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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的贡献 ‧有历史眼光‧关心上帝的家‧信靠且祷告‧看重上帝心意
1. 让第二批归回的奉献，带回耶路撒冷圣殿里面
以色列亡国后七十年，
第一批归回的所罗巴伯，以斯拉是第二批归回的
2 把圣殿的器皿
2.
把圣殿的器皿，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掳走的，
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掳走的
带回圣殿归还
3 在约但河西边，设立士师跟审判官来管理河西的百姓
3.
在约但河西边 设立士师跟审判官来管理河西的百姓
4. 教导他们回去读神的话，
让以色列人在第二圣殿之前，
没有圣殿、没有圣地，
 保持信仰的活泼跟纯净
 成立犹太会堂 ─以斯拉记八到十章

波斯王古列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2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3 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殿
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
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
4 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
凡剩下的人 无论寄居何处
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
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
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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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的贡献 ‧有历史眼光‧关心上帝的家‧信靠且祷告‧看重上帝心意
他回去重新写历代志，代下卅六22-23 跟 拉一1-4 完全一样，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以斯拉记载历代志上下，
记载历代
，
 就不会有亚当家谱一直到归回，救恩的历史会断掉
 五经跟正典的保护，信仰团体有正典，都会有危机
他影响非常深远，是一个投入圣经教导的人。
透过他，上帝要呼召你成为
透过他
上帝要呼召你成为圣经教导者，
 不只是做行政的事情，更重要是教导、训练，
让他们有敬拜 有训练 等候耶稣第二次再来
让他们有敬拜、有训练，等候耶稣第二次再来
 让神的话，都看到以斯拉的痕迹
你能数算一棵树上有几个果子，
但你不能数算一个果子里面有几棵树。
代代传下去，以斯拉的影响力影响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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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 586 亡国，539 古列灭掉巴比伦，
下诏之后，538、537、536 回来，
520 哈该、撒迦利亚出来，鼓励他们重新建圣殿
重新建圣殿。
。
以斯拉是外邦出生的，
458 亡国已经一百多年，回来以后，
 古列下诏让他们归回、建圣殿的事情，统统记下来
古列
事情，统统
来
 也记历代志上下，从上帝造亚当、亚伯拉罕、
西乃之约、大卫之约、亡国、归回
乃之约、
之约、
、归
他等于回溯历史，
看看过去上帝如何在历史做事；
历代志上下就记载 ─
上帝的守约、等待、宽容、怜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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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只是在以色列，借着新约、旧约、教会历史，
上帝
色
新约
约
影响马礼逊、唐朝的景教，台湾的马偕、马雅各、戴德生，
过去中国的历史基督徒如何事奉，义和团事件…
影响到福音大爆炸，以斯拉提醒，不能忘记历史！
有人问索忍尼辛 ─ 常讲过去不是很痛苦吗？
他说 ─ 讲
讲过去很痛苦，如果忘记过去会更痛苦，
很痛苦， 果
痛苦，
 讲过去好像失去了一个眼睛
 不讲过去，等于失去两个眼睛
以斯拉记就是有历史眼光的文士，
好让归回的子孙 不要忘记老祖先
好让归回的子孙，不要忘记老祖先。
求主帮助，要被上帝用、作一个圣经教导者，
一定要对圣经 上帝的作为 特别下工夫
一定要对圣经、上帝的作为，特别下工夫，
委身、了解、自己得着，才有办法得着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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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记 一到十章分成两大部分，
第
第一部分
部分 一到六章
到六章 ─ 历史的回顾，重点是圣殿的重建
历史的回顾 重点是圣殿的重建
圣殿的重建
一到二章 ─ 被掳归回
三到四章 ─ 圣殿开始重建
五到六章 ─ 圣殿重建完成
包括大卫预备建殿 所罗门王盖圣殿 现在重新建造
包括大卫预备建殿、所罗门王盖圣殿、现在重新建造
 下半段 七到十章 ─
以斯拉用第一人称记载归回之后的史实
七到八章 ─ 以斯拉的归回
九到十章 ─ 以斯拉的复兴
第十章 ─ 祷告
记载归回之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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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索拉抄本希伯来文圣经的原文，
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摆在一起的，
 以斯拉记第二章 跟 尼希米记第七章 归回的名单，完全相同
完全相同
 尼希米记第八章 ─ 尼希米邀以斯拉来讲道，
带来了复兴、认罪、签约、悔改
他们配合在一起，两本书很接近，都是关心上帝
上帝的家
的家
以斯拉受高等教育、知识分子，
上帝在不同地方装备基督徒，成为牧师、教师，
他是被掳的人，就在外邦受亚兰文的装备。
 以斯拉记记载官方文献、重要的经文是用亚兰文写的
以斯拉记记载官方文献 重要的经文是用亚兰文写的
 上帝也借着他写摩西五经的律法相关，包括 ─
逾越节 除酵节 这些经文用希伯来文写的
逾越节、除酵节，这些经文用希伯来文写的，
好让神的家被掳归回之后，不要忘记上帝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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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是用主题的方式、而不是用年代的方式来写，
把历世历代攻击教会、攻击属神的百姓的主题串在一起，
 连着历史、很诚实记载被掳归回的这些人 ─
从古列之后、亚哈随鲁王、亚达薛西王
 被外邦 ─ 特别撒玛利亚人，如何抵挡的历史
让属神的百姓不要忘记外面有仇敌，
有很多外面的挑战、攻击、试探、危险。
被上帝用的人要留意，神家的外面…在影响到教会…

‧以斯拉的贡献 ‧有历史眼光‧关心上帝的家 ‧信靠且祷告‧看重上帝心意

 尼希米记第八章 ─ 用神的话来教导属神的百姓，

他关心神家的百姓被建造，
不要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
 以斯拉记强调大卫跟他的王朝，
注重圣殿、族谱
十8

报应神学

 反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攻击以色列，

可是又说上帝掌权，好让后面的读者看到 ─
上帝在过去如何掌权，仍然在现在！
只要有人有那种敏感性知道 ─
教会在面临大风雨当中，外面的风暴是什么？
委身在作圣经教导的人，要关心神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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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七10

他是个学者、是祷告的人，当他们要回来的时候…
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
那时
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
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克苦己心，
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
八21

祷告特别浮显在 第九章 ─ 被掳归回的里面
包括祭司、利未人，仍然跟当地人 ─
包括迦南人 赫人 比利洗人 异族通婚
包括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异族通婚，
他就很痛苦，他祷告，祷告结果，
第十章 ─ 很多人说：我们要悔改了，
很多人说：我们要悔改了
要切掉跟异族通婚的关系，然后就签约。

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
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
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

让建圣殿的属神百姓瓦解
万一上帝给你高地位的人，
不要关心自己的王位、官位、政治生涯，
却不关心神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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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神学问题 ─ 我们现在信耶稣了，
可不可以用这个条例，跟配偶离婚吗？
 林前
林前第七章 ─ 除非配偶心甘情愿要离婚，否则不要离婚。
 这边是特殊情形，以斯拉说 ─
主前 931王国分裂到亡国，是因为所罗门王跟异族通婚，
婚姻影响到灵性，国家分成两半、相继亡国；
现在我们亡国之后归回的百姓，可以再绕历史一趟吗？
怎可再试探上帝？怎可再得罪他呢？
─ 签约，跟异族通婚应当签离婚证书，
不应当成为现在新约教会的典范。
我们的典范除非他自己要、有婚外的性行为、有暴力，
否则神的儿女不会因为信仰缘故 跟配偶离婚
否则神的儿女不会因为信仰缘故，跟配偶离婚。
了解历史特殊处境，用特殊处理方法，不是变成常态。
以斯拉记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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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听到异族通婚的事情，都是祭司、利未人的时候，
他先祷告，那个祷告的心情会让你发觉他非常委身…
九6

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
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
的罪孽灭顶
其实他没有

他把自己摆进去，
除了委身以外他也信靠…
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与我们，
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
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
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
九8

上帝仍然宽容我们、爱我们，因此可以信靠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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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许跟应验
一1a

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2. 要圣洁 ─ 不圣洁的要签离婚、堕落的要切开
3 同心跟团队
3.
三1 ─ 他们如何同心、他们如何建圣殿
三3 ─ 遵行神的话、如何奉献
遵行神的话 如何奉献
三8-9 ─ 同心建圣殿，哈该、撒迦利亚如何帮助他们
圣经教导的人要有国度概念 不要建立自己的小派系
圣经教导的人要有国度概念，不要建立自己的小派系
4. 困难跟得胜
第四章沿着历史记载，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挑战，
沿着历史记载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挑战
上帝如何掌权，鼓励属神的百姓不要怕外面的困难。
戴德生 ─ 上帝的工作有三个阶段，
上帝的工作有三个阶段
不可能、很难、成了，作神工的必然会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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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持久祷告…
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
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众民无不痛哭。
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按律法而行。

十1-3a

祈祷跟传道、教导跟祷告，是一体的两面，
 要在祷告托住讲道的影响力
在祷
讲
影
 要肯在暗处在万王之王面前跪下来祷告，
才可 在 间君 面前讲道责怪他们
才可以在人间君王面前讲道责怪他们
慕迪 ─ 我一次祷告不超过五分钟，我不超过五分钟不祷告的。
戴德生 ─ 我在中国数十年，没有
我在中国数十年，没有一天太阳还没有起来之前，
天太阳还没有起来之前，
上帝不听着我跪着为中国祷告一个清晨的。

委身信靠、祷告恒久，是以斯拉祭坛上的痕迹，
是以斯拉祭坛上的痕迹
是投身圣经教导的人，被上帝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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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新
以斯拉记借着圣经的话 ─ 更新，
是犹太会堂的老祖宗、创始人，
但他说 ─他不是救主，
他不是救主，
圣殿后面预表的耶稣才是救主；
他要让更新的百姓盼望上帝所预备的

弥赛亚耶稣，十字架上的那一位。
要被上帝用的人，
一定要找到你的祭坛，让耶稣成为你的主宰，
跪在他面前、被他用，成为圣经教导的人。
上帝在找这种人 ─ 祭坛上投身就像以斯拉，
你愿意成为这样在中国教会训练中国教会的信徒吗？

亲爱的主，
帮助中国教会更多的领导、
更多的长执同工、平信徒、领袖出来，
成为圣经教导的人。
在祭坛当中有国度眼光，
有祷告、有信靠、有仰望，
委身在耶稣面前，被主使用。
呼召我们成为二十一世纪
华人复兴教会的 个平台。
华人复兴教会的一个平台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奉
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