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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記 與 尼希米記  
歸回與重建（五）  
以斯拉的事奉與革新



一、以斯拉的歸回



1. 亞達薛西王七年正月初一日
 

從巴比倫出發，五月初一日抵達
 

耶路撒冷。(主前458年4月8日～
 

8月4日)（拉七8）

2. 歸回者包括以色列人、祭司
、利未人、歌唱的、守門的、尼

 
提寧人。（拉七7）
3. 領有亞達薛西王的諭旨。



4. 以斯拉的禱告
 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為要在我

 們神面前克苦己心，求他使我們和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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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能力和忿怒必攻
 擊一切離棄他的。」 (拉八21-22)



4-1以斯拉的禱告

1. 短篇禱告

拉八21-23：告訴百姓向上帝禱告求歸回
返鄉平安順利。

2. 長篇禱告

拉九6-15：是一篇領袖禱告的典範，內
容透露出真正認罪悔改的態度，並願意
一同擔負百姓的罪與誠心。



4-2尼希米的禱告
1.長篇禱告

尼一5-11：尋求上帝心意的禱告，也是一篇
禱告典範。內容包括認百姓犯的罪，求神的
赦免，並求在與波斯王對應時賜下恩典。

尼九5-37：是根據史實的讚美詩，如詩78, 
105,106,135,136篇。內容以敘述以色列歷
史，觀看上帝的作為的讚美詩，或是以色列
人的認罪詩，反應了神的慈愛與人的被逆。



2.短篇禱告：常以「獨白」方式呈現

尼五19「我的神啊！求你記念我為這百
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於我。」

尼十三31「我的神啊！求你記念我，施
恩於我。」（書卷結尾處）

「記念」的禱告也出現於尼六9,14，
十三14,22,29。

咒詛禱告：尼四4-5。



5. 歸回前金銀器皿的預備
 

銀子650他連得，銀器100他連得
 

金子100他連得，金碗20個1000達
 

利克。公開交給祭司、利未人負
 

責（拉八26,30）
 

註：1他連得約34公斤、1達利克為8.4公克。2月
 11日國際金價1盎司（31.1035公克）為1368.45

 美元，100他連得黃金價值1.496億美元，約值
 43.74億台幣。銀子每盎司30.1美元，值台幣

 7.2156億。



6.
 

歸回後金銀器皿的安置  
在神的殿中將金銀器皿公開過  
秤，點了數目、按著份量寫在  
冊子上，並交給祭司米利末、  
以利亞撒、約撒拔、挪亞底  （拉八33-34）



7.
 

歸回後的獻祭
 

(1)燔祭：公牛12隻、公綿羊96
 

隻、綿羊羔77隻。
 

(2)贖罪祭：公山羊12隻(拉八35)
 

註1：數目為12或7的倍數，聖經對7及
 12都很看重。

 註2：較所羅巴伯獻殿獻祭少，公山羊數目
 一樣。（拉六17）



8. 利未記中獻祭禮儀的意義
 

(1)燔祭：自動自發的敬拜行  
為，為贖一般誤犯之罪，是人向  
神表示敬虔、委身和完全獻上自  
己。  
祭牲：富人用公牛、中產階級用  
羊（綿羊羔）、貧窮人用鳥。



(2)贖罪祭：強制性地為自己所  
知道卻誤犯的贖罪，認罪、求  
赦罪，使污穢得以潔淨。  
祭牲：大祭司及全會眾用公牛  
犢、官長用公山羊、一般人用  
母羊、窮人用鳥。



(3)贖愆祭：強制性的為贖誤犯且  
需要償還的罪，使污穢得潔淨；  
如數償還，罰金20％。

祭牲使用公綿羊或羊羔。



二、以斯拉歸回後  
面臨的問題



1.歸回的以色列人畢竟男人多於  
女人，所以在婚姻上面臨娶妻不  
易的嚴重社會問題。  
2.歸回的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  
為妻，重蹈過去因與外邦混雜居  
住、通婚所導致的信仰危機。



3.根據埃及伊里芬丁蒲紙的記  
載，娶外邦女子的以色列人除了  
敬拜耶和華，也事奉外邦偶像。  
4.通婚雜居的結果導致神的百姓  
遠離上帝、信仰摻雜，無法成為  
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和屬神  
的子民。



三、先知對當時罪惡的斥責  
瑪垃基書二10-16



1. 詭詐待弟兄

2. 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妻

3. 離棄妻子

4. 詭詐待妻子



我們豈不都是一位父嗎？豈不是一
 

位神所造的嗎？我們各人怎麼以詭
 

詐待弟兄，背棄了神與我們列祖所
 

立的約呢？猶大人行事詭詐，並且
 

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
 

的事；因為猶大人褻瀆耶和華所喜
 

愛的聖潔，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為
 

妻。瑪二10-11 



凡行這事的，無論何人，就是獻供
 

物給萬軍之耶和華，耶和華也必從
 

雅各的帳棚中剪除他。你們又行了
 

一件這樣的事，使前妻歎息哭泣的
 

眼淚遮蓋耶和華的壇，以致耶和華
 

不再看顧那供物，也不樂意從你們
 

手中收納。瑪二12-13



你們還說：「這是為甚麼呢？」因
 

耶和華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間
 

作見證。她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
 

盟約的妻，你卻以詭詐待她。雖然
 

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單
 

造一人嗎？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
 

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所以當謹守
 

你們的心，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
 

所娶的妻。瑪二14-15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休妻的
 

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
 

的！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行
 

詭詐。」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瑪二16



四、以斯拉面對問題的回應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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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首領和官長在
 

這些事上是領頭的。
 

以斯拉聽了，在聖殿前獻晚祭的
 

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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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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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百姓們的回應



1.以斯拉在聖殿門前的禱告、  
認罪、哭泣、俯伏，起了正  
面的回應。  

2.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在  
以斯拉處，成了大會。



3.示迦尼(以攔的子孫，耶歇  
的兒子)對以斯拉說：我們  
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為妻，  
干犯了我們的神，然而以色  
列人還有指望。現在當與我  
們的神立約，休這一切的  
妻，



離絕她們所生的，照著我主和  
那因神命令戰兢之人所議定  
的，按律法而行。你起來，這  
是你當辦的事，我們必幫助  
你，你當奮勉而行。拉十2-4



4.後續發酵的影響  
以斯拉便起來，使祭司長和利未

 
人，並以色列眾人起誓說，必照這

 
話去行；他們就起了誓。(拉十5)



5.繼續禁食禱告  
以斯拉從神殿前起來，進入以利亞

 
實的兒子約哈難的屋裏，到了那裏

 
不吃飯，也不喝水；因為被擄歸回

 
之人所犯的罪，心裏悲傷。拉十6



6.召聚百姓嚴厲執行  
他們通告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  
歸回的人，叫他們在耶路撒冷  
聚集。凡不遵首領和長老所議  
定、三日之內不來的，就必抄  
他的家，使他離開被擄歸回之  
人的會。拉十7-8



六、婚姻議題的處理

（一）以斯拉的改革

1.
 

以斯拉記只提及一件改革的事----
 

處理與外邦人通婚的問題。

2.
 

尼希米記中則記載他對律法的教導
 

任務。



（二）摩西律法的要求

1.
 

出三十四11-16（禁止雜婚之事）

2.
 

申七1-4（禁止雜婚之事）

3.
 

所羅門王的軟弱（王上三1；十一
 

1-8）



（三）未被上帝責備的異族婚姻

1.
 

亞伯拉罕娶夏甲（創十六3）

2.
 

約瑟娶埃及女子亞西納（創四一45）

3.
 

摩西娶米甸人西波拉（出二21）

4.
 

摩西娶一位古實人（民十二1）

5.
 

波阿斯娶路得（得四）

6.
 

大衛娶基述女子瑪迦（撒下三3）



（四）以斯拉的關注

1.
 

「聖潔的種類」被玷污。

2.
 

「聖潔的國民」（出十九6）

3.
 

「虔誠的後裔」（瑪二15）（雜婚）

4.
 

「聖潔的種類」（賽六13）（餘民）



七、屬靈領袖的領導風範  
1.明白並衷心教導神的話。  
2.行事全然倚靠神，不徇私為  
己，犧牲奉獻。  

3.勇於面對罪惡，認罪悔改，  
有牧者的心腸。



4.在困難和罪惡中向神祈禱。  
5.用屬靈的影響力幫助人走合  
神心意的路。  

6.不隨便使用權柄。拉七26



7.願將自己屬靈的理想與別人  
分享，並一起走在神心意  
中。  

8.有好品格，是一位值得信賴  
的人。



八、百姓的具體行動  
1.認罪悔改，並願意遵行  
2.由首領會同本城的長老、  
士師(申16:18)協同辦理  

3.直到辦完，神的怒氣轉離  
4.從十月初一查到正月初一



祭司

耶書亞的子孫5人
音麥的子孫2人
哈琳的子孫5人
巴施戶珥的子孫6人

利未人

6人
約撒拔、示每、基拉亞

毘他希雅、猶大、以利以謝

唱歌的 以利亞實1人
守門的 沙龍、提聯、烏利3人

事奉者與異族通婚者



以色列宗族

共84人
巴錄的子孫、以攔的子孫

薩土的子孫、比拜的子孫

巴尼的子孫

巴哈摩押的子孫

哈琳的子孫、哈順的子孫

巴尼的子孫、尼波的子孫



九、雜婚問題的嚴重性

1. 第一次歸回人數42,360。

2. 八十年後以斯拉處理雜婚問題，名單102
 人。

3. 雜婚比例非常低？

（1）實際雜婚人數少。

（2）實際雜婚人數多，但真正悔改僅如此。

4. 記載人數少，反應信仰危機的蔓延。



十、離婚的倫理問題
（一）申二十四1-4是有離婚的經文，是否相

左？（不合理的事？）

（二）外邦妻子與孩子都要隔絕。嚴苛否？

（1）以斯拉處理婚姻問題關注的事信仰玷污的

問題。

（2）信仰認同意義的急迫性高於其他議題。

（3）聖經並未說明離婚婦人及孩子的處境。

（4）根據律法，寡婦、孤兒必須保護。相信以

斯拉必有妥善安排，不虧負他們。



十一、以斯拉看重聖潔的生活  
1. 聖約的持守：考究遵行律法，並教導

 以色列人。
 2. 重視聖物的分別與純淨：歸回所獻的

 金銀器皿，甘心歸耶和華。
 3. 看重與神的關係和敬拜：歸回聖地後

 獻燔祭和贖罪祭。
 4. 生活中分別為聖：要求與外邦通婚者

 離絕外邦人，免得信仰道德不潔。



十二、聖潔的重要  
1.神是聖潔獨一無二的、除祂  
以外無別神、以色列人要歸  
耶和華、神是以色列的神。



2.神要使以色列潔淨，「我  
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  
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  
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  
。（結三十六25）



十三、聖潔的實踐  
1.對以斯拉反對與異族通婚的  
屬靈原則，與要求和外邦配  
偶離異，今日如何運用？  

2.以斯拉的處境與今日時空環  
境是否相同？  

3.律法聖潔的原則如何處境化  
運用？



十四、新舊約平衡觀點  
1.若干律法是有時代性、處境  
性的，非一成不變的規條。  

2.現今基督徒群體和婚姻，與  
舊約神百姓群體和婚姻有若  
干差別性。



4.今日基督徒配偶若未信  
主，不能以離婚來表示聖  
潔。（林前七10-16）  

5.在家中為主作見證，好引  
導配偶及孩子早日歸主。  

6.聖潔的原則不能改變。



7.基督徒婚姻務要聖潔。(來
 

13:4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
 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
 要審判。)

 
8.基督徒生活各層面也需聖  

潔，如言語、思想、工  
作、事奉等等。



謝謝  
下週繼續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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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歸回後的獻祭��(1)燔祭：公牛12隻、公綿羊96�   隻、綿羊羔77隻。�(2)贖罪祭：公山羊12隻(拉八35)��註1：數目為12或7的倍數，聖經對7及�     12都很看重。�註2：較所羅巴伯獻殿獻祭少，公山羊數目�     一樣。（拉六17）
	8. 利未記中獻祭禮儀的意義��(1)燔祭：自動自發的敬拜行為，為贖一般誤犯之罪，是人向神表示敬虔、委身和完全獻上自己。��祭牲：富人用公牛、中產階級用羊（綿羊羔）、貧窮人用鳥。
	� (2)贖罪祭：強制性地為自己所知道卻誤犯的贖罪，認罪、求赦罪，使污穢得以潔淨。 ��祭牲：大祭司及全會眾用公牛犢、官長用公山羊、一般人用母羊、窮人用鳥。
	投影片編號 13
	二、以斯拉歸回後�         面臨的問題
	歸回的以色列人畢竟男人多於女人，所以在婚姻上面臨娶妻不易的嚴重社會問題。��2.歸回的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為妻，重蹈過去因與外邦混雜居住、通婚所導致的信仰危機。
	3.根據埃及伊里芬丁蒲紙的記載，娶外邦女子的以色列人除了敬拜耶和華，也事奉外邦偶像。��4.通婚雜居的結果導致神的百姓遠離上帝、信仰摻雜，無法成為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和屬神的子民。
	三、先知對當時罪惡的斥責�瑪垃基書二10-16�
	投影片編號 18
	我們豈不都是一位父嗎？豈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嗎？我們各人怎麼以詭詐待弟兄，背棄了神與我們列祖所立的約呢？猶大人行事詭詐，並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為猶大人褻瀆耶和華所喜愛的聖潔，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妻。瑪二10-11 
	凡行這事的，無論何人，就是獻供物給萬軍之耶和華，耶和華也必從雅各的帳棚中剪除他。你們又行了一件這樣的事，使前妻歎息哭泣的眼淚遮蓋耶和華的壇，以致耶和華不再看顧那供物，也不樂意從你們手中收納。瑪二12-13 
	你們還說：「這是為甚麼呢？」因耶和華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間作見證。她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約的妻，你卻以詭詐待她。雖然　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單造一人嗎？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瑪二14-15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休妻的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行詭詐。」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瑪二16 
	四、以斯拉面對問題的回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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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首領和官長在這些事上是領頭的。��以斯拉聽了，在聖殿前獻晚祭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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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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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百姓們的回應
	1.以斯拉在聖殿門前的禱告、 �  認罪、哭泣、俯伏，起了正�  面的回應。��2.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在�  以斯拉處，成了大會。
	3.示迦尼(以攔的子孫，耶歇�  的兒子)對以斯拉說：我們�  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為妻，�  干犯了我們的神，然而以色�  列人還有指望。現在當與我�  們的神立約，休這一切的�  妻，
	離絕她們所生的，照著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戰兢之人所議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來，這是你當辦的事，我們必幫助你，你當奮勉而行。拉十2-4 
	4.後續發酵的影響�以斯拉便起來，使祭司長和利未人，並以色列眾人起誓說，必照這話去行；他們就起了誓。(拉十5) 
	5.繼續禁食禱告�以斯拉從神殿前起來，進入以利亞實的兒子約哈難的屋裏，到了那裏不吃飯，也不喝水；因為被擄歸回之人所犯的罪，心裏悲傷。拉十6 
	6.召聚百姓嚴厲執行�他們通告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歸回的人，叫他們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首領和長老所議定、三日之內不來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離開被擄歸回之人的會。拉十7-8 
	六、婚姻議題的處理
	投影片編號 39
	投影片編號 40
	投影片編號 41
	 七、屬靈領袖的領導風範��1.明白並衷心教導神的話。�2.行事全然倚靠神，不徇私為�  己，犧牲奉獻。�3.勇於面對罪惡，認罪悔改，�  有牧者的心腸。
	�4.在困難和罪惡中向神祈禱。5.用屬靈的影響力幫助人走合�  神心意的路。�6.不隨便使用權柄。拉七26
	�7.願將自己屬靈的理想與別人�  分享，並一起走在神心意�  中。�8.有好品格，是一位值得信賴�  的人。
	  八、百姓的具體行動��1.認罪悔改，並願意遵行�2.由首領會同本城的長老、�  士師(申16:18)協同辦理�3.直到辦完，神的怒氣轉離�4.從十月初一查到正月初一
	投影片編號 46
	投影片編號 47
	九、雜婚問題的嚴重性
	十、離婚的倫理問題
	投影片編號 50
	    十二、聖潔的重要��1.神是聖潔獨一無二的、除祂�  以外無別神、以色列人要歸�  耶和華、神是以色列的神。 
	2.神要使以色列潔淨，「我�  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  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  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        �  。（結三十六25）  
	     十三、聖潔的實踐�1.對以斯拉反對與異族通婚的�  屬靈原則，與要求和外邦配�  偶離異，今日如何運用？�2.以斯拉的處境與今日時空環�  境是否相同？�3.律法聖潔的原則如何處境化�  運用？  
	  十四、新舊約平衡觀點��1.若干律法是有時代性、處境 �  性的，非一成不變的規條。�2.現今基督徒群體和婚姻，與�  舊約神百姓群體和婚姻有若�  干差別性。  
	4.今日基督徒配偶若未信�  主，不能以離婚來表示聖�  潔。（林前七10-16）�5.在家中為主作見證，好引�  導配偶及孩子早日歸主。 6.聖潔的原則不能改變。
	7.基督徒婚姻務要聖潔。(來 �   13:4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   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   要審判。)�8.基督徒生活各層面也需聖�  潔，如言語、思想、工�  作、事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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