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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數次數 日期日期 課程綱要課程綱要

11 11月月22日日 「拉、尼」綜覽「拉、尼」綜覽

11月月99日日 講道停課講道停課

22 11月月1616日日 第一次被擄歸回第一次被擄歸回

11月月2323日日 聖樂主日領會停課聖樂主日領會停課

33 11月月3030日日 重建的意義與攔阻重建的意義與攔阻

22月月66日日 春節停課春節停課

44 22月月1313日日 聖殿的重建聖殿的重建

55 22月月2020日日 以斯拉的歸回與事奉以斯拉的歸回與事奉

66 22月月2727日日 以斯拉的社會革新以斯拉的社會革新

33月月66日日 講道停課講道停課

77 33月月1313日日 尼希米的歸回與事奉尼希米的歸回與事奉

88 33月月2020日日 聖城的重建聖城的重建

99 33月月2727日日 尼希米的進深改革尼希米的進深改革



●在最早的希伯來文抄本為一卷書。

●在最古老的七十士譯本（舊約希臘文譯

本）也是一卷書。

●最早將此卷書分為兩卷的作者為早期教父

俄利根（主後185-253年）。

●英國聖經譯者威克理夫（主後1382）稱以
 斯拉記為「以斯拉壹書」，尼希米記為

 「以斯拉貳書」。

●最早希伯來文聖經抄本分成兩卷書為主後
 1448年。



以斯拉記
亞撒利雅的縮寫

（耶和華幫助）



11、書要、書要

以斯拉記與尼希米以斯拉記與尼希米  
記主要論及那些被記主要論及那些被  
擄（餘民）歸回耶擄（餘民）歸回耶  
路撒冷的人。路撒冷的人。



11、書要、書要

以斯帖記是發生在第一以斯帖記是發生在第一  
次設巴薩（省長）、所次設巴薩（省長）、所  
羅巴伯（民間領袖）歸羅巴伯（民間領袖）歸  
回與第二次以斯拉歸回回與第二次以斯拉歸回  
間，留在巴比倫猶太人間，留在巴比倫猶太人  
的命運。的命運。



11、書要、書要

若要更有系統的明白此段歷若要更有系統的明白此段歷  
史，應配合閱讀史，應配合閱讀哈該書、撒迦哈該書、撒迦  
利亞書利亞書及及瑪拉基書瑪拉基書等等先知書，先知書，  
因為這幾位先知是神在猶太人因為這幾位先知是神在猶太人  
這段被擄時期這段被擄時期((及被擄歸回後及被擄歸回後)) 
特別為他的子民所預備的。特別為他的子民所預備的。



22、中心信息、中心信息

耶利米哀歌耶利米哀歌 3:313:31--3232
哀哀 3:313:31 因為主必不永遠丟因為主必不永遠丟
棄人。棄人。

哀哀 3:323:32 主雖使人憂愁，還主雖使人憂愁，還
要照他諸般的慈愛發憐憫。要照他諸般的慈愛發憐憫。



22、中心信息、中心信息

神的審判是必要神的審判是必要  
的，但神又是非的，但神又是非  
常的有恩典。常的有恩典。



33、以斯拉記結構、以斯拉記結構

(1)(1) 歸回歸回((所羅巴伯所羅巴伯)1)1--22章章
(2)(2) 重建聖殿重建聖殿  33--66章章
(3)  (3)  歸回歸回((以斯拉以斯拉)    7)    7--88章章
(4)  (4)  悔改悔改  99--1010章章
﹡﹡第九章為認罪禱告第九章為認罪禱告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1(1--1)1)被擄去巴比倫，以被擄去巴比倫，以  
後又被揀選的猶太人歸後又被揀選的猶太人歸  
回故土，是猶太人歷史回故土，是猶太人歷史  
中最重要的一個主題。中最重要的一個主題。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1(1--2)2)應驗了古列王出生應驗了古列王出生200200年年  
前，先知以賽亞的預言。以前，先知以賽亞的預言。以  
賽亞書賽亞書44:2844:28到到45:145:1--44及及  
45:1345:13。耶利米書。耶利米書2525：：1111--1212 
及及2929：：1010--1111。請注意以斯。請注意以斯  
拉記的拉記的1:11:1--33節經文。節經文。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44:2844:28
論古列說：他是我的牧人，論古列說：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令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令  
建造耶路撒冷，發命立穩聖建造耶路撒冷，發命立穩聖  
殿的根基。殿的根基。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45:145:1--44
賽賽 45:145:1--2  2  我─耶和華所膏的我─耶和華所膏的古列古列；；
我攙扶他的右手，使列國降伏在他我攙扶他的右手，使列國降伏在他
面前。我也要放鬆列王的腰帶，使面前。我也要放鬆列王的腰帶，使
城門在他面前敞開，不得關閉。我城門在他面前敞開，不得關閉。我
對他如此說：我必在你前面行，修對他如此說：我必在你前面行，修
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
鐵閂。鐵閂。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45:145:1--44
賽賽 45:345:3--4  4  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
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
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列的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列的
神。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神。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
列的緣故，我就提名召你；你雖不列的緣故，我就提名召你；你雖不
認識我，我也加給你名號。認識我，我也加給你名號。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45:1345:13
我憑公義興起古列，又要修直我憑公義興起古列，又要修直
他一切道路。他必建造我的他一切道路。他必建造我的
城，釋放我被擄的民；不是為城，釋放我被擄的民；不是為
工價，也不是為賞賜。這是萬工價，也不是為賞賜。這是萬
軍之耶和華說的。軍之耶和華說的。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耶利米書耶利米書2525：：1111--1212
這全地必然荒涼，令人驚駭。這這全地必然荒涼，令人驚駭。這
些國民要服事巴比倫王七十年。些國民要服事巴比倫王七十年。
七十年滿了以後，我必刑罰巴比七十年滿了以後，我必刑罰巴比
倫王和那國民，並迦勒底人之倫王和那國民，並迦勒底人之
地，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荒地，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荒
涼。這是耶和華說的。涼。這是耶和華說的。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耶利米書耶利米書2929：：1010--1111
「耶和華如此說：為巴比倫所定的「耶和華如此說：為巴比倫所定的
七十年滿了以後，我要眷顧你們，七十年滿了以後，我要眷顧你們，
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
此地。耶和華說：我知道我向你們此地。耶和華說：我知道我向你們
所懷的意念是賜平安的意念，不是所懷的意念是賜平安的意念，不是
降災禍的意念，要叫你們末後有指降災禍的意念，要叫你們末後有指
望望。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以斯拉記以斯拉記 1:11:1--33
波斯王古列元年，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利米波斯王古列元年，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利米
口所說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列的心，使他口所說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列的心，使他
下詔通告全國說：「波斯王古列如此說：下詔通告全國說：「波斯王古列如此說：
『『耶和華天上的神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耶和華天上的神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
囑咐我在猶大的耶路撒冷為他建造殿宇。在囑咐我在猶大的耶路撒冷為他建造殿宇。在
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路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路
撒冷，在耶路撒冷重建耶和華撒冷，在耶路撒冷重建耶和華──以色列神的以色列神的
殿（只有他是神）。願神與這人同在。殿（只有他是神）。願神與這人同在。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2)(2)第二章詳細記載歸回者的名第二章詳細記載歸回者的名  
單。他們被分為以下幾類：單。他們被分為以下幾類：  ----後裔後裔  2:12:1--3535 
----祭司祭司  2:362:36--3939 
----利未人利未人2:402:40--5454((唱歌唱歌,,守門守門,,尼提寧尼提寧)) 
----其他其他  2:552:55--6363((所羅門僕人的後裔所羅門僕人的後裔)) 

(也包括族譜不明及查不到族譜的祭司)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2)(2)歸回者總數記載在歸回者總數記載在2:642:64--6565節，節，  
約有約有55萬人萬人(49,897(49,897人人))。這些所謂。這些所謂  
的的『『餘民餘民』』在整個離鄉背井的人在整個離鄉背井的人  
數上來說是少的，多數猶太人不數上來說是少的，多數猶太人不  
願意離開他們從小長大的巴比願意離開他們從小長大的巴比  
倫。所羅巴伯開始重建聖殿時期倫。所羅巴伯開始重建聖殿時期  
大約在主前大約在主前536536年。年。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以斯拉記以斯拉記 2:642:64--6565
拉拉 2:64  2:64  會眾共有四萬二千三會眾共有四萬二千三
百六十名。百六十名。

拉拉 2:65  2:65  此外，還有他們的僕此外，還有他們的僕
婢七千三百三十七名，又有歌婢七千三百三十七名，又有歌
唱的男女二百名。唱的男女二百名。



44、被擄（餘民）歸回、被擄（餘民）歸回

(3) 80(3) 80年後，約主前年後，約主前458458年，年，  
以斯拉又率領下一批被擄以斯拉又率領下一批被擄  
之猶太人第二次歸回。這之猶太人第二次歸回。這  
次的歸回約有次的歸回約有2,0002,000人人(8:2(8:2-- 
2020只統計男丁人數只統計男丁人數))，其中，其中  
包括了尼提寧人包括了尼提寧人  (8:20)(8:20)。。



55、以斯拉記兩個回歸時期的比較、以斯拉記兩個回歸時期的比較

所羅巴伯歸回時期所羅巴伯歸回時期

主前主前538538年年
以斯拉歸回時期以斯拉歸回時期

主前主前458458年年
古列的諭旨古列的諭旨

1:11:1--44
亞達薛西一世諭旨亞達薛西一世諭旨  7:1,117:1,11--2626

所羅巴伯的帶領所羅巴伯的帶領  2:22:2
以斯拉的帶領以斯拉的帶領

7:17:1--1010
歸回之人及數目歸回之人及數目

 2:32:3--6565
歸回之族群及數目歸回之族群及數目

 8:18:1--2020



5、以斯拉記兩個回歸時期的比較

所羅巴伯歸回時期所羅巴伯歸回時期 以斯拉歸回時期以斯拉歸回時期

獻殿的器皿及禮物獻殿的器皿及禮物

1:61:6--1111；；2:682:68--7070
獻殿的器皿及禮物獻殿的器皿及禮物

7:157:15--2222；；8:248:24--3535

聚集耶路撒冷聚集耶路撒冷

3:1 3:1 
聚集耶路撒冷聚集耶路撒冷

8:328:32



5、以斯拉記兩個回歸時期的比較

所羅巴伯歸回時期所羅巴伯歸回時期 以斯拉歸回時期以斯拉歸回時期

先知勸勉：先知勸勉：

哈該、撒迦利亞哈該、撒迦利亞

5:15:1--6:146:14

先知認罪及改革：先知認罪及改革：

以斯拉以斯拉

9:19:1--1515
主要結果主要結果::重建聖殿重建聖殿

 6:156:15--2222
主要結果主要結果::離絕外邦人離絕外邦人

 10:110:1--4444



6、兩個領導
「所羅巴伯」意思是「所羅巴伯」意思是『『從巴比倫從巴比倫  
下來下來』』，名符其實的他的確出，名符其實的他的確出  
生在巴比倫。他到耶路撒冷，生在巴比倫。他到耶路撒冷，  
無疑是空前的創舉，因為他重無疑是空前的創舉，因為他重  
未見過這應許之地。馬太福音未見過這應許之地。馬太福音  1:121:12--1717中記載著他的家譜一直中記載著他的家譜一直  
到耶穌基督，君王的家譜。到耶穌基督，君王的家譜。



6、兩個領導
馬太福音馬太福音 1:121:12--1313
太太 1:12  1:12  遷到巴比倫以後，耶哥尼遷到巴比倫以後，耶哥尼
雅生撒拉鐵；撒拉鐵生所羅巴伯；雅生撒拉鐵；撒拉鐵生所羅巴伯；

太太 1:13  1:13  所羅巴伯生亞比玉；亞比所羅巴伯生亞比玉；亞比
玉生以利亞敬；以利亞敬生亞所；玉生以利亞敬；以利亞敬生亞所；



6、兩個領導

以斯拉在猶太歷史中以斯拉在猶太歷史中  
是個偉大的人物。在是個偉大的人物。在  
猶太人紀念偉人的傳猶太人紀念偉人的傳  
統中有特別紀念他的統中有特別紀念他的  
日子。日子。



6、兩個領導

以斯拉被推崇為以斯拉被推崇為『『大大  
會堂會堂』』的建立者，這的建立者，這  
是一群猶太文士將是一群猶太文士將  
『『上帝的話上帝的話』』宣佈為宣佈為  
律法典章的地方。律法典章的地方。



6、兩個領導

以斯拉是以色列大祭司以斯拉是以色列大祭司  
亞倫的後裔亞倫的後裔(7:1(7:1--5)5)。。  
他也是文士，通達他也是文士，通達

摩西律法書摩西律法書(7:6)(7:6)。。



6、兩個領導
拉拉7:17:1--66
拉拉  7:1  7:1  這事以後，波斯王亞達薛西這事以後，波斯王亞達薛西  年間，有個以斯拉，他是西萊雅的年間，有個以斯拉，他是西萊雅的  兒子，西萊雅是亞撒利雅的兒子，兒子，西萊雅是亞撒利雅的兒子，  亞撒利雅是希勒家的兒子，亞撒利雅是希勒家的兒子，

拉拉 7:2  7:2  希勒家是沙龍的兒子，沙希勒家是沙龍的兒子，沙
龍是撒督的兒子，撒督是亞希突的龍是撒督的兒子，撒督是亞希突的
兒子，兒子，



6、兩個領導
拉拉 7:3  7:3  亞希突是亞瑪利雅的兒子，亞瑪亞希突是亞瑪利雅的兒子，亞瑪
利雅是亞撒利雅的兒子，亞撒利雅是米利雅是亞撒利雅的兒子，亞撒利雅是米
拉約的兒子，拉約的兒子，

拉拉 7:4  7:4  米拉約是西拉希雅的兒子，西拉米拉約是西拉希雅的兒子，西拉
希雅是烏西的兒子，烏西是布基的兒希雅是烏西的兒子，烏西是布基的兒
子，子，

拉拉 7:5  7:5  布基是亞比書的兒子，亞比書是布基是亞比書的兒子，亞比書是
非尼哈的兒子，非尼哈是以利亞撒的兒非尼哈的兒子，非尼哈是以利亞撒的兒
子，以利亞撒是大祭司亞倫的兒子。子，以利亞撒是大祭司亞倫的兒子。



6、兩個領導
他也是文士，通達摩西的律法書他也是文士，通達摩西的律法書

拉拉 7:6  7:6  這以斯拉從巴比倫上這以斯拉從巴比倫上
來，他是敏捷的文士，通達耶來，他是敏捷的文士，通達耶
和華和華──以色列神所賜摩西的律以色列神所賜摩西的律
法書。王允准他一切所求的，法書。王允准他一切所求的，

是因耶和華─他是因耶和華─他 神的手幫助神的手幫助
他。他。



7、從前的十個支派呢?
只有猶大和便雅憫兩個支派重回只有猶大和便雅憫兩個支派重回  
耶路撒冷嗎耶路撒冷嗎?? 
以斯拉記有幾處有趣的經文以斯拉記有幾處有趣的經文::

(1)(1)以斯拉記以斯拉記1:31:3--55中指明中指明『『所有作他所有作他  
子民的子民的』』，猶大和便雅憫支派的，猶大和便雅憫支派的  
領袖無疑的以領袖無疑的以『『神激動他心的神激動他心的  
人人』』方式為先鋒。方式為先鋒。



7、從前的十個支派呢?
以斯拉記以斯拉記1:31:3--55
拉拉 1:3  1:3  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
的耶路撒冷，在耶路撒冷重建耶和華的耶路撒冷，在耶路撒冷重建耶和華──以色列以色列
神的殿（只有他是神的殿（只有他是 神）。願神）。願 神與這人同在。神與這人同在。

拉拉 1:4  1:4  凡剩下的人，無論寄居何處，那地的人凡剩下的人，無論寄居何處，那地的人
要用金銀、財物、牲畜幫助他，另外也要為耶路要用金銀、財物、牲畜幫助他，另外也要為耶路
撒冷撒冷 神的殿甘心獻上禮物。神的殿甘心獻上禮物。』』」」

拉拉 1:5  1:5  於是，猶大和便雅憫的族長、祭司、利於是，猶大和便雅憫的族長、祭司、利
未人，就是一切被未人，就是一切被 神激動他心的人，都起來要神激動他心的人，都起來要
上耶路撒冷去建造耶和華的殿。上耶路撒冷去建造耶和華的殿。



7、從前的十個支派呢?
(2)(2)第第2:702:70節，紀錄被擄歸節，紀錄被擄歸  
回之人不只重回耶路撒回之人不只重回耶路撒  
冷，冷，『『於是祭司、利未人、於是祭司、利未人、  
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門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門  
的、尼提寧，並以色列眾人，的、尼提寧，並以色列眾人，  
各住在自己的城裏。各住在自己的城裏。 』』



7、從前的十個支派呢?
(3)(3)第第6:176:17節，節，『『照以色列照以色列  
支派的數目，獻公山羊支派的數目，獻公山羊  
十二隻十二隻』』。。

(4)(4)第第8:298:29節，節，『『以色列的以色列的  
各族長各族長』』。。



7、從前的十個支派呢?
(5)(5)我們應該還記得亞述帝我們應該還記得亞述帝  
國國((當初俘擄了十個支派當初俘擄了十個支派)) 
已經被巴比倫帝國打敗，已經被巴比倫帝國打敗，  
之後又成為波斯古列王統之後又成為波斯古列王統  
轄領域的一部分。轄領域的一部分。



8、主旨喻意延伸

(1)(1)被擄歸回被擄歸回  ---- 第第11、、  22章章  ---- 重建重建  
與耶穌基督的關係與耶穌基督的關係  (2)(2)重新獻祭重新獻祭  ---- 3:13:1--6 6 ---- 恢復敬拜恢復敬拜  (3)(3)重建聖殿重建聖殿  ---- 3:83:8--13 13 ---- 我們每我們每  
日更新的奉獻行為及證據日更新的奉獻行為及證據  (4)(4)『『敵人敵人』』阻撓阻撓  ---- 第第44章章  ---- 信心信心  
遭受試煉遭受試煉



8、主旨喻意延伸

(5)(5)先知勸誡先知勸誡  ---- 5:15:1--66，，6:14 6:14 ----
知道並傳揚神的話語知道並傳揚神的話語  (6)(6)新聖殿完工新聖殿完工  ---- 6:156:15--22 22 ---- 信信
心終究獲勝心終究獲勝  (7)(7)以斯拉的預備、改革及教導以斯拉的預備、改革及教導

---- 7:10 7:10 ---- 我們也應當如此我們也應當如此



8、主旨喻意延伸

(8)(8)以斯拉倚靠神，以斯拉倚靠神，8:21 8:21 ---- 『『求真求真  
理的道路理的道路』』  ---- 我們也當如此我們也當如此

(9)(9)沒有妥協，沒有妥協，9:5 9:5 ---- 『『向耶和華我向耶和華我  
的的 神舉手神舉手』』  ---- 以禱告代替大聲以禱告代替大聲  
吶喊央求吶喊央求

(10)(10)認罪並與罪隔離，認罪並與罪隔離，10:1110:11--44 44 ---- 
我們當確實如此行我們當確實如此行



8、主旨喻意延伸
(1)(1)被擄歸回被擄歸回

 
---- 重建與耶穌基督的關係重建與耶穌基督的關係

 (2)(2)重新獻祭重新獻祭
 

---- 恢復敬拜恢復敬拜
 (3)(3)重建聖殿重建聖殿

 
---- 每日更新的奉獻行為及證據每日更新的奉獻行為及證據

 (4)(4)『『敵人敵人』』阻撓阻撓
 

---- 信心遭受試煉信心遭受試煉
 (5)(5)先知勸誡先知勸誡

 
---- 知道並傳揚神的話語知道並傳揚神的話語

 (6)(6)新聖殿完工新聖殿完工
 

---- 信心終究獲勝信心終究獲勝
 (7)(7)以斯拉的預備、改革及教導以斯拉的預備、改革及教導
 

---- 我們也應當如此我們也應當如此
 (8)(8)以斯拉倚靠神以斯拉倚靠神---- 『『求真理的道路求真理的道路』』

 
---- 我們也當如此我們也當如此

(9)(9)沒有妥協沒有妥協---- 『『向耶和華我的向耶和華我的 神舉手神舉手』』
 

---- 以禱告代以禱告代
 替大聲吶喊央求替大聲吶喊央求

(10)(10)認罪並與罪隔離認罪並與罪隔離---- 我們當確實如此行我們當確實如此行



尼希米記

（耶和華安慰）



1、書要

(1)(1)聖經記載了尼希米這聖經記載了尼希米這  
樣一位傑出的樣一位傑出的屬靈領屬靈領  
導導人物，人物，忠心並完全忠心並完全  
的倚靠神，是我們的的倚靠神，是我們的  
榜樣。榜樣。



1、書要

(2)(2)尼希米是本書的主角。尼希米是本書的主角。  
此書約成於主前此書約成於主前430430年年  
左右，在「亞達薛西三左右，在「亞達薛西三  
十二年」十二年」  (13:6)(13:6)以後以後 。。



2、主題與大綱

尼希米最重要的事蹟是重建耶路尼希米最重要的事蹟是重建耶路  
撒冷的城垣。這是一本談論重建撒冷的城垣。這是一本談論重建  
的書。的書。



2、主題與大綱

歸回（尼希米）歸回（尼希米）11--22章章
重建城垣重建城垣  33--77章章
改革更新改革更新  88--1010章章
悔改悔改  1111--1313章章
﹡﹡第九章為認罪禱告第九章為認罪禱告



2、主題與大綱
●● 尼希米歸回耶城尼希米歸回耶城  ---- 1:11:1--2:202:20
●● 尼希米建造城垣尼希米建造城垣  ---- 3:13:1--7:737:73

包括重建城牆者的名錄、反對包括重建城牆者的名錄、反對  
勢力的出現以及處理社會經濟勢力的出現以及處理社會經濟  
等問題。等問題。



2、主題與大綱

改革更新改革更新  ---- 第第88--1010章章
●● 歸回律法書，重新立約歸回律法書，重新立約---- 第第88--1010章章

悔悔  改改  ---- 第第1111--1313章章
●● 奉獻城牆禮奉獻城牆禮  ---- 第第1111--1212章章
●● 改革改革  ---- 第第1313章章



33、中心信息、中心信息

林前林前16:916:9『『因為有寬大又有因為有寬大又有  
功效的門，為我開了，並且功效的門，為我開了，並且  
反對的人也多。反對的人也多。』』

沒有反對的人就沒有機會；沒有反對的人就沒有機會；  
沒有仇敵攔阻我們進入，就沒有仇敵攔阻我們進入，就  
沒有開的門在我們前面。沒有開的門在我們前面。



4、歸回--第1-2章
(1)(1)尼希米歸回耶城尼希米歸回耶城  ---- 1:11:1--2:202:20
尼希米顯然是猶大支派尼希米顯然是猶大支派  ---- 2:32:3
尼希米在被擄之人中興起成尼希米在被擄之人中興起成  
為波斯宮廷中的高位。他是為波斯宮廷中的高位。他是  
王的酒政王的酒政(1:11)(1:11)，一個位高，一個位高  
權重者。權重者。



4、歸回--第1-2章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111:11
「「主啊，求你側耳聽你僕人主啊，求你側耳聽你僕人
的祈禱，和喜愛敬畏你名眾的祈禱，和喜愛敬畏你名眾
僕人的祈禱，使你僕人現今僕人的祈禱，使你僕人現今
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
是作王酒政的。是作王酒政的。



4、歸回--第1-2章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2:32:3
我對王說：「願王萬歲！我對王說：「願王萬歲！
我列祖墳墓所在的那城荒我列祖墳墓所在的那城荒
涼，城門被火焚燒，我豈涼，城門被火焚燒，我豈
能面無愁容嗎？」能面無愁容嗎？」



4、歸回--第1-2章
(1)(1)尼希米作王酒政尼希米作王酒政  ---- 1:11:1--2:102:10
尼希米顯然是猶大支派尼希米顯然是猶大支派  ---- 2:32:3
尼希米的弟兄告訴他猶大省和尼希米的弟兄告訴他猶大省和  
耶路撒冷的情況。被毀，也如耶路撒冷的情況。被毀，也如  
同同140140年前他們被巴比倫人打年前他們被巴比倫人打  
敗的情景。城垣和城門是城市敗的情景。城垣和城門是城市  
唯一的防禦。唯一的防禦。



4、歸回--第1-2章
(1)(1)尼希米作王酒政尼希米作王酒政  ---- 1:11:1--2:102:10
尼希米顯然是猶大支派尼希米顯然是猶大支派  ---- 2:32:3
尼希米禁食禱告尼希米禁食禱告(1:4(1:4--11)11)並決意冒並決意冒  險。他面帶愁容約有四個月險。他面帶愁容約有四個月((比較比較  1:11:1及及2:1)2:1)以至亞達薛西王問他心中以至亞達薛西王問他心中  有何愁煩。他的回答得到王的應允有何愁煩。他的回答得到王的應允  並賜下詔書使他能做神交給他的並賜下詔書使他能做神交給他的  事。事。



4、歸回--第1-2章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11:1
哈迦利亞的兒子尼希米的言語如下：哈迦利亞的兒子尼希米的言語如下：
亞達薛西王二十年基斯流月，我在書亞達薛西王二十年基斯流月，我在書

珊城的宮中。（珊城的宮中。（主前主前446446年年1111--1212月月））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2:12:1
亞達薛西王二十年尼散月，在王面前亞達薛西王二十年尼散月，在王面前
擺酒，我拿起酒來奉給王。我素來在擺酒，我拿起酒來奉給王。我素來在

王面前沒有愁容。王面前沒有愁容。((主前主前445445年年33--44月月))



5、重建城垣--第3-7章
尼希米暗中視察評估城垣，並勸民尼希米暗中視察評估城垣，並勸民  
重建重建  ---- 2:112:11--2020。他有計畫的將各。他有計畫的將各  
城門及各段城垣分派給百姓同時迅城門及各段城垣分派給百姓同時迅  
速重修。雖然在一些反對聲中，他速重修。雖然在一些反對聲中，他  
們仍在七週內們仍在七週內(6:15)(6:15)就完成城垣及就完成城垣及  
城牆的重建城牆的重建(7:1)(7:1)。。



5、重建城垣--第3-7章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6:156:15「以祿月二十五日「以祿月二十五日
((主前主前445445年年1010月月22日日) ) ，城牆修完，城牆修完
了，共修了五十二天。」了，共修了五十二天。」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7:17:1「城牆修完，我安「城牆修完，我安
了門扇，守門的、歌唱的，和利了門扇，守門的、歌唱的，和利
未人都已派定。」未人都已派定。」



5、重建城垣--第3-7章

一切都在波斯王一切都在波斯王  
下令的六個月內下令的六個月內  
完成。完成。



5、重建城垣--第3-7章
我們讀尼希米記應該將實際我們讀尼希米記應該將實際  
的組織與屬靈大能的領導結的組織與屬靈大能的領導結  
合。合。

阻礙及攻擊很多，但是尼希阻礙及攻擊很多，但是尼希  
米仍然倚靠神克服了一切。米仍然倚靠神克服了一切。



5、重建城垣--第3-7章

尼尼4:94:9 ---- 『『我們禱告我我們禱告我  
們的神，又因他們的緣們的神，又因他們的緣  
故就派人看守，晝夜防故就派人看守，晝夜防  
備備』』。。



5、重建城垣--第3-7章
外部的反對有三外部的反對有三::
譏笑譏笑  ---- 4:14:1--6(6(參巴拉、多比雅參巴拉、多比雅))
攻擊攻擊  ---- 4:74:7--23 (23 (特別是特別是9&179&17節節))
奸計奸計  ---- 6:16:1--19 (119 (1--44要求見面要求見面  ; ; 

55--99恐嚇恐嚇  ; 10; 10--14 14 計謀計謀))



5、重建城垣--第3-7章
內部的反對有三內部的反對有三::
洩氣洩氣  ---- 4:104:10
害怕害怕  ---- 4:114:11--14 (14 (特別是特別是1414節節))
貪心貪心  ---- 5:15:1--13(13(有欠債、取利有欠債、取利))



5、重建城垣--第3-7章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4:144:14
我察看了，就起來對貴冑、官我察看了，就起來對貴冑、官
長，和其餘的人說：「不要怕他長，和其餘的人說：「不要怕他
們！當記念主是大而可畏的。你們！當記念主是大而可畏的。你
們要為弟兄、兒女、妻子、家產們要為弟兄、兒女、妻子、家產
爭戰。」爭戰。」



5、重建城垣--第3-7章

(1)(1)防禦及戶口普查防禦及戶口普查  ---- 第第77章章

尼希米是省長，他派他尼希米是省長，他派他  
的弟兄和營樓的宰官守的弟兄和營樓的宰官守  
門扇。並進行人口普門扇。並進行人口普  
查。查。



5、重建城垣--第3-7章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7:657:65
省長對他們說：「不可吃省長對他們說：「不可吃
至聖的物，直到有用烏陵至聖的物，直到有用烏陵
和土明決疑的祭司興起和土明決疑的祭司興起
來。」來。」((處理身份不明的處理身份不明的
祭司祭司))



6、改革更新8-10章
(1)(1)歸回律法書，重新立約歸回律法書，重新立約

 
---- 第第88--1010章章

百姓主動要求以斯拉宣讀律法書百姓主動要求以斯拉宣讀律法書  (8:1)(8:1)。上帝的律法和住棚節的意義。上帝的律法和住棚節的意義  
就再度被傳揚，百姓也禁食認罪離就再度被傳揚，百姓也禁食認罪離  
絕外邦人絕外邦人  ((第第99章章))。他們按照經上。他們按照經上  
記載奉獻土產、出熟的果子到聖殿記載奉獻土產、出熟的果子到聖殿  
以及十一奉獻之約以及十一奉獻之約  ((第第1010章章))。。



6、改革更新8-10章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8:18:1
到了七月，以色列人住在自己的到了七月，以色列人住在自己的
城裏。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城裏。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
在水門前的寬闊處，請文士以斯在水門前的寬闊處，請文士以斯
拉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色列人拉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色列人
的律法書帶來。的律法書帶來。



7、悔改11-13章
(1)(1)奉獻城牆禮奉獻城牆禮

 
---- 第第1111--1212章章

因有許多人住在耶路撒冷因有許多人住在耶路撒冷  
外的城邑，他請百姓摯外的城邑，他請百姓摯  
籤，每十人中有一人要住籤，每十人中有一人要住  
進耶路撒冷進耶路撒冷  ---- 第第1111章章



7、悔改11-13章

開始戶口普查，開始戶口普查，『『甘心樂意甘心樂意  
住在耶路撒冷的，百姓都為他住在耶路撒冷的，百姓都為他  
們祝福們祝福』』。為城垣建成鼓瑟彈。為城垣建成鼓瑟彈  
琴，歡歡喜喜行告成之禮琴，歡歡喜喜行告成之禮  (12:27(12:27--47)47)，有歌唱的人、利，有歌唱的人、利  
未人的歡聲及眾人的稱謝。未人的歡聲及眾人的稱謝。



7、悔改11-13章
(2)(2)悔改悔改  ----第第1313章章

在在1313章中，我們可以看章中，我們可以看  
見尼希米對神無比的熱見尼希米對神無比的熱  
忱在他令人感動幽默的忱在他令人感動幽默的  
行動中表露無遺。行動中表露無遺。



7、悔改11-13章
在在1313章中，我們看見尼希米再次返回章中，我們看見尼希米再次返回

 
耶路撒冷時，惱怒地把多比雅的一切耶路撒冷時，惱怒地把多比雅的一切

 
家具丟出屋外家具丟出屋外(13:8)(13:8)，又叫那些娶了外，又叫那些娶了外

 
邦女子的人拔下頭髮起誓邦女子的人拔下頭髮起誓(13:25)(13:25)，還，還

 
把成為參巴拉女婿的大祭司後裔趕出把成為參巴拉女婿的大祭司後裔趕出

 
去去(13:28)(13:28)。過程中他始終一直向神禱。過程中他始終一直向神禱

 
告告(13:14(13:14、、2222、、29)29)。。



7、悔改11-13章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3:813:8

我甚惱怒，就把多比雅的一切家具從屋裏都我甚惱怒，就把多比雅的一切家具從屋裏都
拋出去，拋出去，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3:2513:25
我就斥責他們，咒詛他們，打了他們幾個我就斥責他們，咒詛他們，打了他們幾個
人，拔下他們的頭髮，叫他們指著人，拔下他們的頭髮，叫他們指著 神起神起
誓，必不將自己的女兒嫁給外邦人的兒子，誓，必不將自己的女兒嫁給外邦人的兒子，
也不為自己和兒子娶他們的女兒。也不為自己和兒子娶他們的女兒。



7、悔改11-13章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3:2813:28
大祭司以利亞實的孫子、大祭司以利亞實的孫子、
耶何耶大的一個兒子是和倫耶何耶大的一個兒子是和倫
人參巴拉的女婿，我就從我人參巴拉的女婿，我就從我
這裏把他趕出去。這裏把他趕出去。



7、悔改11-13章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3:1413:14

我的神啊，求你因這事記念我，不要塗抹我為神的殿與我的神啊，求你因這事記念我，不要塗抹我為神的殿與
其中的禮節所行的善。其中的禮節所行的善。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3:2213:22
我吩咐利未人潔淨自己，來守城門，使安息日為聖。我我吩咐利未人潔淨自己，來守城門，使安息日為聖。我
的神啊，求你因這事記念我，照你的大慈愛憐恤我。的神啊，求你因這事記念我，照你的大慈愛憐恤我。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3:2913:29
我的神啊，求你記念他們的罪；因為他們玷污了祭司的我的神啊，求你記念他們的罪；因為他們玷污了祭司的
職任，違背你與祭司利未人所立的約。職任，違背你與祭司利未人所立的約。



屬 靈 重 點

神的百姓要不斷從世界出來

神的百姓顯出合一、和睦、合作的恩典

神的百姓要分別為聖與罪隔絕

神的百姓看重敬拜的生活

神的百姓看重神的話語

神的百姓與僕人要成為禱告的人

神的百姓要看到大能的手幫助我們



本課結束  
謝謝專注聆聽  
下週因講道  
停課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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