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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律法對以色列人的意義一、律法對以色列人的意義  
1. 1. 律法使百姓對罪認知，並回到上帝律法使百姓對罪認知，並回到上帝

 
面前，避免被審判。（九章）面前，避免被審判。（九章）

 
2. 2. 律法使歸回百姓明白生活中當有的律法使歸回百姓明白生活中當有的

 
行為。（十行為。（十2828--3939））  

3. 3. 律法需要經常向百姓宣讀教導，使律法需要經常向百姓宣讀教導，使
 

他們明白。（十三他們明白。（十三11--33））



二、以斯拉與尼希米對律法的看重二、以斯拉與尼希米對律法的看重
 

1. 1. 以斯拉於主前以斯拉於主前458458年歸回，尼希米年歸回，尼希米
 

是是445445年歸回，兩人都看重律法。年歸回，兩人都看重律法。
 

2. 2. 以斯拉歸回後在各種場合機會中教以斯拉歸回後在各種場合機會中教
 

導律法，但須更落實（包括生活）。導律法，但須更落實（包括生活）。



3. 3. 十三年後，尼希米修復城牆，歸十三年後，尼希米修復城牆，歸
 

回百姓不再受敵人攪擾，故律法教回百姓不再受敵人攪擾，故律法教
 

導工作更紮實，百姓更專注聆聽與導工作更紮實，百姓更專注聆聽與
 

學習。學習。

4. 4. 尼希米與以斯拉加強律法的教尼希米與以斯拉加強律法的教
 

導，使歸回百姓日後接納大規模的導，使歸回百姓日後接納大規模的
 

改革。改革。



三、以斯拉、尼希米宣讀律法三、以斯拉、尼希米宣讀律法  
耶路撒冷聖城在以祿月（六耶路撒冷聖城在以祿月（六  
月）二十五日（主前月）二十五日（主前445445年年1010月月  
22日）歷經日）歷經5252天修建完成。七月天修建完成。七月  
初一是猶太新年，尼希米安頓初一是猶太新年，尼希米安頓  
百姓的住所，讓百姓快樂平安百姓的住所，讓百姓快樂平安  
的在自己的土地上過新年。的在自己的土地上過新年。



（一）宣讀律法的時間地點（一）宣讀律法的時間地點
 

尼尼 八八11--33「「 到了七月，以色列人住在自己到了七月，以色列人住在自己
 的城裏。那時，他們如同一人的城裏。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聚集在水門
 前的寬闊處前的寬闊處，請文士以斯拉將耶和華藉摩，請文士以斯拉將耶和華藉摩
 西傳給以色列人的律法書帶來。西傳給以色列人的律法書帶來。七月初一七月初一
 日日，祭司以斯拉將律法書帶到，祭司以斯拉將律法書帶到聽了能明白聽了能明白
 的男女會眾的男女會眾面前。面前。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從從
 清早到晌午清早到晌午，在，在眾男女、一切聽了能明白眾男女、一切聽了能明白
 的人的人面前讀這律法書。眾民側耳而聽。面前讀這律法書。眾民側耳而聽。」」



1. 1. 時間：時間：
 

七月初一日（吹角節新年）七月初一日（吹角節新年）
 

從清早（黎明）至晌午（中午）從清早（黎明）至晌午（中午）
 

七月初十日贖罪日七月初十日贖罪日
 

七月十五至二十一日住棚節七月十五至二十一日住棚節
 

七月二十二日守嚴肅會七月二十二日守嚴肅會



2. 2. 地點：水門前地點：水門前
 

水門是耶路撒冷城東牆的一個通水門是耶路撒冷城東牆的一個通
 

道，它因基訓泉而得名。它前面道，它因基訓泉而得名。它前面
 

有一寬闊的廣場，可以聚集相當有一寬闊的廣場，可以聚集相當
 

人數，適合以斯拉向神百姓宣讀人數，適合以斯拉向神百姓宣讀
 

律法。律法。
 

水門不是一般人進出城的通道，水門不是一般人進出城的通道，
 

它是王宮通往聖殿必經之門。它是王宮通往聖殿必經之門。



3. 3. 參與的人員參與的人員  
(1) (1) 以色列人住在自己城裡，如同以色列人住在自己城裡，如同  

一人聚集在水門寬闊處。一人聚集在水門寬闊處。  
(2) (2) 聽了能明白聽了能明白的男女會眾面前的男女會眾面前  
(3) (3) 眾民側耳而聽眾民側耳而聽



4. 4. 在水門前聚集的意義在水門前聚集的意義  
(1)(1)若在聖殿聚集，則只有男人可若在聖殿聚集，則只有男人可  

以參加，也只有潔淨的人可以以參加，也只有潔淨的人可以  
參加。（部分人參與）參加。（部分人參與）  

(2)(2)水門非聖殿，所有男女老少，水門非聖殿，所有男女老少，  
潔淨不潔淨之人都可以參加。潔淨不潔淨之人都可以參加。  
（所有人參與）（所有人參與）



取自天道聖經註

 釋「尼希米記」

 邵晨光著



（二）宣讀律法的（二）宣讀律法的場景場景
 1. 1. 展開律法書展開律法書

 
尼八尼八44--55「文士以斯拉站在為這事特「文士以斯拉站在為這事特

 
備的木臺上。瑪他提雅、示瑪、亞奈備的木臺上。瑪他提雅、示瑪、亞奈

 
雅、烏利亞、希勒家，和瑪西雅站在雅、烏利亞、希勒家，和瑪西雅站在

 
他的右邊；毘大雅、米沙利、瑪基他的右邊；毘大雅、米沙利、瑪基

 
雅、哈順、哈拔大拿、撒迦利亞和米雅、哈順、哈拔大拿、撒迦利亞和米

 
書蘭站在他的左邊。以斯拉站在眾民書蘭站在他的左邊。以斯拉站在眾民

 
以上，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他一展以上，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他一展

 
開，眾民就都站起來。」開，眾民就都站起來。」



(1) (1) 在木臺上宣讀律法在木臺上宣讀律法  
木臺大小不是供一個人站的講木臺大小不是供一個人站的講  
台，上面總共站了台，上面總共站了1414個人。個人。  
「木臺」原文有「瞭望台」的「木臺」原文有「瞭望台」的  
意思，所以此木臺應該有相當意思，所以此木臺應該有相當  
高度和面積。足以讓所有的會高度和面積。足以讓所有的會  
眾看到他們。眾看到他們。



(2) (2) 木臺上的十三個人木臺上的十三個人  
聖經並未記載他們的背景，很聖經並未記載他們的背景，很  
可能是會眾的代表，而不是有可能是會眾的代表，而不是有  
特殊職分的祭司或利未人。特殊職分的祭司或利未人。  
這十三個人分站以斯拉的兩這十三個人分站以斯拉的兩  
側，右邊六位，左邊七位。側，右邊六位，左邊七位。



(3) (3) 民眾的敬畏民眾的敬畏  
當以斯拉把律法書展開的時當以斯拉把律法書展開的時  
候，百姓都站起來。候，百姓都站起來。  
以斯拉以站立的姿勢宣讀神的以斯拉以站立的姿勢宣讀神的  
話以表恭敬，當律法書展開時話以表恭敬，當律法書展開時  
時，百姓顯出肅立敬畏的態時，百姓顯出肅立敬畏的態  
度。度。



2. 2. 稱頌耶和華稱頌耶和華  
尼八尼八66「以斯拉稱頌耶和華至大「以斯拉稱頌耶和華至大  
的的  神；眾民都舉手應聲說：神；眾民都舉手應聲說：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就低頭，面就低頭，面  
伏於地，敬拜耶和華。」伏於地，敬拜耶和華。」  

(1) (1) 稱頌耶和華為至大的神，是稱頌耶和華為至大的神，是  
宣讀律法書前的慣例。宣讀律法書前的慣例。



(2) (2) 百姓的回應百姓的回應  
①舉手：有敬拜、信靠、順服①舉手：有敬拜、信靠、順服  

的意思。的意思。  
②言語：阿們為同意的意思②言語：阿們為同意的意思  
③謙恭：低頭、面伏於地是表③謙恭：低頭、面伏於地是表  

達對上帝的敬拜、謙達對上帝的敬拜、謙  
卑、誠心。卑、誠心。



（三）（三）會眾會眾明白律法書明白律法書  
尼八尼八77--88「耶書亞、巴尼、示利「耶書亞、巴尼、示利  
比、雅憫、亞谷、沙比太、荷第比、雅憫、亞谷、沙比太、荷第  
雅、瑪西雅、基利他、亞撒利雅、瑪西雅、基利他、亞撒利  
雅、約撒拔、哈難、毘萊雅，和雅、約撒拔、哈難、毘萊雅，和  
利未人使百姓明白律法；百姓都利未人使百姓明白律法；百姓都  
站在自己的地方。他們清清楚楚站在自己的地方。他們清清楚楚  
地念神的律法書，講明意思，使地念神的律法書，講明意思，使  
百姓明白所念的。」百姓明白所念的。」



1.1.  以斯拉和十三個人在木臺上宣以斯拉和十三個人在木臺上宣  
讀律法，接續有利未人穿梭於讀律法，接續有利未人穿梭於  
百姓中教導律法，使人明白。百姓中教導律法，使人明白。  

2. 2. 清清楚楚的念：宣讀律法要口清清楚楚的念：宣讀律法要口  
齒清晰、按照分段、沒有錯誤齒清晰、按照分段、沒有錯誤  
的朗讀，使聽的人明白。的朗讀，使聽的人明白。



3. 3. 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律法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律法  
有時需要解釋說明，使人領悟有時需要解釋說明，使人領悟  
明白。明白。  

4. 4. 十三個人是利未人，並非十三十三個人是利未人，並非十三  
個人和利未人。「和」是「就個人和利未人。「和」是「就  
是」的意思。是」的意思。  

5. 5. 十三個人中有九位在尼希米記十三個人中有九位在尼希米記  
中其他經文有出現。中其他經文有出現。



姓姓
 

名名 認認
 

罪罪 立約離絕立約離絕 管理居民管理居民

耶書亞耶書亞 九九44--55 十十9(MT10)9(MT10)

巴尼巴尼 九九44--55 十十9(MT10)9(MT10)

示利比示利比((雅雅)) 九九44--55 十十12(MT13)12(MT13)

沙比大沙比大 十一十一1616

荷第雅荷第雅 九九55 十十13(MT14)13(MT14)

基利他基利他 十十10(MT11)10(MT11)

約撒拔約撒拔 十一十一1616

哈難哈難 十十10(MT11)10(MT11)

毘萊雅毘萊雅 十十10(MT11)10(MT11)

教導律法的利未人參與的其他事奉教導律法的利未人參與的其他事奉



四、百姓回應律法書四、百姓回應律法書  
（一）（一）悲哀悲哀的心情的心情  
尼八尼八99「省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省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  
文士以斯拉，並教訓百姓的利未文士以斯拉，並教訓百姓的利未  
人，對眾民說：人，對眾民說：『『今日是耶和華今日是耶和華  
─你們─你們  神的聖日，不要悲哀哭神的聖日，不要悲哀哭  
泣。泣。』』這是因為眾民聽見律法書這是因為眾民聽見律法書  
上的話都哭了上的話都哭了



尼八尼八10 10 
又對他們說：又對他們說：『『你們去吃肥美你們去吃肥美  
的，喝甘甜的，有不能預備的的，喝甘甜的，有不能預備的  
就分給他，因為今日是我們主就分給他，因為今日是我們主  
的聖日。你們不要憂愁，因靠的聖日。你們不要憂愁，因靠  
耶和華而得的喜樂是你們的力耶和華而得的喜樂是你們的力  
量。量。』』」」



1.1.  尼希米和以斯拉的名字同登舞尼希米和以斯拉的名字同登舞  
台事奉。台事奉。  

2. 2. 以斯拉在歸回後十三年，在客以斯拉在歸回後十三年，在客  
觀環境都預備好之後，向百姓觀環境都預備好之後，向百姓  
宣講律法。宣講律法。  

3. 3. 以斯拉、尼希米及利未人構成以斯拉、尼希米及利未人構成  
團隊的服事。團隊的服事。



4. 4. 七月初一日是吹角節，律法要求七月初一日是吹角節，律法要求
 

要守為「聖安息日」，百姓要歡要守為「聖安息日」，百姓要歡
 

喜快樂。喜快樂。
 

5. 5. 眾民聽到律法上的話都悲哀哭眾民聽到律法上的話都悲哀哭
 

泣、憂愁，是因為他們知道得罪泣、憂愁，是因為他們知道得罪
 

神，沒有遵守律法上的話。神，沒有遵守律法上的話。
 

6. 6. 聖安息日要獻平安祭，是新年歡聖安息日要獻平安祭，是新年歡
 

慶的日子，要吃美食喝甘甜的飲慶的日子，要吃美食喝甘甜的飲
 

料。料。



7. 7. 歡喜快樂、享受美酒佳餚的同歡喜快樂、享受美酒佳餚的同
 

時，要記念缺乏沒有能力預備食時，要記念缺乏沒有能力預備食
 

物過節的人，與他們一同分享。物過節的人，與他們一同分享。
 

8. 8. 即便在悲傷中，在上帝恩典裡，即便在悲傷中，在上帝恩典裡，
 

以色列百姓歸回、建殿、建城、以色列百姓歸回、建殿、建城、
 

安居樂業重新出發，一切都是神安居樂業重新出發，一切都是神
 

的作為，故靠主喜樂。的作為，故靠主喜樂。



（二）喜樂的分享（二）喜樂的分享  
尼尼 8:118:11--12 12 
於是利未人使眾民靜默，說：於是利未人使眾民靜默，說：  
「今日是聖日；不要作聲，也不「今日是聖日；不要作聲，也不  
要憂愁。」眾民都去吃喝，也分要憂愁。」眾民都去吃喝，也分  
給人，大大快樂，因為他們明白給人，大大快樂，因為他們明白  
所教訓他們的話。所教訓他們的話。



神的百姓聽聞律法，明白領受，神的百姓聽聞律法，明白領受，  
守吹角節，預備美食分贈給窮乏守吹角節，預備美食分贈給窮乏  
需要的人。百姓大大歡樂，因為需要的人。百姓大大歡樂，因為  
他們領受神的話，活在神的心意他們領受神的話，活在神的心意  
中。中。



五、守住棚節五、守住棚節
 

律法書的宣讀，百姓歡慶新年吹角律法書的宣讀，百姓歡慶新年吹角
 

節。他們飢渴慕義，領受真理，遵節。他們飢渴慕義，領受真理，遵
 

行真理，是一波屬靈的大復興。行真理，是一波屬靈的大復興。
 

百姓也從消極聆聽到積極追求真百姓也從消極聆聽到積極追求真
 

理，由於屬靈領袖的自覺，更帶出理，由於屬靈領袖的自覺，更帶出
 

第二波的復興第二波的復興------守住棚節。守住棚節。



尼尼 8:138:13--14 14 
「次日，眾民的族長、祭司，和「次日，眾民的族長、祭司，和  
利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拉那利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拉那  
裏，要留心聽律法上的話。他們裏，要留心聽律法上的話。他們  
見律法上寫著，耶和華藉摩西吩見律法上寫著，耶和華藉摩西吩  
咐以色列人要在七月節住棚，」咐以色列人要在七月節住棚，」



尼尼 8:15 8:15 
並要在各城和耶路撒冷宣傳報告並要在各城和耶路撒冷宣傳報告  
說：「你們當上山，將橄欖樹、說：「你們當上山，將橄欖樹、  
野橄欖樹、番石榴樹、棕樹，和野橄欖樹、番石榴樹、棕樹，和  
各樣茂密樹的枝子取來，照著所各樣茂密樹的枝子取來，照著所  
寫的搭棚。」寫的搭棚。」



（一）律法書的教導（一）律法書的教導  
1. v121. v12次日（七月初二日）族長、次日（七月初二日）族長、  

祭司、利未人聚集到以斯拉那祭司、利未人聚集到以斯拉那  
要聽律法上的話。要聽律法上的話。  

2. 2. 除了宗教人士外，家族領袖也除了宗教人士外，家族領袖也  
看重律法上的話。（族長）看重律法上的話。（族長）  

3. 3. 歸回百姓要守住棚節。歸回百姓要守住棚節。



第八章第八章 律法書記載律法書記載

七月節七月節(v14)(v14) 收藏節收藏節((出出23:16)23:16)、住棚節、住棚節((利利23:34)23:34)

住棚住棚(v14)(v14) 住棚七日（利住棚七日（利23:4223:42））

用樹枝搭棚用樹枝搭棚(v15)(v15) 拿樹枝慶祝（利拿樹枝慶祝（利23:4023:40））

歡樂慶祝歡樂慶祝(v17)(v17) 兒女、僕婢、利未人、寄居的、兒女、僕婢、利未人、寄居的、
 孤兒寡婦都歡樂（申孤兒寡婦都歡樂（申16:1416:14））

以斯拉誦讀律法以斯拉誦讀律法
 書七日書七日(v18)(v18)

逢七年慶祝住棚節時朗讀律法逢七年慶祝住棚節時朗讀律法

（申（申31:1031:10--1313））

第八日守嚴肅會第八日守嚴肅會

(v18)(v18)
第八日守嚴肅會第八日守嚴肅會

（利（利23:36, 23:36, 民民29:3529:35--3838））

守節七日守節七日(v18)(v18) 守節七日（民守節七日（民29:12, 29:12, 申申16:13, 1516:13, 15））

住棚節的教導



利利 23:3323:33--36 36 耶和華對摩西說：「你耶和華對摩西說：「你
 

曉諭以色列人說：這七月十五日是曉諭以色列人說：這七月十五日是
 

住棚節，要在耶和華面前守這節七住棚節，要在耶和華面前守這節七
 

日。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勞碌的日。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勞碌的
 

工都不可做。七日內要將火祭獻給工都不可做。七日內要將火祭獻給
 

耶和華。第八日當守聖會，要將火耶和華。第八日當守聖會，要將火
 

祭獻給耶和華。這是嚴肅會，甚麼祭獻給耶和華。這是嚴肅會，甚麼
 

勞碌的工都不可做。」勞碌的工都不可做。」



利利 23:3723:37--38 38 「這是耶和華的節「這是耶和華的節  
期，就是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期，就是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  
節期；要將火祭、燔祭、素節期；要將火祭、燔祭、素  
祭、祭物，並奠祭，各歸各祭、祭物，並奠祭，各歸各  
日，獻給耶和華。這是在耶和日，獻給耶和華。這是在耶和  
華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們的華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們的  
供物和所許的願，並甘心獻給供物和所許的願，並甘心獻給  
耶和華的以外。耶和華的以外。



利利 23:3923:39--4040「你們收藏了地的出「你們收藏了地的出  
產，就從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產，就從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  
和華的節七日。第一日為聖安和華的節七日。第一日為聖安  
息；第八日也為聖安息。第一日息；第八日也為聖安息。第一日  
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棕樹上的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棕樹上的  
枝子，與茂密樹的枝條並河旁的枝子，與茂密樹的枝條並河旁的  
柳枝，在耶和華─你們的柳枝，在耶和華─你們的  神面神面  
前歡樂七日。前歡樂七日。



利利 23:4123:41--43 43 「每年七月間，要向「每年七月間，要向  
耶和華守這節七日。這為你們世耶和華守這節七日。這為你們世  
世代代永遠的定例。你們要住在世代代永遠的定例。你們要住在  
棚裏七日；凡以色列家的人都要棚裏七日；凡以色列家的人都要  
住在棚裏，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住在棚裏，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  
道，我領以色列人出埃及地的時道，我領以色列人出埃及地的時  
候曾使他們住在棚裏。我是耶和候曾使他們住在棚裏。我是耶和  
華─你們的華─你們的  神。」神。」



守住棚節的意義守住棚節的意義------感恩感恩
 

1. 1. 慶祝豐收：收藏產物。慶祝豐收：收藏產物。
 

2. 2. 記念出埃及時，神在曠野眷顧他記念出埃及時，神在曠野眷顧他
 

們住在棚裡。們住在棚裡。
 

3. 3. 住棚節和逾越節、五旬節為以色住棚節和逾越節、五旬節為以色
 

列人三大重要節期，必須到耶路列人三大重要節期，必須到耶路
 

撒冷守節。撒冷守節。



（二）律法書的遵守（二）律法書的遵守

尼尼  8:168:16--1818「於是百姓出去，取了「於是百姓出去，取了  
樹枝來，各人在自己的房頂上，樹枝來，各人在自己的房頂上，  
或院內，或神殿的院內，或水門或院內，或神殿的院內，或水門  
的寬闊處，或以法蓮門的寬闊處的寬闊處，或以法蓮門的寬闊處  
搭棚。從擄到之地歸回的全會眾搭棚。從擄到之地歸回的全會眾  
就搭棚，住在棚裏。就搭棚，住在棚裏。



從嫩的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到這從嫩的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到這  
日，以色列人沒有這樣行。於是日，以色列人沒有這樣行。於是  
眾人大大喜樂。從頭一天直到末眾人大大喜樂。從頭一天直到末  
一天，以斯拉每日念神的律法一天，以斯拉每日念神的律法  
書。眾人守節七日，第八日照例書。眾人守節七日，第八日照例  
有嚴肅會。」有嚴肅會。」



當神的話臨眾民，百姓就順服取當神的話臨眾民，百姓就順服取  
樹枝，在房頂、院內、神殿的院樹枝，在房頂、院內、神殿的院  
內，水門寬闊處支搭帳棚。內，水門寬闊處支搭帳棚。

「棚」是可移動的，表示沒有安「棚」是可移動的，表示沒有安  
定的生活。當聖城修妥後，百姓定的生活。當聖城修妥後，百姓  
守住棚節，感恩於上帝的帶領、守住棚節，感恩於上帝的帶領、  
保守和眷顧。保守和眷顧。



從嫩的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到這從嫩的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到這  
日，以色列人沒有這樣行。日，以色列人沒有這樣行。

並非過去以色列人未守過住棚並非過去以色列人未守過住棚  
節，所羅門時代及所羅巴伯歸回節，所羅門時代及所羅巴伯歸回  
後都守過住棚節，但聖經並未記後都守過住棚節，但聖經並未記  
載如此載如此全面性全面性的支搭帳棚。其次的支搭帳棚。其次  
是節期中的每一天，以斯拉都誦是節期中的每一天，以斯拉都誦  
讀律法書也是首見。讀律法書也是首見。



六六、結論、結論  
當聖殿和聖城重建修復以後，歸當聖殿和聖城重建修復以後，歸  
回百姓靈性的復興更是重要課回百姓靈性的復興更是重要課  
題，神藉著以斯拉尼希米兩位僕題，神藉著以斯拉尼希米兩位僕  
人再次傳達祂藉摩西所傳的律人再次傳達祂藉摩西所傳的律  
法。人靈魂的甦醒與復興，有幾法。人靈魂的甦醒與復興，有幾  
項重要原則：項重要原則：



1.1.  認識神的律法認識神的律法  
羅羅10:1410:14--1515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  
呢？未曾聽見他，怎能信他呢？呢？未曾聽見他，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見呢？若沒沒有傳道的，怎能聽見呢？若沒  
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  
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  
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羅羅 10:1610:16--1717  
只是人沒有都聽從福音，因為以只是人沒有都聽從福音，因為以  
賽亞說：「主啊，我們所傳的有賽亞說：「主啊，我們所傳的有  
誰信呢？」可見信道是從聽道來誰信呢？」可見信道是從聽道來  
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來的。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來的。



所以，要認識神的律法必須有：所以，要認識神的律法必須有：  
（（11）忠心教導神律法的人）忠心教導神律法的人  
（（22）人謙卑受教學習的心）人謙卑受教學習的心



2. 2. 團隊的事奉團隊的事奉  
以斯拉、尼希米、利未人一同配以斯拉、尼希米、利未人一同配  
搭、合作分工。以斯拉宣讀律搭、合作分工。以斯拉宣讀律  
法，利未人進一步的教導。法，利未人進一步的教導。  
同時以斯拉還餵養宗族領袖、祭同時以斯拉還餵養宗族領袖、祭  
司和利未人的屬靈需要，顯見這司和利未人的屬靈需要，顯見這  
是一個能配搭使教導落實的團隊是一個能配搭使教導落實的團隊



3. 3. 律法的生活應用律法的生活應用  
聖靈使百姓聽了律法以後「畏聖靈使百姓聽了律法以後「畏  
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  
己。」認罪禱告（第九章）己。」認罪禱告（第九章）  
他們從教導中得著神的喜樂、力他們從教導中得著神的喜樂、力  
量，歡喜快樂守吹角節、住棚量，歡喜快樂守吹角節、住棚  
節、與人分享上帝的恩典（美食節、與人分享上帝的恩典（美食  
佳餚），也記念神的眷顧。佳餚），也記念神的眷顧。



4. 4. 每日宣講神的律法每日宣講神的律法  
申申 31:1031:10--1111  
摩西吩咐他們說：「每逢七年的摩西吩咐他們說：「每逢七年的  
末一年，就在豁免年的定期住棚末一年，就在豁免年的定期住棚  
節的時候，以色列眾人來到耶和節的時候，以色列眾人來到耶和  
華─你華─你  神所選擇的地方朝見神所選擇的地方朝見  
他。那時，你要在以色列眾人面他。那時，你要在以色列眾人面  
前將這律法念給他們聽。前將這律法念給他們聽。



申申 31:1231:12--1313  
要招聚他們男、女、孩子，並城要招聚他們男、女、孩子，並城  
裏寄居的，使他們聽，使他們學裏寄居的，使他們聽，使他們學  
習，好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謹習，好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謹  
守、遵行這律法的一切話，也使守、遵行這律法的一切話，也使  
他們未曾曉得這律法的兒女得以他們未曾曉得這律法的兒女得以  
聽見，學習敬畏耶和華你們的聽見，學習敬畏耶和華你們的  
神，在你們過約旦河要得為業之神，在你們過約旦河要得為業之  
地，存活的日子，常常這樣行。地，存活的日子，常常這樣行。



住棚節七日，以斯拉每日宣讀神住棚節七日，以斯拉每日宣讀神  
的律法。舊約規定每七年末的住的律法。舊約規定每七年末的住  
棚節需要宣讀律法給神的百姓，棚節需要宣讀律法給神的百姓，  
使他們學習、敬畏神和遵行神的使他們學習、敬畏神和遵行神的  
律法。律法。((申申31:1031:10--13)13)  
百姓守住棚節表示對神的信靠、百姓守住棚節表示對神的信靠、  
對神話語的尊崇、以及樂於遵行對神話語的尊崇、以及樂於遵行  
神的話的敬虔。神的話的敬虔。



5. 5. 屬靈復興的原則：屬靈復興的原則：  
(1) (1) 認識神的律法：教導、學習認識神的律法：教導、學習  
(2)(2)律法的生活應用：常常喜樂、律法的生活應用：常常喜樂、  

不住禱告、凡事謝恩。不住禱告、凡事謝恩。  
(3)(3)每日宣講神的律法：每日的靈每日宣講神的律法：每日的靈  

修讀經禱告。修讀經禱告。  
(4)(4)團隊的事奉：傳道人、長執、團隊的事奉：傳道人、長執、  

同工的配搭。同工的配搭。



下週聖樂崇拜領會下週聖樂崇拜領會  
停課一次停課一次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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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木臺上宣讀律法��木臺大小不是供一個人站的講台，上面總共站了14個人。「木臺」原文有「瞭望台」的意思，所以此木臺應該有相當高度和面積。足以讓所有的會眾看到他們。
	�(2) 木臺上的十三個人��聖經並未記載他們的背景，很可能是會眾的代表，而不是有特殊職分的祭司或利未人。��這十三個人分站以斯拉的兩側，右邊六位，左邊七位。
	(3) 民眾的敬畏��當以斯拉把律法書展開的時候，百姓都站起來。��以斯拉以站立的姿勢宣讀神的話以表恭敬，當律法書展開時時，百姓顯出肅立敬畏的態度。
	2. 稱頌耶和華��尼八6「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的    神；眾民都舉手應聲說：『阿們！阿們！』就低頭，面伏於地，敬拜耶和華。」��(1) 稱頌耶和華為至大的神，是�    宣讀律法書前的慣例。
	(2) 百姓的回應��①舉手：有敬拜、信靠、順服�                 的意思。�②言語：阿們為同意的意思�③謙恭：低頭、面伏於地是表�                達對上帝的敬拜、謙�                卑、誠心。
	（三）會眾明白律法書�尼八7-8「耶書亞、巴尼、示利比、雅憫、亞谷、沙比太、荷第雅、瑪西雅、基利他、亞撒利雅、約撒拔、哈難、毘萊雅，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們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書，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以斯拉和十三個人在木臺上宣�    讀律法，接續有利未人穿梭於�    百姓中教導律法，使人明白。��2. 清清楚楚的念：宣讀律法要口�    齒清晰、按照分段、沒有錯誤�    的朗讀，使聽的人明白。�
	3. 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律法�    有時需要解釋說明，使人領悟�    明白。 �4. 十三個人是利未人，並非十三�    個人和利未人。「和」是「就�    是」的意思。�5. 十三個人中有九位在尼希米記�    中其他經文有出現。
	投影片編號 22
	四、百姓回應律法書�（一）悲哀的心情��尼八9「省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並教訓百姓的利未人，對眾民說：『今日是耶和華─你們    神的聖日，不要悲哀哭泣。』這是因為眾民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
	尼八10 �又對他們說：『你們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因為今日是我們主的聖日。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尼希米和以斯拉的名字同登舞�    台事奉。�2. 以斯拉在歸回後十三年，在客�    觀環境都預備好之後，向百姓�    宣講律法。�3. 以斯拉、尼希米及利未人構成�    團隊的服事。
	4. 七月初一日是吹角節，律法要求�    要守為「聖安息日」，百姓要歡�    喜快樂。�5. 眾民聽到律法上的話都悲哀哭�    泣、憂愁，是因為他們知道得罪�    神，沒有遵守律法上的話。�6. 聖安息日要獻平安祭，是新年歡�    慶的日子，要吃美食喝甘甜的飲�    料。
	7. 歡喜快樂、享受美酒佳餚的同�    時，要記念缺乏沒有能力預備食�    物過節的人，與他們一同分享。��8. 即便在悲傷中，在上帝恩典裡，�    以色列百姓歸回、建殿、建城、�    安居樂業重新出發，一切都是神�    的作為，故靠主喜樂。
	（二）喜樂的分享�尼 8:11-12 �於是利未人使眾民靜默，說：「今日是聖日；不要作聲，也不要憂愁。」眾民都去吃喝，也分給人，大大快樂，因為他們明白所教訓他們的話。�
	神的百姓聽聞律法，明白領受，守吹角節，預備美食分贈給窮乏需要的人。百姓大大歡樂，因為他們領受神的話，活在神的心意中。
	五、守住棚節��律法書的宣讀，百姓歡慶新年吹角節。他們飢渴慕義，領受真理，遵行真理，是一波屬靈的大復興。��百姓也從消極聆聽到積極追求真理，由於屬靈領袖的自覺，更帶出第二波的復興---守住棚節。
	�尼 8:13-14 �「次日，眾民的族長、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裏，要留心聽律法上的話。他們見律法上寫著，耶和華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節住棚，」
	尼 8:15 �並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傳報告說：「你們當上山，將橄欖樹、野橄欖樹、番石榴樹、棕樹，和各樣茂密樹的枝子取來，照著所寫的搭棚。」
	（一）律法書的教導�1. v12次日（七月初二日）族長、�    祭司、利未人聚集到以斯拉那�    要聽律法上的話。�2. 除了宗教人士外，家族領袖也�    看重律法上的話。（族長）�3. 歸回百姓要守住棚節。
	投影片編號 34
	利 23:33-36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節，要在耶和華面前守這節七日。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內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第八日當守聖會，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這是嚴肅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
	利 23:37-38 「這是耶和華的節期，就是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要將火祭、燔祭、素祭、祭物，並奠祭，各歸各日，獻給耶和華。這是在耶和華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們的供物和所許的願，並甘心獻給耶和華的以外。
	利 23:39-40「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就從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第一日為聖安息；第八日也為聖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棕樹上的枝子，與茂密樹的枝條並河旁的柳枝，在耶和華─你們的　神面前歡樂七日。
	利 23:41-43 「每年七月間，要向耶和華守這節七日。這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你們要住在棚裏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裏，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曾使他們住在棚裏。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守住棚節的意義---感恩��1. 慶祝豐收：收藏產物。�2. 記念出埃及時，神在曠野眷顧他�    們住在棚裡。�3. 住棚節和逾越節、五旬節為以色�    列人三大重要節期，必須到耶路�    撒冷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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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結論�當聖殿和聖城重建修復以後，歸回百姓靈性的復興更是重要課題，神藉著以斯拉尼希米兩位僕人再次傳達祂藉摩西所傳的律法。人靈魂的甦醒與復興，有幾項重要原則：
	 認識神的律法�羅10:14-15�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 10:16-17�只是人沒有都聽從福音，因為以賽亞說：「主啊，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所以，要認識神的律法必須有：��（1）忠心教導神律法的人��（2）人謙卑受教學習的心��
	2. 團隊的事奉��以斯拉、尼希米、利未人一同配搭、合作分工。以斯拉宣讀律法，利未人進一步的教導。��同時以斯拉還餵養宗族領袖、祭司和利未人的屬靈需要，顯見這是一個能配搭使教導落實的團隊
	3. 律法的生活應用��聖靈使百姓聽了律法以後「畏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認罪禱告（第九章）�他們從教導中得著神的喜樂、力量，歡喜快樂守吹角節、住棚節、與人分享上帝的恩典（美食佳餚），也記念神的眷顧。
	4. 每日宣講神的律法��申 31:10-11�摩西吩咐他們說：「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住棚節的時候，以色列眾人來到耶和華─你　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那時，你要在以色列眾人面前將這律法念給他們聽。
	申 31:12-13 �要招聚他們男、女、孩子，並城裏寄居的，使他們聽，使他們學習，好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謹守、遵行這律法的一切話，也使他們未曾曉得這律法的兒女得以聽見，學習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在你們過約旦河要得為業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這樣行。
	住棚節七日，以斯拉每日宣讀神的律法。舊約規定每七年末的住棚節需要宣讀律法給神的百姓，使他們學習、敬畏神和遵行神的律法。(申31:10-13)��百姓守住棚節表示對神的信靠、對神話語的尊崇、以及樂於遵行神的話的敬虔。
	5. 屬靈復興的原則：��(1) 認識神的律法：教導、學習�(2)律法的生活應用：常常喜樂、�     不住禱告、凡事謝恩。�(3)每日宣講神的律法：每日的靈�     修讀經禱告。�(4)團隊的事奉：傳道人、長執、�     同工的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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