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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救恩的盼望 
 

四、 从被掳到静默时期 (587/600B.C. ~ 3A.D.) 

 

持守應許的神 

 

(拉 1:1-4) 1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耶 25:11; 但

9:1)，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2 “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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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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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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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囯猶大總共遭遇三次被擄 (606BC，597BC 和 586BC)。先知但以理是在 606BC (約雅敬第

三年)被擄(但 1:1)，在外邦王朝為神作見證。以西結先知是在 597BC，與約雅斤同時被擄

(結 1:1-3)，他被神放在巴比倫迦巴鲁河邊猶大民中為神作見證。以色列百姓也有三次囘歸：

所羅巴伯(拉 2:1-2, 尼布甲尼撒, 538B.C.), 以斯拉(拉 7:6-10, 亚达薛西, 458B.C.), 尼西米(尼 2:1-

11, 亚达薛西, 444B.C.) 從第一次被擄到由所羅巴伯帶領的第一次囘歸大約是七十年，應驗

了神藉耶利米給百姓的應許。 

 

以斯拉(耶和華幫助)與尼希米(耶和華安慰)是同一時期的人，一個囘歸修復耶和華的聖

殿，一個囘歸帶領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城墻。不僅如此，也帶領百姓在神面前宣讀神的律法

書，認罪悔改，潔净自己，重新與神立約。兩人所帶領的囘歸確實帶來以色列百姓的屬靈

的復興。但是，這個屬靈的復興能長久嗎？又能延續多久呢？ 

 

隱藏中仍做事的神 – 以斯帖記 

 

以斯帖記在猶太歷史的地位在於它記錄了猶太普珥節的由來。以斯帖記証明普珥節不是一

個虛搆的故事，而是真正在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對神的子民而言，以斯帖記所傳遞的信息

卻遠遠超過做為証据的記載文件的歷史價值。跟同時期的著作很不同的特點是，本書從頭

到尾沒有提到舊約中經常提到的耶和華，耶路撒冷，錫安等等詞彙。但是，整個事件的過

程卻到処可見全能的神如何保守祂的選民。藉著哈曼死在自己為末底改準備的木架上，也

讓我們看到神公義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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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掳后的先知书 

 

以西结书 

 

(11:14-19) 14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15 “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

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

的。’ 16 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

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做他们的圣所。’ 17 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

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 
18 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19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

将新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ref. 36:32; 耶 31:33-34) 
20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 21 至

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

的。” 

 

(17:22-24) 22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香柏樹梢擰去栽上，就是從儘尖的嫩枝中折一嫩

枝，栽於極高的山上。 23 在以色列高處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結果子，成為佳美的香柏

樹，各類飛鳥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蔭下。 24 田野的樹木都必知道我耶和華使高

樹矮小，矮樹高大，青樹枯乾，枯樹發旺。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行了。』」 

 

(20:40-44) 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

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初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 41 我从万民中领

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

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 42 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

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43 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

切恶事厌恶自己。 44 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

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34:22-24) 22 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 23 我必立

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 24 我耶

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 

 

(36:24-27) 24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25 我必用清水

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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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26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ref. 11:19; 耶 31:33-34) 27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

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37:4-6) 4 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 
5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6 我必给你们

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

道我是耶和华。’ 

 

(37:22-25) 22 ‘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

们不再为二国，决不再分为二国。 23 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

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

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24 ‘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

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25 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

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

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 

 

(43:1-5) 以後，他帶我到一座門，就是朝東的門。 2 以色列神的榮光從東而來，他的聲音如

同多水的聲音，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3 其狀如從前他來滅城的時候我所見的異象，那異

象如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的異象，我就俯伏在地。 4 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照入殿中。 
5 靈將我舉起，帶入內院，不料，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ref. 10:18-19 神離開聖殿) 

 

但以理书 

 

(9:24-27) 24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要止住罪過，除淨罪惡，贖盡

罪孽，引進永義，封住異象和預言，並膏至聖者。 25 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

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

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 26 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

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 
27 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可憎

的如飛而來，並且有憤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結局。」 

 

(10:4-6) 4 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邊， 5 舉目觀看，見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束

烏法精金帶。 6 他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如光明的銅，說話的

聲音如大眾的聲音。(ref. 啓 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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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1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

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2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

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3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哈该书 

 

(2:1-9) 1七月二十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 2 「你要曉諭猶大省長撒拉鐵的兒子

所羅巴伯和約薩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並剩下的百姓，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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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耶和華說：所羅

巴伯啊，雖然如此，你當剛強！約薩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啊，你也當剛強！這地的百

姓，你們都當剛強做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5 這是照著你們出

埃及我與你們立約的話，那時我的靈住在你們中間。你們不要懼怕！ 6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

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滄海與旱地。 7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

來，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8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

子也是我的。 9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

和華說的。』」 

 

撒迦利亚书 

 

(3:1-5) 1天使又指給我看，大祭司約書亞站在耶和華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約書亞的右

邊，與他作對。 2 耶和華向撒旦說：「撒旦哪，耶和華責備你，就是揀選耶路撒冷的耶和

華責備你！這不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嗎？」 3 約書亞穿著汙穢的衣服，站在使者面

前。 4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說：「你們要脫去他汙穢的衣服。」又對約書亞說：「我使你

脫離罪孽，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 5 我說：「要將潔淨的冠冕戴在他頭上。」他們就

把潔淨的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華美的衣服。耶和華的使者在旁邊站立。 

 

(3:8-10) 8 「大祭司約書亞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當聽（他們是做預兆的）：我必使

我僕人大衛的苗裔發出。 9 看哪，我在約書亞面前所立的石頭，在一塊石頭上有七眼。萬

軍之耶和華說：我要親自雕刻這石頭，並要在一日之間除掉這地的罪孽。 10 當那日，你們

各人要請鄰舍坐在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9:9) 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

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10:4) 4 房角石、釘子、爭戰的弓和一切掌權的都從他(猶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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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3) 12 我對他們說：「你們若以為美，就給我工價；不然，就罷了。」於是他們給了

三十塊錢，作為我的工價。 13 耶和華吩咐我說：「要把眾人所估定美好的價值丟給窯

戶。」我便將這三十塊錢，在耶和華的殿中丟給窯戶了。 

 

(12:10) 10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

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 

 

(14:6-11) 4 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東

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5 「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

因為山谷必延到亞薩。你們逃跑，必如猶大王烏西雅年間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樣。」耶和華

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 6 那日必沒有光，三光必退縮。 7 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

道的，不是白晝，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 8 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

半往東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9 耶和華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華必為獨

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的。 10 全地，從迦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臨門，要變為亞

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從便雅憫門到第一門之處，又到角門，並從哈楠業樓直

到王的酒榨。 11 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詛，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 

 

玛拉基书 

 

(3:1-4)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

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2 「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

呢？他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因為他如煉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鹼。 3 他必坐

下如煉淨銀子的，必潔淨利未人，熬煉他們像金銀一樣，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和華。 
4 那時猶大和耶路撒冷所獻的供物必蒙耶和華悅納，彷彿古時之日，上古之年。」 

 

(4:1-5) 萬軍之耶和華說：「那日臨近，勢如燒著的火爐，凡狂傲的和行惡的必如碎秸，在

那日必被燒盡，根本、枝條一無存留。 2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

其光線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肥犢。 3 你們必踐踏惡人，在我所定的日

子，他們必如灰塵在你們腳掌之下。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4 「你們當記念我僕人摩西

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為以色列眾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5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

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 6 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

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静默的两约之间 – 神在两约之间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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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瑪拉基書到耶穌降生有大約 430 年，這段時間被稱為沉默的四百年。沉默是因為在這段

期間神完全沒有任何啓示，沒有話語，是沉默的。但是，神的沉默並不代表神不做任何

事。(約 5:17)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這沉默的四百年正是神看不見的手，預

備人心迎接彌賽亞，神的兒子道成肉身帶來救恩的時期。 

  

政治的变迁 

 

《波斯》主前五三八年波斯王古列打败巴比伦後，犹太人便归波斯管辖。神兴起波斯应验

了祂对巴比伦的惩罚和犹太人被掳七十年之后归回故土的应许。波斯帝国的亚兰文也成了

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日用语。 

《希腊帝国》随著亚历山大大帝带领的希腊的兴起，波斯帝国也难逃灭亡的厄运。被希腊

统治之后，犹太人自此亦深受希腊文化的冲击。亚历山大去逝后(322B.C.)，疆土由几位将

领瓜分为四个王国。 

《多利买王朝》起初统治巴勒斯坦的多利买王朝采用怀柔政策；旧约圣经的希腊文七十士

译本，相传就是多利买二世谕令筹措翻译的。 

《西流古王朝》198B.C.，叙利亚的西流古王朝打败多利买王朝成为巴勒斯坦的新统治

者；为了对抗多利买王朝与西方新兴的势力罗马，力图以希腊文化统一国家，巩固内政。

167B.C.，安提阿古四世甚至毁灭犹太人的圣经、禁守摩西律例，强迫犹太人全盘希腊

化，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内设坛祭祀希腊的假神！ 

 《玛加比王朝》安提阿古四世的压迫，犹太人揭竿起义，在祭司马提亚与其五子的领导

下，成功地推翻叙利亚的统治，日後更取得独立，与罗马结盟，世袭统治。这些人後来独

揽大权，身兼君王与大祭司之职，日趋腐败跟希腊化。不仅如此，到了主前六十年代，更

有兄弟阋墙的情形，终导致罗马将军庞培於主前六十三年插手干预，挥军攻入耶路撒冷。

从此，巴勒斯坦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隶属叙利亚省。 

 《罗马》主前三十年左右，经过多年的内战，罗马政权终告稳定，由该撒亚古士督统治

全国。与此同时，罗马政府也任用当地人来驾驭子民；以巴勒斯坦来说，以土买人希律获

准称王达四十年之久。除了任用当地人之外，罗马帝国也往往沿用旧有的统治架构，例如 

耶路撒冷的公会仍是巴勒斯坦犹太人最高的民事、宗教法庭，圣殿的大祭司仍是最高宗教

领袖。在种种措施下 ， 罗马的统治相当稳定，人民（尤其是罗马籍公民）可享有法律保

护。此外，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不仅方便调动兵士镇压暴乱，便利旅游、邮递、更有利於

福音的传播。   

  

犹太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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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谷华人宣道会主日学 

 

宗教是犹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是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侨居外地的犹太人而言，

也是如此。在圣殿被毁，百姓被掳之后，在各地兴起的会堂成了犹太人敬拜的中心。就算

圣殿重建之后，各地的宗教生活依然以会堂为地方的敬拜中心。总的来说，不论是在巴勒

斯坦或外地，犹太教当一致地信奉摩西律法，一般对从事圣殿献祭的祭司、襄助圣殿事务

的利末人、在各地专职抄写与教导律法的文士都颇为尊崇，而耶路撒冷的公会与各地会堂

的管理、施法阶层，也都获百姓信服。这不是说犹太人宗教信仰完全相同，法利赛派和撒

都该派彼此有很大的分歧，对正典的范围，口头传统的权威性、天使与鬼魂的存在、复活

的可能性等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遵守律法的热忱也相异。 笼统地说，在被掳回归之

后，犹太人在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的信仰上，相较於之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但

是，在四百年之后，他们却有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