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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記第一章 1 - 4

1 波斯王古列元年，

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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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下詔通告全國說：

2「波斯王古列如此說：2「波斯王古列如此說：

『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

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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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神的殿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殿，

只有他是神。願神與這人同在。

凡剩下的人 無論寄居何處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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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另外也要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獻上禮物。』」

‧以斯拉的貢獻‧有歷史眼光 ‧關心上帝的家 ‧信靠且禱告 ‧看重上帝心意

1. 讓第二批歸回的奉獻，帶回耶路撒冷聖殿裡面

以色列亡國後七十年，以色列亡國後七十年

第一批歸回的所羅巴伯，以斯拉是第二批歸回的

2 把聖殿的器皿，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王擄走的，2. 把聖殿的器皿，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王擄走的，

帶回聖殿歸還

3 在約但河西邊 設立士師跟審判官來管理河西的百姓3. 在約但河西邊，設立士師跟審判官來管理河西的百姓

4. 教導他們回去讀神的話，

讓以色列人在第二聖殿之前，

沒有聖殿、沒有聖地，

 保持信仰的活潑跟純淨

 成立猶太會堂 ─ 以斯拉記八到十章

‧以斯拉的貢獻‧有歷史眼光 ‧關心上帝的家 ‧信靠且禱告 ‧看重上帝心意

他回去重新寫歷代志，代下卅六22-23跟拉一 1-4完全一樣，

如果沒有以斯拉記載歷代志上下，如果沒有以斯拉記載歷代志上下

就不會有亞當家譜一直到歸回，救恩的歷史會斷掉

五經跟正典的保護，信仰團體有正典，都會有危機五經跟正典的保護 信仰團體有正典 都會有危機

他影響非常深遠，是一個投入聖經教導的人。

透過他 上帝要呼召你成為聖經教導者透過他，上帝要呼召你成為聖經教導者，
不只是做行政的事情，更重要是教導、訓練，

讓他們有敬拜 有訓練 等候耶穌第 次再來讓他們有敬拜、有訓練，等候耶穌第二次再來

讓神的話，都看到以斯拉的痕跡

你能數算一棵樹上有幾個果子，
但你不能數算一個果子裡面有幾棵樹。

代代傳下去，以斯拉的影響力影響到現在。



‧以斯拉的貢獻‧有歷史眼光‧關心上帝的家 ‧信靠且禱告 ‧看重上帝心意

主前 586 亡國，539 古列滅掉巴比倫，

下詔之後，538、537、536 回來，

520 哈該、撒迦利亞出來，鼓勵他們重新建聖殿重新建聖殿。。

以斯拉是外邦出生的，以斯拉是外邦出 的

458 亡國已經一百多年，回來以後，
古列下詔讓他們歸回、建聖殿的事情，統統記下來古列下 讓他們歸 建聖殿的事情 統統記下來

也記歷代志上下，從上帝造亞當、亞伯拉罕、

西乃之約、大衛之約、亡國、歸回

他等於回溯歷史，

西乃之約 大衛之約 亡國 歸回

看看過去上帝如何在歷史做事；

歷代志上下就記載 ─
上帝的守約、等待、寬容、憐恤

‧以斯拉的貢獻‧有歷史眼光‧關心上帝的家 ‧信靠且禱告 ‧看重上帝心意

以斯拉記 一到十章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 到六章 ─ 歷史的回顧，重點是聖殿的重建聖殿的重建第一部分 一到六章 ─ 歷史的回顧，重點是聖殿的重建聖殿的重建

一到二章 ─ 被擄歸回

三到四章 聖殿開始重建三到四章 ─ 聖殿開始重建

五到六章 ─ 聖殿重建完成

包括大衛預備建殿 所羅門王蓋聖殿 現在重新建造

下半段 七到十章 ─ 

包括大衛預備建殿、所羅門王蓋聖殿、現在重新建造

以斯拉用第一人稱記載歸回之後的史實

七到八章 ─ 以斯拉的歸回

九到十章 ─ 以斯拉的復興

第十章 ─ 禱告

記載歸回之後的歷史

‧以斯拉的貢獻‧有歷史眼光‧關心上帝的家 ‧信靠且禱告 ‧看重上帝心意

上帝不只是在以色列，藉著新約、舊約、教會歷史，

影響馬禮遜、唐朝的景教，台灣的馬偕、馬雅各、戴德生，

過去中國的歷史基督徒如何事奉，義和團事件…
影響到福音大爆炸，以斯拉提醒，不能忘記歷史！

有人問索忍尼辛 ─ 常講過去不是很痛苦嗎？

他說 ─ 講過去很痛苦，如果忘記過去會更痛苦，他說 講過去很痛苦 果忘記過去會更痛苦

講過去好像失去了一個眼睛

不講過去，等於失去兩個眼睛不講過去 等於失去兩個眼睛

以斯拉記就是有歷史眼光的文士，

好讓歸回的子孫，不要忘記老祖先。好讓歸回的子孫，不要忘記老祖先

求主幫助，要被上帝用、作一個聖經教導者，

一定要對聖經、上帝的作為，特別下工夫，一定要對聖經、上帝的作為，特別下工夫，

委身、瞭解、自己得著，才有辦法得著別人。

‧以斯拉的貢獻 ‧有歷史眼光‧關心上帝的家‧信靠且禱告 ‧看重上帝心意

在馬索拉抄本希伯來文聖經的原文，

以斯拉記跟尼希米記是擺在一起的，

 以斯拉記第二章跟尼希米記第七章歸回的名單，完全相同完全相同

 尼希米記第八章 ─ 尼希米邀以斯拉來講道，

帶來了復興、認罪、簽約、悔改

他們配合在一起，兩本書很接近，都是關心上帝的家上帝的家

以斯拉受高等教育、知識分子，

上帝在不同地方裝備基督徒，成為牧師、教師，上帝在不同地方裝備基督徒 成為牧師 教師

他是被擄的人，就在外邦受亞蘭文的裝備。

以斯拉記記載官方文獻、重要的經文是用亞蘭文寫的以斯拉記記載官方文獻 重要的經文是用亞蘭文寫的

上帝也藉著他寫摩西五經的律法相關，包括 ─
逾越節、除酵節，這些經文用希伯來文寫的，逾越節、除酵節，這些經文用希伯來文寫的，

好讓神的家被擄歸回之後，不要忘記上帝的作為



‧以斯拉的貢獻 ‧有歷史眼光‧關心上帝的家‧信靠且禱告 ‧看重上帝心意

第四章是用主題的方式、而不是用年代的方式來寫，
把歷世歷代攻擊教會、攻擊屬神的百姓的主題串在一起，

連著歷史、很誠實記載被擄歸回的這些人 ─
從古列之後、亞哈隨魯王、亞達薛西王

被外邦 ─ 特別撒瑪利亞人，如何抵擋的歷史

讓屬神的百姓不要忘記外面有仇敵，

有很多外面的挑戰、攻擊、試探、危險。

被上帝用的人要留意，神家的外面…在影響到教會…

可是又說上帝掌權，好讓後面的讀者看到 ─
上帝在過去如何掌權，仍然在現在！上帝在過去如何掌權 仍然在現在！

只要有人有那種敏感性知道 ─
教會在面臨大風雨當中，外面的風暴是什麼？教會在面臨大風雨當中，外面的風暴是什麼？

委身在作聖經教導的人，要關心神家的事。

‧以斯拉的貢獻 ‧有歷史眼光‧關心上帝的家‧信靠且禱告 ‧看重上帝心意

 尼希米記第八章 ─ 用神的話來教導屬神的百姓，

他關心神家的百姓被建造，

不要被異教之風搖來搖去

以斯拉記強調大衛跟他的王朝，

注重聖殿、族譜

十8 凡不遵首領和長老所議定、十8 凡不遵首領和長老所議定、

三日之內不來的，就必抄他的家。
報應神學

反撒瑪利亞，因為撒瑪利亞攻擊以色列，

讓建聖殿的屬神百姓瓦解

萬一上帝給你高地位的人，

不要關心自己的王位、官位、政治生涯，不要關心自己的王位 官位 政治生涯

卻不關心神家的事。

‧以斯拉的貢獻 ‧有歷史眼光 ‧關心上帝的家‧信靠且禱告‧看重上帝心意

七10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

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

他是個學者、是禱告的人，當他們要回來的時候…

八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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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他使我們和婦人孩子，並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

禱告特別浮顯在第九章 ─ 被擄歸回的裡面禱告特別浮顯在第九章 被擄歸回的裡面

包括祭司、利未人，仍然跟當地人 ─
包括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異族通婚，包括迦南人 赫人 比利洗人 異族通婚

他就很痛苦，他禱告，禱告結果，

第十章 ─ 很多人說：我們要悔改了，第十章 很多人說 我們要悔改了

要切掉跟異族通婚的關係，然後就簽約。

‧以斯拉的貢獻 ‧有歷史眼光 ‧關心上帝的家‧信靠且禱告‧看重上帝心意

一個神學問題 ─ 我們現在信耶穌了，

可不可以用這個條例，跟配偶離婚嗎？

 林前林前第七章 ─ 除非配偶心甘情願要離婚，否則不要離婚。

這邊是特殊情形，以斯拉說 ─
主前 931 王國分裂到亡國，是因為所羅門王跟異族通婚，

婚姻影響到靈性，國家分成兩半、相繼亡國；婚 影響到靈 國家 成 半 相 國

現在我們亡國之後歸回的百姓，可以再繞歷史一趟嗎？

怎可再試探上帝？怎可再得罪祂呢？

以斯拉記第十章 ─ 簽約，跟異族通婚應當簽離婚證書，

不應當成為現在新約教會的典範。

怎可再試探上帝？怎可再得罪祂呢？

不應當成為現在新約教會的典範。

我們的典範除非他自己要、有婚外的性行為、有暴力，

否則神的兒女不會因為信仰緣故，跟配偶離婚。否則神的兒女不會因為信仰緣故，跟配偶離婚。

瞭解歷史特殊處境，用特殊處理方法，不是變成常態。



‧以斯拉的貢獻 ‧有歷史眼光 ‧關心上帝的家‧信靠且禱告‧看重上帝心意

以斯拉聽到異族通婚的事情，都是祭司、利未人的時候，

他先禱告，那個禱告的心情會讓你發覺他非常委身…

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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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的罪孽滅頂…
其實他沒有

他把自己擺進去，

除了委身以外他也信靠…

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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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仍然寬容我們、愛我們，因此可以信靠上帝。

‧以斯拉的貢獻 ‧有歷史眼光 ‧關心上帝的家‧信靠且禱告‧看重上帝心意

他持久禱告他持久禱告…

十1-3a 以斯拉禱告，認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時候，

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裡，眾民無不痛哭。

現在當與我們的神立約，休這一切的妻…按律法而行。

祈禱跟傳道、教導跟禱告，是一體的兩面，

要在禱告托住講道的影響力要在禱告托住講道的影響力

要肯在暗處在萬王之王面前跪下來禱告，

才可以在人間君王面前講道責怪他們才可 在人間君王面前講道責怪他們

慕迪 ─ 我一次禱告不超過五分鐘，我不超過五分鐘不禱告的。

戴德生 ─ 我在中國數十年，沒有一天太陽還沒有起來之前，戴德生 我在中國數十年 沒有 天太陽還沒有起來之前

上帝不聽著我跪著為中國禱告一個清晨的。

委身信靠、禱告恆久，是以斯拉祭壇上的痕跡，委身信靠、禱告恆久，是以斯拉祭壇上的痕跡，

是投身聖經教導的人，被上帝用的關鍵。

‧以斯拉的貢獻 ‧有歷史眼光 ‧關心上帝的家 ‧信靠且禱告‧看重上帝心意

應許 應驗1. 應許跟應驗

一1a 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

2. 要聖潔 ─ 不聖潔的要簽離婚、墮落的要切開

3 同心跟團隊3. 同心跟團隊

三1 ─ 他們如何同心、他們如何建聖殿

三3 ─遵行神的話、如何奉獻三3  遵行神的話、如何奉獻

三8-9 ─ 同心建聖殿，哈該、撒迦利亞如何幫助他們

聖經教導的人要有國度概念，不要建立自己的小派系聖經教導的人要有國度概念，不要建立自己的小派系

4. 困難跟得勝

第四章沿著歷史記載 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挑戰第四章沿著歷史記載，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挑戰，

上帝如何掌權，鼓勵屬神的百姓不要怕外面的困難。

戴德生 上帝的工作有三個階段戴德生 ─ 上帝的工作有三個階段，

不可能、很難、成了，作神工的必然會有挑戰

‧以斯拉的貢獻 ‧有歷史眼光 ‧關心上帝的家 ‧信靠且禱告‧看重上帝心意

5. 更新

以斯拉記藉著聖經的話 ─ 更新，以斯拉記藉著聖經的話  更新
是猶太會堂的老祖宗、創始人，

但他說 ─ 他不是救主，但他說  他不是救主

聖殿後面預表的耶穌才是救主；

他要讓更新的百姓盼望上帝所預備的他要讓更新的百姓盼望上帝所預備的

彌賽亞耶穌，十字架上的那一位。

要被上帝用的人，

一定要找到你的祭壇，讓耶穌成為你的主宰，

跪在祂面前、被祂用，成為聖經教導的人。

上帝在找這種人 ─ 祭壇上投身就像以斯拉，

你願意成為這樣在中國教會訓練中國教會的信徒嗎？



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親愛的主，

幫助中國教會更多的領導、

禱告禱告
幫助中國教會更多的領導

更多的長執同工、平信徒、領袖出來，

成為聖經教導的人成為聖經教導的人。

在祭壇當中有國度眼光，

有禱告、有信靠、有仰望，

委身在耶穌面前，被主使用。

呼召我們成為二十一世紀

華人復興教會的一個平台。華人復興教會的 個平台。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