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 主題 or 圖表 1 

「「「「大祭司譜系大祭司譜系大祭司譜系大祭司譜系」」」」與與與與「「「「君王譜系君王譜系君王譜系君王譜系」」」」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代上 6:4-14；拉 7:1-5；尼 11:11〕 

 〔〔〔〔註﹕阿拉伯數字 1) 2) 3) ……代表大祭司的順位，從 1) 亞倫開始。 由於格內空間不足，只標示前 16位，到 16) 亞撒利雅(II)止。〕〕〕〕 

祭司祭司祭司祭司 利未      革順 (管帳幕等)、哥轄 (抬約櫃等)、米拉利 (抬板閂等) —— 民 3:21-37 

                            

                                            暗蘭（取姑姑約基別為妻，出 6:20。生亞倫和摩西） 

                              

                  出 6:23 —— 1) 亞倫（大祭司）    拿答、亞比戶、以利亞撒、以他瑪 

                                                                

                                                               （拿答、亞比戶，獻凡火而死，利 10:1-3） 

                                

                             （以利亞撒、以他瑪，供祭司的職分，民 3:4） 

  

                                                                          君王君王君王君王 

 經節經節經節經節 

(拉拉拉拉) 

(大大大大)祭司祭司祭司祭司 譜譜譜譜  系系系系 

〔〔〔〔(大大大大)祭司祭司祭司祭司〕〕〕〕 歷代志上的經節歷代志上的經節歷代志上的經節歷代志上的經節 

猶大猶大猶大猶大王譜王譜王譜王譜  系系系系 

首首首首領領領領 

另支另支另支另支(大大大大)祭司譜系祭司譜系祭司譜系祭司譜系 

〔〔〔〔另支另支另支另支(大大大大)祭司祭司祭司祭司 以他瑪譜系以他瑪譜系以他瑪譜系以他瑪譜系〕〕〕〕經經經經 節節節節 

 2) 以利亞撒以利亞撒以利亞撒以利亞撒 

亞倫死後(民 20:22-29),作摩西,約書亞時祭司 

(申 10:6;書 14:1) 

以他瑪以他瑪以他瑪以他瑪 代上 6:3 拉 7:5 3) 非尼哈 代上 6:4,約書亞時祭司,書 22:13 

 拉 7:5 4) 亞比書 代上 6:5 

．．．． ．．．． 

亞比書後,大祭司從以利亞撒譜系轉為以他瑪 拉 7:4 布基 代上 6:5 

士師 拉 7:4 烏西 代上 6:6 
5) 以利 

根據﹕撒上
14:3,22:11；王上 2:27;代上 24:3綜合 拉 7:4 西拉希雅 代上 6:6 6) 非尼哈 撒上 4:4,14:3 拉 7:3 米拉約(I) 代上 6:6 

撒母耳 
7) 亞希突 撒上 14:3 亞瑪利雅(I) 代上 6:7 

 

掃羅 

8) 亞希亞; 

9)亞希米勒(I) 
撒上 14:3 撒上 21:1(被掃羅所殺) 亞希突(I) 代上 6:7 

本表並非按年代長短比例製作。故此段與以他瑪以他瑪以他瑪以他瑪譜系，在時間上沒有對稱性；且彼此關係不明。 避難期；撒上
22:20;23:9 10) 亞比亞他 

11) 撒督(I) 
代上 6:8(撒下 8:17); (作祭司, 代上 18:16;也是先見,撒下 15:27) 

撒下 20:25；代上 15:11 撒下 8:17；代上 18:16 代上 6:8;曾幫助大衛避難(撒下
15:27-18:30),與所羅門關係不明 

大大大大 衛衛衛衛 

12) 亞希米勒 

  (II) 

亞比亞他  
撒督
(I) 

13)亞希瑪斯〔生〕 

 ↓ 祭司撒督(I)王上 2:35代上 29:22 亞比亞他 (掛名祭司)王上 2:27；4:4 

14)亞撒利雅(I) 代上 6:9（王上 4:2）;作祭司 
所羅門 

[君王經節君王經節君王經節君王經節]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羅波安 代下 9:31 作王 17年 

以斯 拉記 的記錄 缺此 六代 

 

15) 約哈難 代上 6:9 亞比央 代下 13:1 作王 3年 拉 7:3 16) 亞撒利雅(II) 代上 6:10 

彼此關係不明 亞  撒 代下 14:1 作王 41年 拉 7:3 亞瑪利雅(II) 代上 6:11; 大祭司,代下 19:11  約沙法 代下 17:1 作王 25年 



聖經> 主題 or 圖表 2 

 

 

 約  蘭 代下 21:1 拉 7:2 亞希突(II) 代上 6:11 亞哈謝 代下 22:1 尼 11:11 米拉約(II) 代上 9:11 

彼此關係不明 亞他利雅 
代下
22:10 

三王共經過 16年 亞他利雅係亞哈謝的 母親，在亞哈謝死後 篡位。 輔助約阿施作王的大祭司耶何耶大耶何耶大耶何耶大耶何耶大,出身不清楚; 耶何耶大死後,他兒子撒迦利亞勸約阿施,反被殺 

(代下 24) 

約阿施 代下 24:1 
作王 40年；大祭司 （王下 12:7;代下 24:6） 拉 7:2 撒督(II) 代上 6:12 彼此關係不明 亞瑪謝 代下 25:1 作王 29年 亞撒利雅——原文與其他三位亞撒利雅略有不同。此時作大祭司，代下 26:20 

 
烏西雅 

(娶撒督女兒) 
代下 26:1 作王 52年 約  坦 代下 27:1 作王 16年 撒督(II)是約坦王的外祖父(王下 15:33)。 亞撒利雅，此時還是不是大祭司？不知道 亞哈斯作王時的祭司是烏利亞烏利亞烏利亞烏利亞(王下 16:10) 亞哈斯 代下 28:1 作王 16年 

聖經譜系裡沒有這位亞撒利雅。 參註 
1
 亞撒利雅,此時還作大祭司，代下 31:10  希西家 代下 29:1 作王 29年 沙龍 代上 6:12 瑪拿西 代下 33:1 作王 55年 拉 7:2 與父撒督(II)年齡差百餘歲? 

彼此關係不明 亞  門 
代下
33:21 

作王 2年 拉 7:1 希勒家 代上 6:13;大祭司代下 34:9  約西亞 代下 34:1 作王 31年 弟:約哈斯 代下 36:1 作王三個月;被帶到埃及 兄:約雅敬 代下 36:5 作王 11年;被擄至巴比倫 

拉 7:1 

(代上
6:13) 

亞撒利雅(III) 是否作祭司?聖經沒有提 約雅斤 代下 36:9 作王三個月 拉 7:1 

西萊雅 （代上
6:14） 

代下
36:10-11 王下

24:17 

作王 11年:西萊雅作大祭司，被擄至巴比倫被殺。
(王下 25:18-21;耶 52:24) 

 

約薩答 （代上
6:14） 

耶利米﹕希勒家的另一子。從約西亞王開始作先知
(耶 1:1-2),歷經五個王,直到猶大亡國, 且省長基大利被刺殺後(耶 39:14)，耶利米被眾軍長約哈難帶到埃及去了（耶
43:7）。 以斯拉﹕是西萊雅的另一個兒子(拉 7:1)與約薩答是兄弟。 

叔:西底家 

(是約西亞之子；約雅斤的叔叔) 代下 36:10 
 

約薩答與他父親一併 被擄（代上 6:14,15） 

 〔〔〔〔大祭司大祭司大祭司大祭司共共共共 28位位位位〕〕〕〕                                      〔〔〔〔猶大猶大猶大猶大君王君王君王君王 除篡位的亞他利雅外 共共共共 21位位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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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看次頁﹕ 《猶大亡國被擄後，「大祭司譜系」與「君王子孫的譜系」對照表》
                                                 
1
  烏西雅和希西家的大祭司都是亞撒利雅；從時間上看，不像是希勒家的兒子亞撒利雅(III)。因為亞撒利雅(III)的父親希勒家是約西亞時代的大祭司，比烏西雅要晚 170年；比希西家晚 86年。此外，先知耶利米是希勒家的另一個兒子(耶 1:1)，故希勒家必需置於後烏西雅王之後，年代才能配搭得上。所以，這裏需加上另一位大祭司亞撒利雅，是沒有列在聖經譜系裏的。 



聖經> 主題 or 圖表 3 

 

 

 

猶大猶大猶大猶大亡亡亡亡國被擄後國被擄後國被擄後國被擄後，，，，「「「「大祭司譜系大祭司譜系大祭司譜系大祭司譜系」」」」與與與與「「「「君王君王君王君王子孫子孫子孫子孫的譜系的譜系的譜系的譜系」」」」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續續續續）））） 〔尼 12:10-11〕 

 

(大大大大)祭司祭司祭司祭司 (亞倫, 以利亞撒) 譜系譜系譜系譜系 

〔〔〔〔(大大大大)祭司祭司祭司祭司〕〕〕〕 根據尼根據尼根據尼根據尼 12:10-11的經節的經節的經節的經節 

猶猶猶猶 大大大大 譜譜譜譜 系系系系 
經經經經 節節節節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西萊雅 （代上 6:14） 

代下
36:11 

希底家王時，還有兩位祭司﹕西番雅(耶 21:1,37:3)  

        耶何耶大(耶 29:26) 約薩答,又名約撒答（該 1:1） 

 西底家 

 
約薩答與他父親一併被擄（代上 6:14,15） 

 

以上到猶大亡國，被擄至巴比倫為止(B.C.586)； 以下是以色列人歸回期 

(B.C.536-444) 

  (王下 24:17)                         (代上 3:17-19) ↗西底家      (斯 2:6)                 ↗ 撒拉鐵 約西亞→約雅敬→約雅斤(耶哥尼雅)→毘大雅→所羅巴伯 ( 可能撒拉鐵無子,所羅巴伯過繼給他 ) 約書亞,又名耶書亞 尼 12:10（該 1:1） 所羅巴伯 該 1:1 參，拉 3:2；尼 12:1 亞比玉 太 1:13  約雅金 
(尼 12:10) 與祭司以斯拉, 省長尼希米同工(尼 12:26) 以利亞敬 太 1:13  亞所 太 1:13  以利亞實 
尼 12:10；尼希米時代的 大祭司 （尼 3:1:13:28） 撒督 太 1:14  亞金 太 1:14  （不詳） 

尼 12:10 以利亞實生耶何耶大； 但是根據尼 13:28，其實他們是祖孫的關係。 
以律 太 1:14  耶何耶大 尼 13:28 以利亞撒 太 1:15  約拿單 尼 12:11 馬但 太 1:15  押杜亞 尼 12:11 雅各 太 1:15  從希臘,馬加比到希律，聖經沒記載任何大祭司。 

彼此沒有關係 

 左右 不是 按照對應年代排列 約瑟 太 1:16 
耶穌的義父 （太 1:16-25） 亞那 (岳父) 該亞法(女婿) 〔與以利亞撒譜系 關係不詳〕 

亞那與該亞法 皆為大祭司 徒 4:6；路 3:2；約 18:13 註﹕亞那一家人聲名狼籍，當時猶太人宗教領袖界極腐敗，大祭司職位靠密謀、賄賂，買通羅馬政府而得權位。 

 

童女 馬利亞受聖靈感孕生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太 1:16-25 

路 3:23-38係馬利亞家譜,所羅門(太 1:6)與拿單(路
3:31)是兄弟(參代上 3:5)。 

  該亞法之後到保羅受審，經 7位大祭司。 （聖經沒有記載，參謝友王，《兩約中間史  

    略》，頁 417-421。） 

  亞拿尼亞 〔與以利亞撒譜系 關係不詳〕 

徒 24:1   
腓 3:5 徒 24:1-22 

保羅（屬便雅憫支派）﹕大祭司亞拿尼亞 ,在巡撫腓力斯面前控告保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