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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瑪吉 
Makir, the Great Soldier 

 
 

1 瑪拿西是約瑟的長子，他的支派拈鬮所得之地記在下面。至於瑪拿西的長

子基列之父（父或作：主）瑪吉，因為是勇士就得了基列和巴珊。(書 17:1) 
1This was the allotment for the tribe of Manasseh as Joseph's firstborn, that is, 
for Makir, Manasseh's firstborn. Makir was the ancestor of the Gileadites, who 
had received Gilead and Bashan because the Makirites were great soldiers. 
(Josh 17:1) 
 

這一節經節, 就展開了勇士瑪吉的探索過程. I mean, 我要去探索. 因為瑪吉是約瑟的孫子,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應該已經不在了. 但是瑪吉的勇力, 很明顯的, 是他的後代所引以

為傲的, 因此. 出埃及以後, 瑪拿西的後代還是以稱為瑪吉的支派為榮. 

 
23 約瑟得見以法蓮第三代的子孫。瑪拿西的孫子、瑪吉的兒子也養在約瑟的

膝上。(創 50:23) 
23and saw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Ephraim's children. Also the children of Makir 
son of Manasseh were placed at birth on Joseph's knees. (Gen 50:23) 
 

所以這個經節就讓我們展開了一個探索之旅: 

 

I. 瑪吉是他的家族單傳的男丁/Makir is the only man of his family generation. 
28 按著家族，約瑟的兒子有瑪拿西、以法蓮。29 瑪拿西的眾子：屬瑪吉的，

有瑪吉族；瑪吉生基列；屬基列的，有基列族。30 基列的眾子：屬伊以謝

的，有伊以謝族；屬希勒的，有希勒族；31 屬亞斯烈的，有亞斯烈族；屬示

劍的，有示劍族；32 屬示米大的，有示米大族；屬希弗的，有希弗族；。33

希弗的兒子西羅非哈沒兒子，只有女兒。西羅非哈女兒的名字就是瑪拉、

挪阿、曷拉、密迦、得撒。34 這就是瑪拿西的各族；他們中間被數的，共有

五萬二千七百名。(民 26:28-34) 
28The descendants of Joseph by their clans through Manasseh and Ephraim 
were: 29The descendants of Manasseh: through Makir, the Makirite clan (Makir 
was the father of Gilead); through Gilead, the Gileadite clan. 30These were the 
descendants of Gilead: through Iezer, the Iezerite clan; through Helek, the 
Helekite clan; 31through Asriel, the Asrielite clan; through Shechem, the 
Shechemite clan; 32through Shemida, the Shemidaite clan; through Hepher, the 
Hepherite clan. 33(Zelophehad son of Hepher had no sons; he had only 
daughters, whose names were Mahlah, Noah, Hoglah, Milcah and Tirzah.) 
34These were the clans of Manasseh; those numbered were 52,700. (Num 
26: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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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拿西是約瑟頭生的, 雖然神祝福以法蓮為首. 從這一段聖經, 我們發現瑪拿西似乎只有一

個孩子, 那就是瑪吉. 然後, 瑪吉似乎也只生了一個孩子, 這個孩子叫做基列. 這兩代單傳. 到

了下一代, 基列生了六個男丁, 他們是伊以謝(Iezer), 希勒(Helek), 亞斯烈(Asriel), 示劍

(Shechem), 示米大(Shemida), 希弗(Hepher), 西羅非哈(Zelophehad). 

 
(1). 約瑟(Joseph) 

(2). 瑪拿西(Manasseh), 以法蓮 (Ephraim) 

(3). 瑪吉(Makir) 

(4). 基列(Gilead) 

(5). 伊以謝(Iezer), 希勒(Helek), 亞斯烈(Asriel), 示劍(Shechem), 示米大(Shemida), 希弗

(Hepher),  
(6). 西羅非哈(Zelophehad). 

(7). 西羅非哈沒有兒子, 但是生了五個女兒, 他們的名字是瑪拉(Mahlah), 挪阿(Noah), 曷拉

(Hoglah), 密迦(Milcah), 得撒(Tirzah). 

 
基列這個孩子也是一個單傳的男丁. 而且可能很早就死了, 所以瑪吉就在照顧他的第三代的

子孫上面, 盡了很大的力量.  他是一個精力過人的祖父. 歷代志上 7:14-16 對於瑪吉的記載

是不容易和民數記 reconcile 的一段經文.  若你們接受我對這段經文的解釋, 那麼我們看到

瑪吉是一個照顧他的孫子, 孫女很好的祖父. 

 

II. 瑪吉是照顧第三代的祖父/Makir takes good care of his third generation. 
14 瑪拿西的兒子亞斯列是他妾亞蘭人所生的，又生了基列之父瑪吉。15 瑪吉

娶的妻是戶品、書品的妹子，名叫瑪迦。瑪拿西的次子名叫西羅非哈；西

羅非哈但有幾個女兒。16 瑪吉的妻瑪迦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毗利施。毗利

施的兄弟名叫示利施；示利施的兒子是烏蘭和利金。(代上 7:14-16) 
14The descendants of Manasseh: Asriel was his descendant through his 
Aramean concubine. She gave birth to Makir the father of Gilead. 15Makir took 
a wife from among the Huppites and Shuppites. His sister's name was Maacah. 
Another descendant was named Zelophehad, who had only daughters. 
16Makir's wife Maacah gave birth to a son and named him Peresh. His brother 
was named Sheresh, and his sons were Ulam and Rakem. (1Chr 7:14‐16) 
14The sons of Manasseh: Asriel, whom his Aramean concubine bore; she bore 
Machir the father of Gilead. 15And Machir took a wife for Huppim and for 
Shuppim. The name of his sister was Maacah. And the name of the second was 
Zelophehad, and Zelophehad had daughters. 16And Maacah the wife of Machir 
bore a son, and she called his name Peresh; and the name of his brother was 
Sheresh; and his sons were Ulam and Rakem. (1Chr 7: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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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歷代志上 7:14-15 對於瑪吉的記載, 帶來相當大的混亂. 例如亞斯列在民數記 26:31 是瑪吉

的兒子基列的第 3 個兒子. 但是在歷代志上 7:14 說成是瑪吉所生的兒子. 但是若把 7:14 最

後的幾個字次序對調, 然後把 ybiîa] 改為 Wbiîa], 哪麼最後三個字就成為: d['(l.gI ybiîa] rykiÞm' 
 Wbiîa] rykiÞm' d['(l.gI 
則可以翻譯為 
 

‘Avg>l;yPi( hd"l'_y" rv<åa] laeÞyrIf.a; hV,ên:m. ynEåB.  WTT 1 Chronicles 7:14 

`d['(l.gI ybiîa] rykiÞm'-ta, hd"§l.y" hY"ëMir:a]h'( 
 

 
瑪拿西的眾仔們(兒子們/後代): 亞斯列, 他是亞蘭人的妾生給基列的, 他的父

親是瑪吉. 

 
接著, 歷代志上 7:15 也要用不同的翻譯 
 

~veÛw> ~yPiêvul.W ~yPiäxul. ‘hV'ai xq:Ül' rykiúm'W  WTT 1 Chronicles 7:15 

`tAn*B' dx'Þp.l'c.li hn"y<ïh.Tiw: dx'_p.l'c. ynIßVeh; ~veîw> hk'ê[]m; ‘Atxoa] 
 

瑪吉為戶品和書品取妻, 他(戶品和書品)的妹妹的名字是瑪迦. (基列的)第二

個孩子的名字叫做西羅非哈, 西羅非哈只有女兒. 

 
在這裡戶品和書品到底是誰, 我們也不知道. 有可能是基列六個孩子當中任何二個的別名. 
基列另外有一個女兒, 也就是戶品, 書品的妹妹, 名字叫做瑪迦. 接著提到基列另外一個孩子

的名字叫做西羅非哈. 
 
那麼, 這兩節聖經談的就是基列這一代的事情. 也許基列早離開世界, 所以瑪吉, 這個祖父就

很積極的參與孫子的娶親成家的事情. 這樣, 歷代志的記載就和民數記 26:28-34 吻合了. 
 
但是歷代志上 7:16 就不容易翻譯了. 因為在這裡, 瑪迦是被稱為瑪吉的太太. 我們若把它翻

譯為瑪吉的女人, 還是沒有辦法讓她成為瑪吉的孫女.  The end of my wits. . . 瑪迦把兩個孩

子命名為毗利施和示利施. 
 

ar"Ûq.Tiw: !Beê ‘rykim'-tv,ae( hk'Û[]m; dl,Te’w:  WTT 1 Chronicles 7:16 

`~q,r"(w" ~l'îWa wyn"ßb'W vr<v'_ wyxiÞa' ~veîw> vr<P,ê ‘Amv. 
 
 

瑪迦, 瑪吉的女人(孫女?)生了兒子, 取名叫毗利施, 毗利斯的兄弟叫示利施; 

示利施的兒子是烏蘭和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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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接下來和 7:17 就接得很好了: 
 

17 烏蘭的兒子是比但。這都是基列的子孫。基列是瑪吉的兒子，瑪吉是瑪拿

西的兒子。(代上 7:17) 
17The son of Ulam: Bedan. These were the sons of Gilead son of Makir, the son 
of Manasseh. (1Chr 7:17) 

 
 
若是許可把女人看為是瑪吉的孫女, 那麼, 和前面就很對應了. 瑪吉非常的照顧他的第三代, 
因此, 連孫女的婚事都是非常的在意, 非常的照顧. 
 
瑪吉這個勇敢的特質, 傳給了他的後代, 不只是下一代, 而是很後面的世代. 這是藉著愛與關

懷傳下去的. 若我對於歷代志上 7:14-16 這一段複雜, 在傳抄的過程很明顯的有了問題的經

文的對照解釋可以接受的話. 那麼, 非常可能的, 就是基列, 瑪吉的兒子, 因為某種原因沒有

辦法照顧自己的後代, 那麼, 瑪吉等於是隔代教養他的孩子們. 而且教導得相當出色. 讓他的

後代都成為勇敢, 有過人的膽識. 
 
瑪吉是勇士, 表現在瑪拿西支派的人愛他, 願意以他的名為他們的名, 而且在流便, 迦得, 瑪
拿西半支派在約但河東堅固城池的時候, 只有瑪拿西半支派去攻打迦南人. 
 
 
III. 在東岸的瑪拿西的後代, 勇於開疆闢地/1/2 tribe of Manasseh, East of 
Jordan, was brave to conquer the land. 
約但河東的土地, 摩西分給了流便, 迦得, 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為業. 我們看到流便, 迦得支

派的人忙著建立城牆, 圈好羊圈. 是ㄧ種防守的工程. 只有瑪拿西半支派的人(而且以瑪吉為

名)把當地殘餘的亞摩利人趕逐出去. 只有他們是勇敢的攻勢的行為. 
 

33 摩西將亞摩利王西宏的國和巴珊王噩的國，連那地和周圍的城邑，都給了

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並約瑟的兒子瑪拿西半個支派。34 迦得子孫建造底

本、亞他錄、亞羅珥、35 亞他錄朔反、雅謝、約比哈、36 伯寧拉、伯哈蘭，

都是堅固城。他們又壘羊圈。37 流便子孫建造希實本、以利亞利、基列亭、
38 尼波、巴力免、西比瑪（尼波、巴力免，名字是改了的），又給他們所建

造的城另起別名。39 瑪拿西的兒子瑪吉，他的子孫往基列去，佔了那地，趕

出那裡的亞摩利人。40 摩西將基列賜給瑪拿西的兒子瑪吉，他子孫就住在那

裡。41 瑪拿西的子孫睚珥去佔了基列的村莊，就稱這些村莊為哈倭特睚珥。
42 挪巴去佔了基納和基納的鄉村，就按自己的名稱基納為挪巴。(民 32:33-
42) 
33Then Moses gave to the Gadites, the Reubenites and the half‐tribe of 
Manasseh son of Joseph the kingdom of Sihon king of the Amorites and the 
kingdom of Og king of Bashan‐‐the whole land with its cities and the territory 
around them. 34The Gadites built up Dibon, Ataroth, Aroer, 35Atroth Shophan, 
Jazer, Jogbehah, 36Beth Nimrah and Beth Haran as fortified cities, and b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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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s for their flocks. 37And the Reubenites rebuilt Heshbon, Elealeh and 
Kiriathaim, 38as well as Nebo and Baal Meon (these names were changed) and 
Sibmah. They gave names to the cities they rebuilt. 39The descendants of Makir 
son of Manasseh went to Gilead, captured it and drove out the Amorites who 
were there. 40So Moses gave Gilead to the Makirites, the descendants of 
Manasseh, and they settled there. 41Jair, a descendant of Manasseh, captured 
their settlements and called them Havvoth Jair. 42And Nobah captured Kenath 
and its surrounding settlements and called it Nobah after himself. (Num 32:33‐
42) 

 

 
你可以看到土地的大小. 迦得, 流便得到的是摩西為他們打下來的, 但是瑪吉的後代, 卻往前

再次多得了頗為大的一片土地. 這是勇敢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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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我要離開 Irvine, 到 Lake Forest 來住,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多少的反對, 要求擠在 Irvine 這

個小小的 community 上面. 是神開路, 要不然我們今天還是在租房子度日. 
 
 
IV. 連女婿都是勇敢的人/Even the son-in-law is a brave man. 
民數記 32:33-42 最後提到了兩個人, 趕出了亞摩利人, 然後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所得到的

土地. 
 

41 瑪拿西的子孫睚珥去佔了基列的村莊，就稱這些村莊為哈倭特睚珥。42 挪

巴去佔了基納和基納的鄉村，就按自己的名稱基納為挪巴。(民 32:41-42) 
41Jair, a descendant of Manasseh, captured their settlements and called them 
Havvoth Jair. 42And Nobah captured Kenath and its surrounding settlements 
and called it Nobah after himself. (Num 32:41‐42) 

 
我沒有辦法找到挪巴的資料. 但是睚珥則是從猶大過來的女婿. 讓我們看到勇敢的人都與瑪

吉這宗族的人結婚到一起了. 
 

21(猶大的後代)希斯崙正六十歲娶了基列父親瑪吉的女兒，與他同房；瑪吉

的女兒生了西割；22 西割生睚珥。睚珥在基列地有二十三個城邑。(代上 
2:21-22) 
21Later, Hezron (the descendant of Judah) lay with the daughter of Makir the 

father of Gilead (he had married her when he was sixty years old), and she 
bore him Segub. 22Segub was the father of Jair, who controlled twenty‐three 
towns in Gilead. (1Chr 2:21‐22). 

 

所以我們知道睚珥的父系是猶大人, 母系是瑪拿西人, 特別是從瑪吉來的. 但是在申命記

3:14, 睚珥卻很榮耀的要稱自己是瑪拿西人. 所以我把睚珥稱為瑪拿西(瑪吉)支派的女婿. 
 

14 瑪拿西的子孫睚珥佔了亞珥歌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瑪迦人的交界，就按

自己的名稱這巴珊地為哈倭特睚珥，直到今日。(申 3:14) 
14Jair, a descendant of Manasseh, took the whole region of Argob as far as the 
border of the Geshurites and the Maacathites; it was named after him, so that 
to this day Bashan is called Havvoth Jair.) (Deut 3:14) 

 
哈倭特睚珥的意思就是 “睚珥搭帳篷的村莊/The Tent Villages of Jair”.  這是他在帳篷裡面

過夜的地方. 是放牧之地. 是他暫駐, 隔天早上還要繼續往外征戰的地方. 不是這麼快就要守

成(如流便, 迦得支派所做的) 的地方. 
 
後來, 在士師記 10:3-5 我們看到了他的後代還以睚珥的名字為榮. 後來的睚珥做了以色列

人的士師, 死的時候還葬在瑪拿西的土地上-基列地. 
 



10/13/2013, BOLGPC 勇士瑪吉 張玉明牧師, 7 

3 在他以後有基列人睚珥興起，作以色列的士師二十二年。4 他有三十個兒

子，騎著三十匹驢駒。他們有三十座城邑，叫作哈倭特睚珥，直到如今，

都是在基列地。5 睚珥死了，就葬在加們。(士 10:3‐5) 
3He was followed by Jair of Gilead, who led Israel twenty‐two years. 4He had 
thirty sons, who rode thirty donkeys. They controlled thirty towns in Gilead, 
which to this day are called Havvoth Jair. 5When Jair died, he was buried in 
Kamon. (Judg 10:3‐5) 

 
 
 
V. 五個女兒的過人的膽識/The Five Courageous Daughters 
瑪拿西支派似乎有一個問題, 就是常常有南丁不夠興旺的問題. 所以到了西羅非哈

(Zelophehad) 的時候, 他連生了五個女兒, 但是沒有男丁. 所以分地的時候, 西羅非哈就分不

到任何的土地了. 不是說女人不能分地, 乃是她的分地就是和她的先生一同得她的先生所得

到的產業. 
 
這個時候這五個女孩子就來到了約書亞的面前, 向約書亞要求分地. 這是她們要求分地的理

由: 
 

1 屬約瑟的兒子瑪拿西的各族，有瑪拿西的玄孫，瑪吉的曾孫，基列的孫

子，希弗的兒子西羅非哈的女兒，名叫瑪拉、挪阿、曷拉、密迦、得撒。

他們前來，2 站在會幕門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並眾首領與全會眾面

前，說：3 我們的父親死在曠野。他不與可拉同黨聚集攻擊耶和華，是在自

己罪中死的；他也沒有兒子。4 為甚麼因我們的父親沒有兒子就把他的名從

他族中除掉呢？求你們在我們父親的弟兄中分給我們產業。5 於是，摩西將

他們的案件呈到耶和華面前。(民 27:1-5) 
1The daughters of Zelophehad son of Hepher, the son of Gilead, the son of 
Makir, the son of Manasseh, belonged to the clans of Manasseh son of Joseph. 
The names of the daughters were Mahlah, Noah, Hoglah, Milcah and Tirzah. 
They approached 2the entrance to the Tent of Meeting and stood before Moses, 
Eleazar the priest, the leaders and the whole assembly, and said, 3"Our father 
died in the desert. He was not among Korah's followers, who banded together 
against the LORD, but he died for his own sin and left no sons. 4Why should our 
father's name disappear from his clan because he had no son? Give us property 
among our father's relatives." 5So Moses brought their case before the LORD 
(Num 27:1‐5) 

 
耶和華的答案是說, 她們所說的有理. 因此, 若人沒有兒子, 女兒就繼承產業, 若沒有兒子女

兒, 則歸於最近的親屬(民 27:11). 
 
過了一段時間, 瑪拿西支派的族長來到摩西面前, 繼續為女孩繼承產業這件事情向摩西陳情

(民 36:1-4). 大意是說, 他們不反對把產業給女兒, 只是若西羅非哈的女兒們嫁給了其他的

支派, 那麼他們所得的土地就歸到了其他的支派, 那麼, 瑪拿西支派的土地就變小了. 摩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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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說的也有理. 於是規定西羅非哈的女兒們只能嫁給同宗派的男子. 這些女兒們也都很尊

敬摩西的吩咐, 順服的嫁給了瑪拿西支派的男子. 
 
這五個女兒確實有過人的膽識, 瑪吉這個支派的人, 不但是男丁, 女婿, 甚至連女兒都不是膽

怯懦弱的人. 瑪吉, 這個人不但是一個勇士, 也是造就了一個勇士的家族. 
 
 
Conclusion 
(1). 瑪吉是一個勇士, 他一定是一個在戰場上不害怕. 當別人要趕快固守陣地, 採取守勢的

時候. 他是一個思想如何除掉的人的勇士. 
 
(2). 瑪吉的勇敢不但在於戰場上, 如果我對於歷代志上 7:14-16 的解釋正確的話. 他的勇敢

也彰顯在他敢於對後代多走一里路的愛. 若是基列的不到位讓這個祖父傾全力來幫助這個

家族, 那麼我們可以了解他為甚麼受後代的子孫那麼樣的尊重. 
 
(3). 這樣的勇氣, 不但使得後代以瑪吉這個名字為榮, 以挑戰困難為榮, 以成為這個家族的

一份子為榮, 而且影響到後代, 使他們, 不論是男丁, 是女兒都有過人的膽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