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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志的家谱记录在历代志上1-9章。
(1) 是把旧约的历史压缩成约1159个名字的家谱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共计

191 161 89 148 60 119 140 128 123 1159 名

(2) 是圣经家谱中，记录最为庞大历史的家谱
从亚当开始，直到从巴比伦归回为止，记录了约3700年的庞大历史。

1. 历代志家谱各章的内容

第1章 从亚当到雅各(以扫)的家谱

第2章 犹大子孙的家谱

第3章 大卫子孙，南犹大列王的家谱

第4章 犹大支派，西缅支派

第5章
流便支派，迦得支派，
玛拿西半个支派(住在约但河以东)

第6章
利未人和祭司的家谱
(代上 6:50-53大祭司的家谱)

第7章
以萨迦支派，便雅悯支派，拿弗他利支派，
玛拿西半个支派，以法莲支派，亚设支派

第8章 便雅悯支派的家谱

第9章 被掳归回的人，祭司，利未人的家谱

2. 历代志家谱的特征
(1) 强调记录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

历代志家谱的救赎经纶
历代志上 6:49-53

救赎史研讨会
第1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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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支派(第2,4章)和便雅悯支派(第7,8章)重复2次记录。

 理由是?

所罗门死后，国家分裂成南犹大和北以色列时，这两个支派属于南犹
大。

(王上 12:21) 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
的人、共十八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争战、好将国夺
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

 属于南犹大是什么意思？

代表这两个支派紧握住了神的立约。
记录在撒母耳记下7章12-13节的大卫之约，应许弥赛亚将作为大卫的
后裔到来。

(撒下 7:12-13) 12 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
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13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
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对紧握住立约的人来讲，凡事坚稳。

(撒下 23:5) 我家在　神面前并非如此．　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
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
成就么。

(2) 强调记录利未人和祭司的家谱
利未人和祭司的家谱在第6章和第9章两次进行了记录。尤其是历代志
上第6章，共有81节，是历代志上1-9章中最长的家谱。
理由是？

 利未人 - 被派办神殿中的一切事

(代上 6:48) 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也被派办　神殿中的一切事。 

这告诉我们，当今我们在神的教会作工是最重要的事。
(西 1:24)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
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祭司 - 在圣所烧香献祭 

(代上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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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我们就是祭司。
(彼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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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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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告诉我们，向神祷告，献礼拜的事是我们最重要的事。

当今，若没有话语和祷告，就无法成为圣洁。
(提前 4:5) 都因　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3) 是与马太福音第1章主耶稣的家谱相连的家谱
* 这是朴亚伯拉罕牧师世界首次系统整理发表的内容
希伯来语的圣经中，历代志是旧约的最后一卷圣经。
新约圣经中，马太福音是第一卷圣经。
那么，旧约和新约是如何相连的？
就是通过家谱相连在一起。

马太福音1章13节中，所罗巴伯的后裔中出现的“亚比玉”是谁？
历代志上第3章中，所罗巴伯的后裔中，最后出现的人是何大雅。

历代志上
第3章

所罗巴伯
(第19节)

哈拿尼雅
(第19节)

示迦尼
(第21节)

示玛雅
(第22节)

尼利雅
(第23节)

以利约乃
(第24节)

何大雅
(第24节)

马太福音 所罗巴伯 亚比玉

因此，“何大雅”和“亚比玉”是同一人物。

何大雅的希伯来语是“howdawyahu(הַֹדיָוהּו)”表示“耶和华的荣耀(威
严)”。
亚比玉的希伯来语是“abioud(ֲאִביהּוד) ”表示“父的荣耀(威严)”。
结果，马太福音第1章主耶稣的家谱，为了迎合14代，在救赎史经纶中
省略了所罗巴伯和何大雅(亚比玉)中间的5名。

3. 历代志家谱的长子观点
(代上 5:1-2) 1 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
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2 犹大胜过一切弟兄、
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

(1) 从出生上来讲，长子是流便
但是因为流便玷污了父亲的床，从而遗失了长子权(创 49:3-4)

(创 35:22) 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辟拉同寝、
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 

(2) 属灵的长子是约瑟
 希伯来书第11章中，从信心的观点记录继承雅各的后裔是约瑟

(来 11:20-22 ) 20 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21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
拜　神。22 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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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记中，约瑟从家谱中消失

(创 48:5-6)  5 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
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6 你在他们
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 

从这时候起，约瑟从家谱中消失，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代
替约瑟进入12支派。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是指谁？

(3) 家谱上的长子是犹大
(代上 5:2) 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
约瑟。
(代上 4:1) 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希斯仑、迦米、户珥、朔巴。
(太 1:2)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主耶稣从家谱上来看，是按照犹大支派到来的，但实际上，主耶稣作
为没有家谱的人到来。因为主耶稣是从圣灵成的孕。

(太 1:18)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
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4. 强调记录雅比斯的家谱
历代志上的家谱虽然是以名字连在一起记录的，但是只对一个人进行
最为详细的记录，这就是“雅比斯”。 

(1) 雅比斯是犹大的子孙
历代志的家谱强调记录犹大的子孙，其中着重强调的人物就是“雅比
斯”。因此，“雅比斯”就是历代志家谱中最为强调的人。

(代上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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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上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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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吕振中译本) 雅比斯呼求以色列的上帝说∶「哦，我是
多么切愿你大大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你的手常与我同在，你
能有所作为、使我不遭灾害，不受痛苦阿！」上帝就使他所求的成
就。
 

(2) 雅比斯象征从巴比伦归回的整个以色列百姓
雅比斯 从巴比伦归回的以色列人

生他甚是痛苦(代上 4:9)
在巴比伦受苦
现在刚刚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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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神的应允(代上 4:10)
比众弟兄更尊贵(代上 4:9)

凭借神的应允
能成为尊贵的人

<祷告>
 甚愿赐福与我
 扩张我的境界
 你的手常与我同在(吕振中译本)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我们也须献上这样的祷告

 “痛苦”的希伯来语是“tseb(עֶֹצב)”
该词在以赛亚书14章3节用来描写在巴比伦过着俘虏生活的以色列百姓
之“愁苦”。

(赛 14:3) 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 tseb ֹע 烦恼、并人勉强你作的、( בֶצ
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

 “尊贵”的希伯来语是“kabad(ָכֵבד)”表示“荣耀”

该词用来描写神让在巴比伦过着俘虏生活的以色列百姓得到解放，得
荣耀的应许。

(赛 43:4) 因我看你为宝为尊(kabad דֵבָכ )、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
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

我们也从世间巴比伦得到解放，进入天国时，将会结束这世间所有的
痛苦，成为尊贵的人。

(启 18:4)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 

结论，强调作为大祭司来临的耶稣基督
(1) 历代志家谱的X形节构
A  代上1:1-54 以色列之前的世界
   B  代上 2:1-2 以色列所有的儿子
      C  代上 2:3-4:23 犹大-大卫王的支派
         D  代上 4:24-5:26 以色列的支派
            E  代上 6:1-47 利未的子孙
               F  代上 6:48-49 祭司的义务
               F’代上 6:50-53 大祭司 
            E’代上 6:54-81 在定居地的利未子孙
         D’代上 7:1-40 以色列的支派  
      C’代上 8:1-40 便雅悯-扫罗王的支派
   B’代上 9:1上 被数点的所有以色列人
A’代上 9:1下-34 以色列的重建

(2) 历代志的家谱最强调大祭司的家谱
 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来的大祭司

(来 6:20) 作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
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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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没有家谱的等次

(来 7:1)  1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　神的祭司、本是
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
他祝福。2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
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3 他
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　神的儿子相
似。

 主耶稣道成肉身时，是圣灵感孕而来的 

(太 1:18)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
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因此，从本质上来讲，主耶稣是没有家谱的。

 我们也须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进入神国

(约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　神
的儿女。
(约 3:5)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　神的国。
(林前 12:3)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　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
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太 10:37-38) 37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
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38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
作我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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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的希伯来语是“kohen gadol (כֵֹהן ָּגדֹול) ”表示“大祭司，伟大
的祭司”，另外“kohen rosh(כֵֹהן רֹאׁש) ”表示“为首的祭司”。

(利 21:10) 在弟兄中作大祭司(kohen gadol)、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
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

旧约的大祭司预表着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
(来 3:1)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阿、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
大祭司的耶稣．  

主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
(来 6:20) 作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
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诗 110:4) 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
次、永远为祭司。

1. 大祭司是从人间挑选出来的
(1) 旧约的大祭司都是人

(来 5:1)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　神的事、为要
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作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

 大祭司是从人间挑选出来的

希伯来书5章1节的“挑选”的希腊语“ λαμβάνω (lambano)”使用了被
动形态，表示“被抓住的，被选择的”。

 要办理的事就是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来 5:1)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　神的事、为要
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作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
(来 8:3) 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
须有所献的。

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
历代志上 4:9-10

救赎史研讨会
第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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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耶稣是神作为人而来的大祭司
(约 1:1) 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是　神。
(约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
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没有更改的大祭司(不会更换的大祭司)

(来 7:12)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  

 永远的大祭司 

(来 6:20) 作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
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3) 救赎史的意义
 只有主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真正的中保

(提前 2:5) 因为只有一位　神、在　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
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只有主耶稣是没有罪的

(来 7:27)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
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来 4:15)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
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林后 5:21) 　神使那无罪的、〔无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为
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的义。 

2. 大祭司是每年赎罪日要进入至圣所的人
(1) 何时进入？- 7月10日赎罪日时进入

(来 9:7) 至于第二层帐幕、惟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
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利 25:9) 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
地发出角声。
(利 16:29) 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
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作．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

(2) 进去几次？- 4次
 第一次，拿着香炉进去

(利 16:12) 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
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

这说明没有祷告，就会死。 
(启 5:8) 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
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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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141:2)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
祭。  

 第二次，带着公牛的血进入

(利 16:14) 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
座的前面、弹血七次。

弹血7次代表完全的赎罪。

这血先赎自己的罪。

(利 16:11)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第三，带着公山羊的血进入 

(利 16:15) 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作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
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第四，把香炉取出来

把一开始带进去的香炉再取出来(密西拿/米书拿, Yoma 5:1; 8:4)。

(3)  第三次进至圣所出来之后，在第四次进去之前要做的事:
 按手在阿撒泻勒羊头上

(利 16:21) 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
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
到旷野去。 

 脱下进至圣所穿过的细麻衣

(利 16:23) 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
在那里． 

  用水洗身，穿上(大祭司华美的)衣服

(利 16:24) 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
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献燔祭(这是常献的燔祭)

(利 16:24) 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
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约 13:10) 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再次换上新的细麻衣，第四次进入至圣所(密西拿/米书拿, The 
Bok of Our Heritage)

(4) 救赎史的意义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瞬间，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幔子裂开

(太 27:50-51) 50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51 忽然殿里的幔子、



11新加坡救赎史研讨会

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
(来 10:20)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
子就是他的身体．  

 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只一次献上了永远的祭

(来 9:12)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
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3. 大祭司通过死亡来解放逃城里的人 
(1) 逃城是怎样的地方？
是让偶然误杀了人的人躲避的地方

(书 20:2-3) 2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
的、为自己设立逃城．3 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
城可以作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

我们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因恨别人而杀了人的人。 
(约一 3:15)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
生存在他里面。

(2) 脱离逃城的方法？
   须要大祭司的死亡

(民 35:28) 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
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
(书 20:6) 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
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

(3) 救赎史的意义
因着大祭司的死而回到本家，代表“耶稣作为大祭司，因在十字架上
的死，让我们从所有的罪中得到解放，从而可以回到天国”。 

(约 14:1-3) 1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　神、也当信我。2 在我父
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
为你们预备地方去。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
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来 10:21-22)  21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　神的家．22 并我们心中天良
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
心、来到　神面前．
 

结论，大祭司的家谱有77代
(1) 大祭司的家谱有77代



12 第2讲 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

亚伦1 以利亚撒2 非尼哈3 亚比书4 布基5 乌西6 西拉希雅7

米拉约8 亚玛利雅9 亚希突10 撒督11 亚希玛斯12 亚撒利雅13 约哈难14

亚撒利雅15 亚玛利雅16 亚希突17 撒督18 沙龙19 希勒家20 亚撒利雅21

西莱雅22 约萨答23 约书亚24

(耶书亚) 约雅金25 以利亚实26 耶何耶大27 约拿单28

押杜亚29 阿尼亚1世30 西门1世31 以利亚撒32 玛拿西33 阿尼亚
2世34 西门2世35

阿尼亚3世36 耶孙37 墨涅拉
奥斯38

阿尔客摩斯
(亚基姆)39

约拿单
亚腓斯40

西门3世
太西41

约翰
许尔堪
1世42

亚利多布
1世43

亚历山大
占尼士44

许尔堪
2世45

亚利多布
2世46

许尔堪
2世47 安提柯48 安内尔49

亚利多布
3世50 安内尔51 耶稣52 西门53 马提亚54 约亚撒55 以利亚撒56

耶稣57 约亚撒58 亚那59 以实玛利60 以利亚撒61 西门62 约瑟
该亚法63

约拿单64 提阿非罗65 西门
坎德拉斯66 马提亚67 以利

欧内斯68 约瑟夫斯69 亚拿尼亚70

以实玛利71 约瑟卡比72 亚那2世73 耶稣74 耶稣75 马提亚76 菲尼亚斯77

(2) 大祭司主耶稣的家谱也有77代(路 3:23-38)

耶稣1 约瑟2 希里3 玛塔4 利未5 麦基6 雅拿7

约瑟8 玛他提亚9 亚摩斯10 拿鸿11 以斯利12 拿该13 玛押14

玛他提亚15 西美16 约瑟17 犹大18 约亚拿19 利撒20 所罗巴伯21

撒拉铁22 尼利23 麦基24 亚底25 哥桑26 以摩当27 珥28

约细29 以利以谢30 约令31 玛塔32 利未33 西缅34 犹大35

约瑟36 约南37 以利亚敬38 米利亚39 买南40 玛达他41 拿单42

大卫43 耶西44 俄备得45 波阿斯46 撒门47 拿顺48 亚米拿达49

亚兰50 希斯仑51 法勒斯52 犹大53 雅各54 以撒55 亚伯拉罕56

他拉57 拿鹤58 西鹿59 拉吴60 法勒61 希伯62 沙拉63

该南64 亚法撒65 闪66 挪亚67 拉麦68 玛土撒拉69 以诺70

雅列71 玛勒列72 该南73 以挪士74 塞特75 亚当76 神77

(3) 救赎经纶
 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永远的大祭司

(来 6:20) 作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
为我们进入幔内。
(诗 110:4) 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
为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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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祭司作为以色列百姓的代表，有着用神的话语正确引导百姓的、

灯火般的使命。

但是大部分的大祭司没能担当好这一使命

(利 24:3-4) 3 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
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4 他要在耶和华
面前常收拾精金灯台上的灯。
 

   主耶稣当时的大祭司应该见证自身本质的主耶稣，反而冲锋在前地
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太 16:21)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
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可 15:10) 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
(太 27:20) 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
(太 27:41)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
 

(太 15:14) 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
人都要掉在坑里。
(诗 119:18)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林前 2:10) 只有　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　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启 10:2) 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
(启 10:8-11)  8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
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9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
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
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10 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
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11 
天使〔原文作他们〕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
言。
 



悠久的历史中

以世界首次发表的救赎史话语为中心的教育现场

别利特神学大学院大学校
别利特 (ְּבִרית) 表示“约”的意思。

当代的我们肩负着传承救赎史立约的使命。
别利特神学大学院大学校是预备未来救赎史的大学，

是为了征服应许之地，走进世界的大学。

校区简介

韩国校区            授课语种:  韩语, 英语, 汉语, 印尼语

•  Website e.berit.kr        
•  Tel +82-2-2678-6464
•  Fax +82-2-2678-6446  

•  WhatsApp/WeChat +82-10-8695-0299
•  E-mail berit6464@daum.net

•   Address  5F, Huisun B/d, 159, Dangsan-ro, Yeongdeungpo-gu,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美国校区                    授课语种:  英语, 西班牙语

• Website (English) berit.us     • Website (Spanish) berit.us/es/
• Tel/WhatsApp (English) +1-516-633-6271, WhatsApp (Spanish) +1-863-242-0779
• Email admin@berit.us
• Facebook (English) www.facebook.com/berittheologicalseminary
• Facebook (Spanish) www.facebook.com/seminariotheologicoberit
• Address 4156 E. Oglethorpe Hwy, Hinesville, 31313, Georgia, USA

* USA only



网络教育

不论何时 不论何地 优惠价位 运用网络 自由学习
韩国网址 e.berit.kr   /  美国网址 berit.us

专业名称 进修年数 报名资格

学士学位(B.B.S) 2年制 高中学历毕业者

硕士

圣经学硕士
(M.B.S) 2年制

4年制学士学历毕业者
牧会学硕士
(M.Div)

2年制(韩国)
3年制(美国)

博士

圣经学博士
(D.B.S)

2年制

持有本院圣经学或牧会学硕士学历者

牧会学博士
(D.Min)

持有本院牧会学硕士学历者

美国Ivy Christian 
College专业插班 因人而异 咨询本院

插班课程 1年制 咨询本院

简单易学
通晓救赎史课程 1年制 想学习救赎史的任何人

只需报名表 无需其他材料

  

 

报名材料
1. 报名表
2. 正面彩照
3. 最终学历复印件
4. 成绩证明复印件(仅限于插班生)  
5. 入学推荐信: E-mail, Fax, Mail, Online



“2000年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传统就是圣经
研 究 和 祷 告 。 朴 牧 师 的 事 工 一 直 非 常 忠 实
于 这 一 传 统 。 他 的 事 工 给 我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我 很 高 兴 他 强 调 神 的 。 基 本 上 ， 《
救 赎 历 史 系 列 》 很 不 错 。 他 对 《 圣 经 》 的

了 解 和 健 全 的 神 学 给 我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作者的福音信仰通过该系列展现出来，应该让
美国更多的牧师阅读。”

“为了世界宣教，3年期间神在阿拉伯旷野熬炼了
使徒保罗，我确信， 为了世界宣教，3年期间神
也在智异山上熬炼了朴润植牧师！”

Dr. Bruce K. Waltke
·   世界著名的旧约学者
·  NASB、NIV翻译委员会成员
·  Regent College名誉教授
·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名誉教授
· 前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
·   前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

Dr. Warren A. Gage
·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旧约学教授及学科长

救赎史的重要主题
开启《圣经》

《圣经》是为了“拯救”人类的书。因此，若能从“ 神的拯救历史”这一

角度，把涉及众多主题和内容的66卷新旧约贯穿起来阅读，就能睁开

读懂《圣经》的眼睛，也能领悟神的旨意了。



“单单针对《圣经》，仅仅将荣耀归给 神，洋溢着
灵感与生命力的书。这是为年轻牧师树立完美典
范的著书！”

“《创世记》作为所有基督教思想的基础典范
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言不为过。我们要祝贺
朴亚伯拉罕博士为我们理解《创世记》这卷基
础《圣经》而做出的重要且有价值的贡献。他
仔细考虑到《创世记》的10个家谱，并用这
些家谱揭示了神在历史上的救赎工作的核心，
最终这些核心在耶稣基督的作工中体现出来。 
朴亚伯拉罕博士的书是一次值得一游的旅程。 
我衷心推荐这部富有洞察力的作品。阅读它，
研究它，为它祈祷，然后将它的智慧融入你的
生活和事工中！”

Dr. Norman Manohar
· Faith Theological Seminary校长

Dr. Frank A. James III
· 历史神学教授

· Bib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

·  前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

作者简介

·  生于韩国黄海道沙里院
·  毕业于韩国国民大学 企业经营系
·  毕业于韩国总会神学院 学士学位
· 毕业于韩国总会神学院 牧会学硕士学位
·  美国Faith Theological Seminary名誉神学博士
·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名誉牧会学博士
·  前 大韩耶稣教长老会总会(合同教团)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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