：①大衛的凱歌 

23 勇士名錄―２段：①大衛的遺言②大衛的勇士 

24 數點百姓―１段：①大衛数点百姓 

 

１１巻●列王记（上）共 22 章  簡易記憶法―立建寵耶謀 

01-05 新王登基 囯位堅固 即位祈禱 太平繁榮 預備建殿 

06-10 建造聖殿 建王宮殿 奉獻聖殿 回應禱告 示巴女王 

11-15 寵愛外女 王國分裂 神人警告 二國報應 南北交戰 

16-20 耶戶豫言 信心增長 心持兩意 先知逃跑 亞哈縱敵 

21-22 謀害拿伯 亞哈陣亡 

1 立所羅門―３段：①大衛的晩年②亞多尼雅争王位③所羅門被立為王 

2 囯位堅固―５段：①大衛給所羅門的遺訓②大衛寿終③亞多尼雅的死④亞比亞他被廃和約押 

           ⑤示每的死 

3 即位祈禱―２段：①所羅門王祈求智慧②所羅門王審断疑案 

4 太平繁榮―３段：①所羅門王的臣僕②所羅門的富強③所羅門的智慧 

5 預備建殿―１段：①所羅門準備建殿 

6 建造聖殿―５段：①所羅門建造聖殿②耶和華的約③殿内的設備④建両個基路伯 

⑤殿的装飾 

7 建王宮殿―７段：①所羅門建造王宮②戶蘭的工作③兩根銅柱④銅海⑤銅座 

⑥聖殿設備清単⑦聖殿竣工 

8 奉獻聖殿―６段：①聖殿竣工②運約櫃入殿③所羅門向百姓宣告④所羅門的祷告 

⑤為民祝福⑥行奉献聖殿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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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應禱告―３段：①耶和华再向所羅門顯現②所羅門與希蘭訂約③所羅門其他政績 

10 示巴女王―３段：①示巴女王拝訪所羅門②所羅門的財富③所羅門的車騎 

11 寵愛外女―４段：①所羅門離棄 神②所羅門的敵人③ 神給耶羅波安的応許④所羅門去世 

12 王國分裂―４段：①北方的支派反叛②神人示瑪雅予言③耶羅波安離棄 神④在伯特利拝牛犢被定罪 

13 神人警告―３段：①神的作為②伯特利的老先知③耶羅波安的厳重罪行 

14 二國報應―３段：①耶羅波安兒子的死②耶羅波安去世③猶大國王羅波安 

15 南北交戰―４段：①猶大國王第３代王亜比央②猶大國王第４代王亜撒③以色列王第２代王拿答 

④第３代王篡位的王以色列巴沙 

16 耶戶豫言―５段：① 神滅巴沙②以色列王第３代王以拉③以色列篡位的王第４代王心利 

④以色列王第５代王元帅暗利⑤以色列王第６代王亞哈 

17 以利亚話―２段：①以利亞和乾災②以利亞和撒勒法的寡婦 

18 以利亚勝―２段：①以利亞和巴力的先知們②乾災停止 

19 先知逃跑―２段：①以利亞在何烈山②以利沙蒙選召 

20 亞哈縱敵―２段：①與亞蘭人争戦②亞蘭人第次来犯③先知責亞哈縦敵 

21 謀害拿伯―２段：①拿伯的葡萄員 

22 亞哈陣亡―４段：①先知米該雅警告亞哈②亞哈陣亡 

③猶大國王第５代王約沙法④以色列王第７代王亞哈謝 

 

１２巻●列王记（下）共 25 章 簡易記憶法―亞亞亞瑪 

01-05 亞哈謝死 加倍的靈 谷中滿水 四個神蹟 元帥乃縵 

06-10 亞蘭攻擊 轉荒為豐 績行神蹟 耶戶王朝 滅亞哈家 

11-15 亞他利雅 約阿施王 以利沙卒 亞瑪謝王 亞撤利雅 

16-20 亞哈斯王 何細亞王 希西家王 揚聲禱告 病得痊愈 

21-52 瑪拿西王 約西亞王 復興之王 最後三王 猶大亡國 

1 亞哈謝死―２段：①以利亞和亞哈謝王②亞哈謝王死ー以色列王第８代王約蘭継位 

2 加倍的靈―３段：①以利亞和以利沙②以利亞乘旋風昇天③以利亞行神跡ｰ耶利哥城水源・奉耶和華的名咒詛四

十二個童子 

3 谷中滿水―３段：①以色列與摩押争戦②摩押人敗逃 

4 四個神蹟―３段：①以利沙幇助窮婦人②書念婦人接待以利沙③両件神跡 

5 元帥乃縵―１段：①元帥乃縵大痲瘋得医治 

6 亞蘭攻擊―３段：①尋回斧頭②亞蘭軍敗予以色列人③亞蘭王便哈達圍困撒瑪利亞 

7 轉荒為豐―３段：①以利沙予言②亞蘭軍棄営逃命 

8 續行神蹟―４段：①書念的婦人回原住地②以利沙和便哈达王③第７代王ー猶大國王約蘭 

④第８代王ー猶大國王亞哈謝 

9 耶戶王朝―４段：①耶戶第９代被膏為以色列王ー２８年②第７代王約蘭被殺③第８代王ー猶大國王亞哈謝被     

殺④耶洗別王后被扔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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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滅亞哈家―４段：①被殺寫信給耶斯列的首領②亞哈眾子被殺③亞哈謝的弟兄被殺④亞哈家剩下的人被殺 

⑤拝巴力的人被殺⑥耶戶去世 

11 亞他利雅―２段：①猶大國王后亞哈謝的母親亞他利雅篡了國位 

           ②耶何耶大的改革 

12 約阿施王―１段：①第９代猶大國王亞哈謝的兒子約阿施作王４０年、臣僕起來背叛、被殺 

13 以利沙卒―４段：①第１０代以色列約哈斯王ー１７年②第１１代以色列約阿施王ー作王１６年 

③以利沙去世④以色列與亞蘭争戦 

14 亞瑪謝王―３段：①第１０代猶大國王約阿施的兒子亞瑪謝王ー作王２９年好王、②臣僕起來背叛、被殺 

           、立第１１代猶大國王亞瑪謝的兒子亞撒利雅〔又名烏西雅〕接續他父作王③第１２代以色

列王耶羅波安ー作王４１年 

15 亞撤利雅７段：①猶大王亞瑪謝的兒子亞撒利雅②以色列國王撒迦利雅―耶羅波安的兒子第１３代撒迦利雅ー

作王６個月③１４代以色列國王沙龍作王１個月④以色列王第１５代米拿現⑤以色列王第１

６代比加轄 

⑥以色列王第１７代比加⑦第１２代猶大國王烏西雅的兒子約坦王 

16 亞哈斯王―１段：①１３代猶大國王的約坦兒子亜哈斯王―作王１６年―悪王―求亜述王・１４代猶大國王亜

哈斯的兒子希西家王 

 

17 以色列亡―２段：①最後的以色列王第１８代何細亜王―作王９年―背逆亜述王求埃及王相助 

②亜述人定居以色列人中 

18 希西家王―２段：①猶大國王亜哈斯的兒子希西家王②亜述王威嚇耶路撒冷 

 

19 神殺亜述―３段：①希西家派人求問以賽亜②亜述王再次威嚇希西家③以賽亜伝給王的信息 

20 病得痊愈―３段：①希西家重病康復②従巴比倫来的使者③希西家去世 

21 瑪拿西王―２段：①１５代猶大國王瑪拿西悪王拝偶像、流許多無辜人的血ー１２歳登基作王５５年 

②１６代猶大國王亞們ー亞們王的臣僕背叛他、在宮裡殺了他 

22 約西亞王―２段：①１６代猶大國王―好王―約西亞登基的時候年八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他母親名叫

耶底大、是波斯加人亞大雅的女兒。 ②発現律法書 

 

23 復興之王―６段：①約西亞廃除異教②約西亞吩咐守逾越節③約西亞的其他改革―在約西亞以前、沒有王像他

盡心盡性盡力的歸向耶和華、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後、也沒有興起一個王像他。 

④約西亞去世⑤１７代猶大國王約哈斯ー作王３個月⑥１８代猶大國王約雅敬ー悪王 

24 最後三王―３段：①瑪拿西畄下的罪悪報慶②１９代猶大國王約雅斤ー作王３個月③２０代猶大國王西底家 

           作王１１年―巴比倫王立約雅斤的叔叔瑪探雅代替他作王、給瑪探雅改名叫西底家 

25 猶大亡國―５段：①耶路撒冷陥落ー在西底家眼前殺了他的眾子、並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銅鍊鎖著他、帶

到巴比倫去。②聖殿被毀③猶大人被虜④基大利作猶大省長被殺⑤約雅斤被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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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巻●歷代志上（上）共 29 章 簡易記憶法―列利受櫃建守 

01-05 列祖譜系 以色列系 大衛譜系 猶大譜系 河東譜系 

06-10 利未譜系 六支派系 便雅憫系 歸回譜系 掃羅家亡 

11-15 受膏作王 大衛軍隊 迎神約櫃 國隆家旺 迎櫃入城 

16-20 櫃前事奉 起意建殿 戰敗眾敵 戰勝亞捫 再敗亞捫 

21-25 建殿基地 建殿材料 利未職任 祭司班次 歌唱班次 

26-29 守門班次 王國官長 重申建殿 建殿奉獻 

1 列祖譜系―５段：①従亞當到亞伯拉罕②以實瑪利的後代③以掃的後代④以東地的原住民⑤以東諸王 

2 以色列系―５段：①猶大的後代②大衛王的家譜③希斯崙的後代④耶拉篾的後代⑤迦勒的其余後代 

3 大衛譜系―３段：①大衛的兒女②所羅門的後代③耶哥尼雅的後代 

4 猶大譜系―４段：①復記猶大示拉②其他的家族③示拉示拉④西緬的後代・・・・雅比斯 

5 河東譜系―５段：①流便的後代②迦得的子孫③流便迦得瑪拿西半支派的勇士④瑪拿西半支派 

          ⑤両個半支派的人背逆 神 

6 利未譜系―５段：①利未的後代②利未的其余後代③聖殿中的歌唱者④亞倫的後代⑤利未支派的住地 

7 六支派系―５段：①以薩迦的後代②便雅憫和但的後代③拿弗他利的後代④瑪拿西的後代 

          ⑤以法蓮的後代⑥亞設的後代 

8 便雅憫系―５段：①便雅悯的後代②在亚雅仑的便雅悯人③在耶路撒冷的便雅悯人 

④在基遍和耶路撒冷的便雅悯人⑤掃羅王的家族 

9 歸回譜系―６段：①被虜帰回的人②住在耶路撒冷的祭司③住在耶路撒冷的利未人④住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守衛 

⑤其余的利未人⑥掃羅王的祖先和後代 

10 掃羅家亡―１段：①掃羅王去世 

11 膏大衛王―２段：①大衛作以下色列的王和猶大的王②大衛的名将 

12 大衛軍隊―５段：①早期追随大衛的便雅悯人②追随大衛的迦得支派人③追随大衛的便雅悯人和猶大人 

④追随大衛的瑪拿西人⑤大衛的兵力 

13 迎神約櫃―１段：①約櫃遷出基列耶琳・・・烏撒死在 神面前 

14 國隆家旺―３段：①大衛就知道耶和華堅立他作以色列王②大衛在耶路撒冷生的１３眾子③戦勝非利士人 

15 迎櫃入城―２段：①準備搬運約櫃②約櫃遷入耶路撒冷 

16 櫃前事奉―３段：①約櫃迎入帳幕②賛美之歌③在耶路撒冷和基遍ー37･38･39敬畏 神、合 神心意 

37．大衛派亞薩和他的弟兄、在約櫃前常常事奉耶和華、一日盡一日的職分． 

38．又派俄別以東和他的弟兄、六十八人、與耶杜頓的兒子俄別以東、並何薩作守門的． 

39．且派祭司撒督和他弟兄眾祭司、在基遍的邱壇耶和華的帳幕前、燔祭壇上、每日早晚、照著耶和華律法書上所

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給耶和華獻燔祭． 

17 起意建殿―２段：①先知拿單伝給大衛的信息②感恩的祷告 

18 戰敗眾敵―１段：①在軍事上的勝利 

19 戰勝亞捫―１段：①大衛撃敗亞捫人和亞蘭人 

20 再敗亞捫―２段：①大衛攻取拉巴城②與非利士巨人争戦 

http://dict.lambook.com/%E4%BB%A5%E8%89%B2%E5%88%97
http://dict.lambook.com/%E4%BB%A5%E8%89%B2%E5%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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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殿基地―１段：①大衛数点以色列民（和撒母耳記下２４章的対照） 

22 建殿材料―１段：①大衛豫備建聖殿材料 

23 利未職任―１段：①利未人的職責 

24 祭司班次―２段：①掣籤祭司班次②利未人的名単 

25 歌唱班次―１段：①聖殿中的聖楽人員 

26 守門班次―３段：①聖殿的守衛②其他職守③其余利未人的職守 

27 王國官長―４段：①軍事長官名単②以色列各支派的行政長官③管理王産的官員④大衛的謀士 

28 重申建殿―１段：①大衛対建聖殿的指示ー所羅門 

29 建殿奉獻―３段：①為建聖殿献的礼物②大衛稱頌耶和華③大衛寿終 

．歴代志上（上）共 29 章：叙述犹太人被虜以前的「大衛」王朝的史事。用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叙述犹太人被虜

帰国以后的事。 

 

１４巻●歷代志（下）共 36 章 簡易記憶法―所獻羅亞約烏事猶 

01-05 所羅門王 籌建聖殿 開始建殿 聖殿器物 運櫃入殿 

06-10 獻殿禱告 神的悅納 建設成就 智慧的話 王國分裂 

11-15 羅波安強 羅波安衰 亞比雅王 亞撒登基 亞撒自強 

16-20 亞撤去世 約沙法王 二王結盟 治埋民事 擊退外敵 

21-25 約蘭作王 亞哈謝王 約阿施王 善治猶大 亞瑪謝王 

16-30 烏西雅王 約坦作王 亞哈斯王 希西家王 南北守節 

31-35 事奉條例 忠心賞賜 瑪拿西王 約西亞王 守逾越節 

36-36 猶大亡國 

1 所羅門王―２段：①所羅門王求智慧②所羅門的権利和財力 

2 籌建聖殿―２段：①所羅門王定意建造聖殿②聖殿工程動工 

3 開始建殿―２段：①所羅門王 4 年開始建造聖殿②两根铜柱 

4 聖殿器物―１段：①聖殿的設備 

5 運櫃入殿―１段：①約櫃入殿②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 神的殿 

6 獻殿禱告―１段：①所羅門向百姓宣告②所羅門的祷告 

7 神的悅納―２段：①聖殿奉献礼② 神再次向所羅門顯現 

8 建設成就―１段：①所羅門的功業 

9 示巴女王―３段：①示巴女王訪問所羅門②所羅門王的財富③所羅門寿終 

10 王國分裂―１段：①北部支派的反叛 

11 羅波安強―４段：①神人示瑪雅的予言②第３代王ー羅波安修築諸城③祭司和利未人都歸猶大④羅波安的家室

内 

12 羅波安衰―２段：①埃及攻打耶路撒冷②羅波安寿終 

13 亞比雅王―１段：①４代王ー亞比雅王與耶羅波安 

14 亞撒登基―１段：①５代王ー亞撒王撃敗古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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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亞撒自強―１段：①亞撒的改革 

16 亞撤去世―３段：①以色列攻撃猶大②先見哈拿尼③亞撒去世 

17 約沙法王―２段：①６代王ー猶大国王約沙法②約沙法的功績 

18 二王結盟―２段：①先知米該雅警告亞哈王②亞哈陣亡 

19 治埋民事―２段：①先知叱責約沙法②約沙法的改革 

20 擊退外敵―２段：①與以東争戦②約沙法去世 

21 約蘭作王―１段：①７代王ー猶大国王約蘭ー悪王 

22 亞哈謝王―２段：①８代王ー猶大国王亞哈謝②亞哈謝的母親亞他利雅篡了國位６年 

23 約阿施王―２段：①推翻亞他利雅②耶何耶大的改革ー９代王ー約阿施 

24 善治猶大―３段：９代猶大国王ー七歳９代猶大国王ー約阿施作王４０年②耶何耶大的政策被廃棄ー兒子撒迦

利亞被約阿施殺③約阿施被殺 

25 亞瑪謝王―３段：①１０代猶大国王亞瑪謝②與以東交戦ー亞瑪謝ー拝西珥的神像③與以色列争戦 

26 烏西雅王―２段：①１１代猶大国王烏西雅ー定意尋求 神②烏西雅心高氣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華、

受罰長大痲瘋直到死日 

27 約坦作王―１段：①１２代猶大国王約坦 

28 亞哈斯王―５段：①１３代猶大国王亞哈斯ー行以色列諸王的道、又鑄造巴力的像．②敗給亞蘭和、以色列 

③先知俄德④亞哈斯向亞述王求援⑤亞哈斯的罪行 

29 希西家王―３段：①１４代猶大国王希西家②潔淨聖殿③重新奉献聖殿 

30 南北守節―３段：①予備守逾越節②守逾越節③再度守節 

31 事奉條例―１段：①希西家的改革 

32 亞述恐嚇忠心賞賜―４段：①亞述恐嚇喝耶路撒冷②希西家病重③希西家的財富和尊榮④希西家去世 

33 瑪拿西王―４段：①１５代猶大国王瑪拿西②瑪拿西悔改③瑪拿西去世④１６代猶大国王亞們ー惡王 

34 約西亞王―４段：①１７代猶大国王約西亞ー好王②約西亞除掉偶像③発現律法書④約西亞立約順従 主 

35 守逾越節―２段：①約西亞守逾越節②約西亞陣亡 

36 猶大亡國―６段：①１８代猶大国王約哈斯ー最短的王３個月、被捕虜帯到埃及②１９代猶大国王約雅敬ー悪

王ー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上來攻擊他、用銅鍊鎖著他、要將他帶到巴比倫去③２０代猶大国

王約雅斤ー第２短的王３個月１０日④２１代猶大国王西底家ー悪王ー作王１１年ー先知耶

利米以耶和華的話勸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⑤耶路撒冷陥落⑥波斯王古列元年下詔猶

大人返國建殿 

 

南國猶大国王年代 

第１代王 大衛王 第２代王 所羅門王 第３代王ー羅波安 

４代王ー亞比雅王 ５代王ー亞撒王 ６代王ー猶大国王約沙法 

７代王ー猶大国王約蘭ー悪王 ８代王ー猶大国王亞哈謝 ９代猶大国王約阿施作王４０年 

１０代猶大国王亞瑪謝作王２９年好

王 

１１代猶大国王亞撒利雅〔又名烏西

雅〕ー定意尋求 神 

１２代猶大国王約坦 

http://dict.lambook.com/%E4%BB%A5%E8%89%B2%E5%88%97
http://dict.lambook.com/%E4%BB%A5%E8%89%B2%E5%88%97
http://dict.lambook.com/%E4%BB%A5%E8%89%B2%E5%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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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代猶大国王亞哈斯ー行以色列諸

王的道作王１６年―悪王―求亜述王 

１４代猶大国王希西家 １５代１５代猶大國王瑪拿西悪王拝

偶像、流許多無辜人的血ー１２歳登

基作王５５ 

１６代猶大国王亞們ー惡王ー亞們

王的臣僕背叛他、在宮裡殺了他 

 

１７代猶大国王約西亞ー好王約西

亞登基的時候年八歲．在耶路撒冷作

王三十一在約西亞以前、沒有王像他

盡心盡性盡力的歸向耶和華、遵行摩

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後、也沒有興

起一個王像他 

１８代猶大国王約哈斯ー最短的王

３個月 

１９代猶大国王約雅敬ー悪王 ２０代猶大国王約雅斤 ２１代猶大国王西底家ー悪王 

 

北國以色列王年代 

第１代王耶羅波安 以色列王第２代王拿答 第３代王篡位的王以色列巴沙ー神滅

巴沙 

以色列王第４代王以拉 以色列篡位的王第５代王心利 以色列王第６代王元帅暗利 

以色列王第７代王亞哈 以色列王第８代王亞哈謝 耶戶第９代被膏為以色列王ー２８年 

第１０代以色列約哈斯王ー１７年 第１１代以色列約阿施王ー作王１６

年 

第１２代以色列王耶羅波安ー作王４

１年 

以色列王耶羅波安的兒子第１３代撒

迦利雅ー作王６個月 

１４代以色列國王沙龍作王１個月 以色列王第１５代米拿現 

以色列王第１６代比加轄 以色列王第１７代比加 最後的以色列王第１８代何細亜王―

作王９年―背逆亜述王求埃及王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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