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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課程重點

• 一、拉尼兩卷書的官式資料。

• 二、所羅巴伯帶領聖殿重建。

• 三、文士以斯拉的身份使命。

• 四、文士以斯拉的憂傷祈禱。

• 五、以斯拉屬靈領袖的特質。



壹、拉尼兩卷書中

的官式資料



兩卷書中的資料大致分  
為兩類  
一、名錄、清單  
二、函件、文書記錄



一、名錄、清單  
1.名錄包括  
族譜  
重建事工參與人員。  
2. 清單包括  
攜回金銀貴重器皿的種類  
與數量。



名錄  
1. 所羅巴伯被擄歸回者名  

錄(拉二、尼七)  
2. 以斯拉族譜(拉七1-5)  
3. 以斯拉歸回者名錄(拉八  

1-14)  
4. 犯雜婚罪者（拉十18-43）



5. 參與重建城牆者名錄(尼三)  
6. 絕離外邦配偶立約簽名者  

(尼十1-27)  
7. 居耶路撒冷及鄰近城邑者名  

單 (尼十一3-36)  
8. 第一次歸回祭司與利未人名  

單(尼十二1-26)  
9. 獻城禮兩大隊人員（尼十二）



清單清單

• 聖殿的金銀器皿清單。（拉一）

• 為神的殿甘心獻上禮物的清單（拉
 

二）

• 以斯拉攜回的金銀財物清單（拉
 

八）

• 尼希米建城時族長所奉獻金銀、祭
 

司禮服清單（尼七70-73）



二、 函件、文書記錄
全在以斯拉記，除第一章  
古列王昭書以外，均為亞  
蘭文撰寫。
1. 古列王昭書(一11-16)
2. 利宏上告猶太人之文書

(四11-16)



3. 亞達薛西王的諭覆文件
(四17-22)

4. 達乃上奏之文書(五7-17)
5. 先王古列詔書的備忘錄

(六2-5)
6. 大利烏王降旨回覆達乃之

文書(六6-22)
7. 亞達薛西王授權以斯拉之

詔書(七12-26)



貳、所羅巴伯

聖殿的重建



一、聖殿的屬靈意義  
1. 聖殿與會幕都代表以色列人的敬拜中

 心。
 2. 聖殿是以色列十二支派的聯盟中心。

 3. 聖殿象徵神在祂百姓中間的居所。
 4. 神的榮光住在至聖所，約櫃上的施恩

 座內。
 5. 聖殿也是耶穌基督的預表。（來九）



二、所羅門聖殿的建造  
1. 建於所羅門在位第四年(主前966

 年)，七年後完工。(王上六1, 38)
 

2. 完全按照神的啟示建造(王上六2)
 

3. 聖殿長90呎(約27.5公尺)，寬30呎
 (約9公尺)，高45呎(約13.7公尺)。



三、所羅門聖殿的滄桑  
1. 所羅門死後五年，埃及示撒擄掠

 許多殿中的寶物(王上十四25-28)
 2. 北國以色列約阿施打敗南國猶大
 亞瑪謝，將聖殿洗劫一空（王下
 十四8-14）



3. 猶大希西家王修建聖殿，但因為
 向巴比倫人炫耀聖殿珍寶，導致
 尼布甲尼撒將聖殿寶物擄走。(代
 下二十四7)

 4. 尼布甲尼撒最終消滅猶大國，毀
 滅聖殿聖城，擄走剩下的寶物，
 所羅門聖殿完全被毀。(王下二十
 五)



四、歸回後聖殿重建  
古列元年所羅巴伯率領49,857人返

 回耶路撒冷，為要重建聖殿。但
 因為工程遭遇攔阻，延宕約十五
 、六年。



（一）聖殿重建工作安排  （拉3:7-9）



1. 材料與工作人員
 

（1）銀子----石匠、木匠
 用錢請石匠和木匠工作

 
（2）糧食,酒,油----西頓、推羅人

 黎巴嫩山上產香柏木（cedar），砍
 伐後藉由海運運至以色列約帕港。



2. 參與人員
 （1）興工建造：所羅巴伯、耶書亞、

 祭司、利未人、所有弟兄。
 

（2）利未人20歲以外的派為督工
 律法規定利未人30或25歲，開始參與

 會幕及聖殿的服事。這裡可能因為利
 未人數過少，所以將服事年齡降為20
 歲。總共有三班人，耶書亞的子孫、
 甲篾的子孫、西拿達的子孫。



（二）聖殿重建立根基  
（拉3:10-13）



1. 祭司：穿禮服吹號
 

2. 利未人亞薩詩班：敲鈸、讚美神
 (1)彼此唱和：啟應與合唱的方式

 (2)讚美稱謝：祂本為善，祂向以色
 列人永發慈愛。

 
3. 百姓回應：大聲呼喊(許多見過舊

 殿的人放聲大哭，許多人歡呼)。



（三）聖殿重建遇攔阻  
（拉4:1-5）  

（四）聖殿恢復重建  
（拉4:24）



1.  勸勉  
至大利烏王，先知哈該和  撒迦利亞，深感時局轉  變，於是登高一呼：「奉  以色列神的名，向猶大和  耶路撒冷的猶大人說勸勉  的話。」（五1）



2. 責備
 

聖殿重建的停工後期，攔阻
 不是來自仇敵，而是百姓的
 怠惰。先知哈該傳講三篇重
 要信息，斥責百姓的怠慢和
 冷淡，他說：「這殿仍然荒
 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
 方屋嗎？」（該一4）



3. 鼓勵
 

河西總督達乃仍攔阻建殿工作，然
 大利烏王支持聖殿重建。大利烏王
 二年六月二十四日，聖殿重新動工
 重建。先知鼓勵百姓「當剛強作

 工，因為我（耶和華）與你們同
 在…我的靈住在你們中間，你們不

 要懼怕。」（該二4-5）



4. 提醒  
先知撒迦利亞更清楚說：  「不是倚靠勢力，不是倚靠  才能，乃是倚靠我的靈，方  能成事。」(亞四6)



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  
所羅巴伯面前，你必成為  
平地。他必搬出一塊石  
頭，安在殿頂上。人且大  
聲歡呼說：『願恩惠恩惠  
歸與這殿！』」亞  4:7



5. 應許  
耶和華的話又臨到我說：  
「所羅巴伯的手立了這殿  
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  
這工，你就知道萬軍之耶  
和華差遣我到你們這裏來  
了。」亞  4:8-9



6. 眷顧  
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  
呢？這七眼乃是耶和華  
的眼睛，遍察全地，見  
所羅巴伯手拿線鉈就歡  
喜。」亞 4:10



聖殿重新開始建造，由大利  烏王第二年六月二十四日  （主前520年9月21日）（該  一15）。  大利烏王六年亞達月初三日  （主前516年3月12日），這  殿修成了。」（拉六15）  約為聖殿被毀七十年後。



今天我們對所羅巴伯重建的聖  殿所知甚少，哈該書二3提及此  殿比所羅門聖殿遜色許多。  
你們中間存留的，有誰見過這殿  從前的榮耀呢？現在你們看著如  何？豈不在眼中看如無有嗎？  （該二3）



參、以斯拉的

身份與使命



一、以斯拉的身份—祭司  
拉七1-5詳細記載他的資格與背

 景。他的祭司家譜包含他自己可
 以上朔17代，一直到大祭司亞

 倫，這份清楚的家譜顯示血統上
 他有資格擔任恢復以色列人信仰
 的責任。



拉 7:1
 

這事以後，波斯王亞達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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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撒利雅是希勒家的兒子，

 
拉 7:2

 
希勒家是沙龍的兒子，沙龍

 是撒督的兒子，撒督是亞希突的兒
 子，



拉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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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雅是米拉約的兒子，

 
拉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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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的兒子，

 
拉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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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撒的兒子，以利亞撒是大祭司亞
 倫的兒子。



二、以斯拉的身份  —  文士  
這以斯拉從巴比倫上來，他是  敏捷的文士，通達耶和華─以  色列神所賜摩西的律法書。王  允准他一切所求的，是因耶和  華─他  神的手幫助他。拉七6



三、以斯拉的責任  
1. 以斯拉從巴比倫歸回，不是  從波斯。  2. 他奉亞達薛西王的諭旨來教  導猶太人律法的事。  3. 他得到王的允許，歸回猶大  省恢復祭司獻祭的禮儀。



4. 他「定志考究遵行耶和華的  律法，又將律例典章教訓以  色列人。」（拉七10）  5. 聖經給他的總評：「祭司以  斯拉是通達耶和華誡命，和  賜以色列之律例的文士。」  （拉七11）



肆、以斯拉的祈禱



一、歸回出發前祈求旅程平安  的禱告（拉八章）  二、歸回後面對百姓與異族通  婚的禱告



拉八21-23那時，我在亞哈瓦河邊
 宣告禁食，為要在我們神面前克苦
 己心，求祂使我們和婦人孩子，並
 一切所有的，都得平坦的道路。我
 求王撥步兵馬兵幫助我們抵擋路上
 的仇敵，本以為羞恥；因我曾對王
 說：「我們神施恩的手必幫助一切
 尋求他的；但祂的能力和忿怒必攻
 擊一切離棄祂的。」所以我們禁食
 祈求我們的神，他就應允了我們。



一、歸回出發前禱告原因
 

1. 人數超過三千人
 2. 攜帶許多金銀貴重器皿

 3. 以斯拉為祭司文士，宗教人士
 4. 歸回路程及歸回後的任務艱難
 5. 歸回純粹為宗教目的，教導百
 姓律法，恢復單純信仰。

 6. 在王面前見證上帝信實的幫助



一、歸回出發前祈求平安的禱  告  二、歸回後面對百姓與異族通  婚的禱告（拉九章）



當首領來見以斯拉，告知以色
 列民並未離絕外邦人，仍效法
 他們行可憎的事，因為他們仍
 和外邦人混雜通婚，使聖潔的
 國民成為污穢。更嚴重的，首
 領和官長在這些事上是罪魁。
 

以斯拉聽了就撕裂衣服和外袍
 、拔了頭髮和鬍鬚，驚懼憂悶
 而坐。跪下向神舉手禱告說：



拉九6-7 「我的神啊，我抱愧蒙
 羞，不敢向我神仰面；因為我們
 的罪孽滅頂，我們的罪惡滔天。
 從我們列祖直到今日，我們的罪
 惡甚重；因我們的罪孽，我們和
 君王、祭司都交在外邦列王的手
 中，殺害、擄掠、搶奪、臉上蒙
 羞正如今日的光景。



拉九8-9 現在耶和華─我們的神暫
 且施恩與我們，給我們留些逃脫的
 人，使我們安穩如釘子釘在他的聖
 所，我們的神好光照我們的眼目，
 使我們在受轄制之中稍微復興。我
 們是奴僕，然而在受轄制之中，我
 們的神仍沒有丟棄我們，在波斯王
 眼前向我們施恩，叫我們復興，能
 重建我們神的殿，修其毀壞之處，
 使我們在猶大和耶路撒冷有牆垣。



拉九10-11 「我們的神啊，既  是如此，我們還有甚麼話可說  呢？因為我們已經離棄你的命  令，就是你藉你僕人眾先知所  吩咐的說：『你們要去得為業  之地是污穢之地；因列國之民  的污穢和可憎的事，叫全地從  這邊直到那邊滿了污穢。



拉九12 所以不可將你們的女兒
 嫁他們的兒子，也不可為你們的
 兒子娶他們的女兒，永不可求他
 們的平安和他們的利益，這樣你
 們就可以強盛，吃這地的美物，
 並遺留這地給你們的子孫永遠為
 業。』



拉九13-14神啊，我們因自己的
 惡行和大罪，遭遇了這一切的

 事，並且你刑罰我們輕於我們罪
 所當得的，又給我們留下這些

 人。我們豈可再違背你的命令，
 與這行可憎之事的民結親呢？若
 這樣行，你豈不向我們發怒，將
 我們滅絕，以致沒有一個剩下逃
 脫的人嗎？



拉九15 耶和華─以色列的  神啊，因你是公義的，我們  這剩下的人才得逃脫，正如  今日的光景。看哪，我們在  你面前有罪惡，因此無人在  
你面前站立得住。」  ？



這個屬靈領袖的禱告，內  
容透露著真正的認罪悔改  
的態度，以及願意一同擔  
負百姓眾罪的心意。  
這個禱告觸動百姓的心，  
之後以色列百姓都願意悔  
改，離絕外邦配偶。



伍、從以斯拉看伍、從以斯拉看---------- 
屬靈領袖的特質屬靈領袖的特質



1. 熟悉聖經的人：

通曉神的話（律法書），並教導神的話。

2. 信靠上帝的人：

知道一切均出於上帝手的幫助。（七28）

3. 看重事奉職分的人：

看到缺少利未人事奉的的嚴重。（八15）

4. 看重禱告的人：

是一位隨時禱告的人。（八、九章）



5. 處事謹慎的人：

對財物交代清楚的人。（八33-34）

6. 掌握屬靈原則的人：

首先認罪禱告，指出屬靈原則與方向。

7. 影響生命的人：

使人主動提出作法。（十2-4）

8. 作為果決的人（6-8），

9. 作法智慧的人（12-14）



下週春節下週春節  
停課一週停課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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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參與人員�（1）興工建造：所羅巴伯、耶書亞、祭司、利未人、所有弟兄。��（2）利未人20歲以外的派為督工�律法規定利未人30或25歲，開始參與會幕及聖殿的服事。這裡可能因為利未人數過少，所以將服事年齡降為20歲。總共有三班人，耶書亞的子孫、甲篾的子孫、西拿達的子孫。
	（二）聖殿重建立根基�（拉3:10-13）
	1. 祭司：穿禮服吹號��2. 利未人亞薩詩班：敲鈸、讚美神�(1)彼此唱和：啟應與合唱的方式�(2)讚美稱謝：祂本為善，祂向以色�    列人永發慈愛。��3. 百姓回應：大聲呼喊(許多見過舊�    殿的人放聲大哭，許多人歡呼)。
	（三）聖殿重建遇攔阻�（拉4:1-5）��（四）聖殿恢復重建�（拉4:24）
	 勸勉��至大利烏王，先知哈該和撒迦利亞，深感時局轉變，於是登高一呼：「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猶大人說勸勉的話。」（五1）
	2. 責備� �聖殿重建的停工後期，攔阻不是來自仇敵，而是百姓的怠惰。先知哈該傳講三篇重要信息，斥責百姓的怠慢和冷淡，他說：「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方屋嗎？」（該一4）
	3. 鼓勵��河西總督達乃仍攔阻建殿工作，然大利烏王支持聖殿重建。大利烏王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聖殿重新動工重建。先知鼓勵百姓「當剛強作工，因為我（耶和華）與你們同在…我的靈住在你們中間，你們不要懼怕。」（該二4-5）
	4. 提醒��先知撒迦利亞更清楚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
	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他必搬出一塊石頭，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說：『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亞 4:7 
	5. 應許��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所羅巴伯的手立了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這工，你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到你們這裏來了。」亞 4:8-9 
	6. 眷顧��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遍察全地，見所羅巴伯手拿線鉈就歡喜。」亞 4:10 
	聖殿重新開始建造，由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主前520年9月21日）（該一15）。�大利烏王六年亞達月初三日（主前516年3月12日），這殿修成了。」（拉六15）�約為聖殿被毀七十年後。
	今天我們對所羅巴伯重建的聖殿所知甚少，哈該書二3提及此殿比所羅門聖殿遜色許多。��你們中間存留的，有誰見過這殿從前的榮耀呢？現在你們看著如何？豈不在眼中看如無有嗎？（該二3） 
	�
	一、以斯拉的身份—祭司��拉七1-5詳細記載他的資格與背景。他的祭司家譜包含他自己可以上朔17代，一直到大祭司亞倫，這份清楚的家譜顯示血統上他有資格擔任恢復以色列人信仰的責任。
	拉 7:1  這事以後，波斯王亞達薛西年間，有個以斯拉，他是西萊雅的兒子，西萊雅是亞撒利雅的兒子，亞撒利雅是希勒家的兒子，��拉 7:2  希勒家是沙龍的兒子，沙龍是撒督的兒子，撒督是亞希突的兒子，
	拉 7:3  亞希突是亞瑪利雅的兒子，亞瑪利雅是亞撒利雅的兒子，亞撒利雅是米拉約的兒子，��拉 7:4  米拉約是西拉希雅的兒子，西拉希雅是烏西的兒子，烏西是布基的兒子，��拉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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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利亞撒是大祭司亞倫的兒子。
	�二、以斯拉的身份 — 文士��這以斯拉從巴比倫上來，他是敏捷的文士，通達耶和華─以色列神所賜摩西的律法書。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華─他  神的手幫助他。拉七6 
	三、以斯拉的責任��1. 以斯拉從巴比倫歸回，不是�    從波斯。�2. 他奉亞達薛西王的諭旨來教�    導猶太人律法的事。�3. 他得到王的允許，歸回猶大�    省恢復祭司獻祭的禮儀。
	4. 他「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    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 �    色列人。」（拉七10）�5. 聖經給他的總評：「祭司以�    斯拉是通達耶和華誡命，和�    賜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    （拉七11）
	肆、以斯拉的祈禱
	��一、歸回出發前祈求旅程平安�    的禱告（拉八章）�二、歸回後面對百姓與異族通�    婚的禱告
	拉八21-23那時，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為要在我們神面前克苦己心，求祂使我們和婦人孩子，並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撥步兵馬兵幫助我們抵擋路上的仇敵，本以為羞恥；因我曾對王說：「我們神施恩的手必幫助一切尋求他的；但祂的能力和忿怒必攻擊一切離棄祂的。」所以我們禁食祈求我們的神，他就應允了我們。
	一、歸回出發前禱告原因��1. 人數超過三千人�2. 攜帶許多金銀貴重器皿�3. 以斯拉為祭司文士，宗教人士�4. 歸回路程及歸回後的任務艱難�5. 歸回純粹為宗教目的，教導百�    姓律法，恢復單純信仰。�6. 在王面前見證上帝信實的幫助
	��一、歸回出發前祈求平安的禱�    告�二、歸回後面對百姓與異族通�    婚的禱告（拉九章）
	當首領來見以斯拉，告知以色列民並未離絕外邦人，仍效法他們行可憎的事，因為他們仍和外邦人混雜通婚，使聖潔的國民成為污穢。更嚴重的，首領和官長在這些事上是罪魁。��以斯拉聽了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頭髮和鬍鬚，驚懼憂悶而坐。跪下向神舉手禱告說：
	拉九6-7 「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為我們的罪孽滅頂，我們的罪惡滔天。從我們列祖直到今日，我們的罪惡甚重；因我們的罪孽，我們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殺害、擄掠、搶奪、臉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
	拉九8-9 現在耶和華─我們的神暫且施恩與我們，給我們留些逃脫的人，使我們安穩如釘子釘在他的聖所，我們的神好光照我們的眼目，使我們在受轄制之中稍微復興。我們是奴僕，然而在受轄制之中，我們的神仍沒有丟棄我們，在波斯王眼前向我們施恩，叫我們復興，能重建我們神的殿，修其毀壞之處，使我們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有牆垣。
	拉九10-11 「我們的神啊，既是如此，我們還有甚麼話可說呢？因為我們已經離棄你的命令，就是你藉你僕人眾先知所吩咐的說：『你們要去得為業之地是污穢之地；因列國之民的污穢和可憎的事，叫全地從這邊直到那邊滿了污穢。
	拉九12 所以不可將你們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不可為你們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永不可求他們的平安和他們的利益，這樣你們就可以強盛，吃這地的美物，並遺留這地給你們的子孫永遠為業。』
	拉九13-14神啊，我們因自己的惡行和大罪，遭遇了這一切的事，並且你刑罰我們輕於我們罪所當得的，又給我們留下這些人。我們豈可再違背你的命令，與這行可憎之事的民結親呢？若這樣行，你豈不向我們發怒，將我們滅絕，以致沒有一個剩下逃脫的人嗎？
	拉九15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啊，因你是公義的，我們這剩下的人才得逃脫，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們在你面前有罪惡，因此無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
	這個屬靈領袖的禱告，內容透露著真正的認罪悔改的態度，以及願意一同擔負百姓眾罪的心意。��這個禱告觸動百姓的心，之後以色列百姓都願意悔改，離絕外邦配偶。
	  伍、從以斯拉看-----�              屬靈領袖的特質
	投影片編號 53
	投影片編號 54
	  �下週春節�停課一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