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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猶太人從巴比倫返回耶路撒冷  12/9/18 
 

I.領袖：所羅巴伯及以斯拉-以斯拉記1-10章 

A.背景 

1. 以斯拉記與其他書卷的關係 

為了要了解這本書，我們必須了解以色列歷史中的三個時期大約有80到100年。 

a.第一段：以斯拉記與哈該書及撒迦利亞書之間的關係-以斯拉記1-6章 

這前六章，很明顯的是以斯拉親自寫的，但是所記載的事卻是在上一代所發生的。

這六章記載省長所羅巴伯，祭司約書亞帶領五萬猶太人回耶路撒冷建聖殿的過程及

遭遇，大約含蓋了20年的時間。此時，先知哈該被興起，他用言語及著作去鼓勵猶

太人重建聖殿，撒迦利亞也在同時代以神給他的異象及預言彌賽亞未來兩次的來

臨，來鼓勵猶太人去重建聖殿。 

 

b.第二段：以斯拉記與以斯帖記的關係-在以斯拉記第六與第七章之間 

那些自願從巴比倫回耶路撒冷的五萬人完成建殿以後六十年，聖經中對歷史的記

載，轉向留在波斯的以色列人。以斯帖記中的記載 就是這段時期的歷史。 

 

c.第三段：以斯拉記與尼希米記的關係-以斯拉記7-10章 

第七章中，以斯拉記載他在波斯王亞達薛西統治之下的生活，大約是在458BC。以

斯拉從巴比倫回到耶路撒冷，並帶著獻金去慰問並堅固那已經回國八十年之久的五

萬民愛國者。十年之後，仍然在亞達薛西王的統治之下，尼希米回國去重建耶路撒

冷的城牆，這重建城牆的過程記錄在尼希米記。 

 

2. 以斯拉記的作者 

這本書中，有些地方，我們看到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彼此互換，使有些人懷疑以斯拉是

否是本書的作者（ 以斯拉記7：28；10：1）。但是根據猶太人的傳統，從他的筆法上

的一致，可以確定整本書是由以斯拉所寫的，很可能是以斯拉自己寫了全書，但有些地

方他引用別人的記錄。以斯拉的祖先是一位很好的先知及大祭司-希勒家（王下22：

8）。在約西亞當猶大王時，他以神的話語帶來全國的復興。以斯拉被稱為文士（ 以斯

拉記7：6）。他利用被擄的日子，專心地讀神的話語，尤其是神的律法（ 以斯拉記7：

10），後來有許多人相信，以斯拉修正了歷代志上下，以斯拉很可能是詩篇119篇的作

者，毫無疑問，以斯拉對我們所讀的舊約，有很大的貢獻。 

以斯拉的意思是“幫助”，這本書是記錄神如何幫助他，他多次提到“耶和華他神的手

幫助他”（ 以斯拉記7:6,9,28;  8:18,22,31）。   以斯拉從神的話語得到幫助，他

也藉著神的話語幫助他周圍的人。   以斯拉以舊約影響了亞達薛西（ 以斯拉記7：6，

25），也以舊約鼓勵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以斯拉讀舊約給他們聽，引起他們的興趣

（尼希米記8：2-3，18）。他也看到必須把經文從希伯來文翻譯成亞蘭文（被擄時期所

用的語言），他也將其中的意義講述給他們聽﹐而導致靈命的復興（尼希米記8﹕8﹐

9：1-3）。今天也是一樣，真正的復興，必須從讀經開始。以斯拉也教導百姓們要禱

告，他自己在危機時的禱告記錄在以以斯拉記8：21。當他被敵對神的人所包圍時，他

向神禱告（ 以斯拉記9~10：1），以斯拉對金錢的使用非常地忠心，他也教導百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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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地管理金錢（ 以斯拉記8：33-36），他也幫助以色列人認罪並回到神的面前（ 以

斯拉記10：9-11）。神幫助以斯拉在他面臨極大的挑戰之下完成神托付給他的使命，這

不止是暫時的價值，更有那永恆的價值。 

 

生活應用： 

人們是否會以你是被神的話所充滿﹐而使人因你而得到幫助來描述你

呢？你是否以讀經來幫助你得到靈性的復興呢？你是否像以斯拉一樣引

起你的朋友、家人對神的話感到有興趣，並且願意去了解呢？別人是否

知道你是從神得到幫助，而你也願意幫助別人呢？ 

 

3. 以斯拉記的大綱 

這本書可以分成兩個部份，這兩部份相距60年，這本書是在記載猶太人兩次從巴比倫回

耶路撒冷的情況。 

第一部份：在所羅巴伯領導之下，猶太人第一次回耶路撒冷-以斯拉記1-6章 

a.詔令與出發-以斯拉記1-2章 

b.建祭壇與立聖殿的根基-以斯拉記3章 

c.撒瑪利亞人的反對-以斯拉記4章 

d.重建完成-以斯拉記5-6章 

第二部份：在以斯拉領導之下，猶太人第二次回耶路撒冷-以斯拉記7-10章 

a. 詔令與出發-以斯拉記7-8章 

b. 以斯拉為猶太人願意與撒瑪利亞人妥協向神禱告-以斯拉9章 

c. 悔改與重建-以斯拉記10章 

 

B. 在所羅巴伯領導之下，猶太人第一次回耶路撒冷-以斯拉記1-6章 

1.詔令與出發-以斯拉記1-2章 

a.塞魯士的詔令-以斯拉記1：1-4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塞魯士的詔令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先知以賽亞所預言，那時塞

魯士尚未出生，可能是在亞哈斯或希西家當政的時候。以賽亞預言神會因為以色列

的緣故興起塞魯士，他會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聖殿（以賽亞書45：1-4）。猶太人

的被擄與歸回都在還沒有發生以前就被先知們所預言（耶利米書25：11-12；29：

10-11）。在非宗教性的歷史中，記載塞魯士王改變從前亞述王及巴比倫王把被征

服的人擄到別地的政策，從世人的眼光來看這只是另外一個君王，因為宗教的緣故

而恩待被擄之人回到故鄉的例子。 

 

b.出發-以斯拉記1：5-11 

雖然王的詔令對以色列人有如此的恩惠，但大多數的以色列人並不急著出發返鄉，

此時的以色列人已經很安穩的定居下來，享受著比初期的移民舒適的生活，雖然如

此，他們卻很大方的捐獻來幫助那些決定返鄉的先鋒，也許是受到但以理的影響，

塞魯士親自把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城聖殿中掠奪來的器皿歸還（但以理書1：

21；10：1；以斯拉記1：7-11）。神稱這群先鋒“被神激動他心的人”（ 以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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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1：5）。神看重他們願意受苦的心志及看重神賜給他們的地土的心態。他們的名

字永遠地被記載在聖經中（以斯拉記2章）。大約有五萬人決定返鄉並加上婦人與

小孩，在這五萬人中，最重要的兩位領袖是所羅巴伯及約書亞。 

(1)省長所羅巴伯 

他也被稱為“猶大的首領設巴薩”，這是比巴倫人給他的名字，他在巴比倫出

生（王下24：8-16），他是大衛的後裔，是耶哥尼雅王的曾孫，所羅巴伯也列

在耶穌的家譜中（馬太福音1：12-13）。 

 

(2)祭司約書亞 

約書亞也可能是出生在巴比倫，他的父親約薩答在很年青的時候就被擄（歷上

6：15）。 

 

這兩位領袖可能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祖先的領土，他們將一起接受三種從神來的榮

耀，第一，他們將帶領第一批被擄而願意歸回的人回去；第二，成為先知哈該及撒

迦利亞所見的異象中永不朽壞的角色；第三，即使在不斷的掙扎，甚至看起來失敗

的情形下，他們有機會去完成被托付的使命。 

 

2.建立聖殿及祭壇的根基-以斯拉記3章 

經過了長途的跋涉及困難的生活，這一批先鋒隊終於回到耶路撒冷（ 以斯拉記3：1） 

，他們首先建祭壇，因為沒有為罪獻上贖罪祭以前的敬拜，是無法被神所接受的（希伯

來書9：22）。無論是在舊約中象徵性的獻祭或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獻上，永遠

獻上的贖罪祭（馬太福音26：28；希伯來書9：14），這是永遠不改變的真理。在祭壇

上為個人的罪獻祭以後，這些回歸的以色列人流著喜樂的眼淚，為建聖殿立下根基

（ 以斯拉記  3：8-10）。有些最後一批被擄的猶太人（大約在五十年前），他們仍然

記得以前耶路撒冷及所羅門王所建的聖殿的富麗堂皇。而現在；這聖殿的根基卻建立在

廢墟之中，這些人為過去榮耀流淚，有時很難區別喜極而泣或悲傷流淚(以斯拉記3：

10-13) 

 

3.從撒瑪利亞人來的反對以至停工-以斯拉記4章 

a.反對的人邀請妥協 

當他們興奮的，並且成功的立下了聖殿的根基以後，所羅巴伯及約書亞遭到困難，

起初是很微小的事，這些信仰混淆不清的撒瑪利亞人要求與猶太人合作，所羅巴伯

與約書亞很有智慧的拒絕了撒瑪利亞人，因為他們知道，猶太人之所以被放逐到外

邦就是因為他們拜偶像，他們不願意再冒如此的危險，在重建聖殿時犯同樣的罪。 

 

b.反對的人開始公開的攻擊-以斯拉記4：4，23-24 

所羅巴伯與約書亞的堅定立場並沒有給他們帶來祝福，相反的，他們卻受到更強烈

的攻擊（以斯拉記4：4）。如此的攻擊軟化了建築聖殿的人的手，他們的敵人寫了

一封自以為聰明的信給波斯王，誣告猶太人，這方法似乎很有效，這使神的工作停

了十六年，一直等到大烏利王第二年才復工（ 以斯拉記4：23-24），他們沒有把

誣告帶到神面前來（比較希西家王；王下19：14-15），沒有抓住神的應許而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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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他們輕意的放棄了（以弗所書6：10-13，說到藉著禱告來面對屬靈的爭

戰）。 

 

4.完成聖殿的重建-以斯拉記5，6章 

a.神藉先知撒迦利亞來鼓勵猶太人-撒迦利亞3-4章 

神使用看起來是失敗的情形彰顯祂的榮耀。 就是因為如此令人失望的狀況及對重

建聖殿強烈的反對，神興起了先知撒迦利亞及哈該來幫助他們的首領所羅巴伯及祭

司約書亞（以斯拉記5：1-2）。 

 

(1)對祭司約書亞的信息-以斯拉記3章 

祭司約書亞代表以色列的屬靈狀況，神給撒迦利亞一個異象，讓他知道在神的

眼中，他們過去的罪（撒瑪利亞人向波斯王的控訴-以斯拉記4章）已被洗淨，

根據撒迦利亞第三章祭司約書亞站在神的面前，身穿污穢的衣服（代表以色列

先前的罪），那控告人的撒但也站在那裡，但是神的使者（道成肉身以前的耶

穌基督）告訴撒但，神已經使以色列人脫離罪孽，在這異象中，這污穢的衣服

被華美的衣服所取代，並把潔淨的冠冕戴在他頭上（撒迦利亞書3：5），這異

象代表神已經除去了他們的罪，並且要在祂所應許之地重建以色列（撒迦利亞

書3：5-9）。 

 

(2)對首領所羅巴伯的信息-以斯拉記4章 

同樣的，神給撒迦利亞一個異象及應許來鼓勵所羅巴伯，雖然反對的勢力如高

山，阻擋建殿的進行，但撒迦利亞預言這高山將會變成為平地（撒迦利亞4：

7）。撒迦利亞書4：6“祂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

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就好

像神使用他去立聖殿的根基，神的靈也會幫助他去完成（撒迦利亞書4：9）。

所羅巴伯證實了神為了祂子民興起的工作，祂必定要成就。 

 

b.撒迦利亞預言所帶來的結果 

撒迦利亞的預言激勵所羅巴伯、約書亞及他們所帶領的百姓。當他們努力的工作，

不斷的禱告時，神親自來對付他們的敵人，雖然撒瑪利亞人再一次寫信給波斯王大

利烏控告以色列人（以斯拉記4：16-17），但這次大利烏王沒有同意撒瑪利亞人的

要求，反而要他們停止阻擾以色列人建聖殿的工作，並且讚許猶太人的工作，也要

求撒瑪利亞人提供建殿所需的材料，大利烏王甚至警告任何想阻擾這工程的人。所

羅巴伯、約書亞、撒迦利亞、哈該以及所有被擄回國的先鋒隊都得到鼓勵，現在他

們只要專心的來完成神要他們完成的工作，這次他們沒有流淚，只有以喜樂將聖殿

獻給神（以斯拉記6：16），他們也以喜樂的心來守逾越節（以斯拉記6：19-

22），就好像過去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應許之地，現在神拯救他們脫離敵人的

攻擊，過逾越節給他們帶來更新、更深的意義。 

 

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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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已經呼召你來服事祂，來完成祂給你的使命。神是否以祂的靈興起

你去帶領別人去重建祂的殿（林前3：10-15）？你是否在經歷勝利以後

卻又向反對的勢力妥協呢？你是否停止使你靈命更新的工作呢？或是你

持守神的應許也相信神的警告，因此藉著禱告在你面對反對的勢力時看

到祂的作為，如果神藉著你開始一個事工，祂的心意是要你去完成這工

作（腓立比書1：6），神給我們的工作是要我們建祂的聖殿、祂的教

會，你的角色是什麼呢？你是只顧著建立自己屬世的“房子”而不顧神

的殿嗎（哈該書1：4-9）？你是否因為自己沒有服事祂而不能得到祝福

而埋怨呢（哈該書1：6-10）？如果是這樣，你就必須潔淨自己，分別

為聖，向祂委身，付起祂所托付給你的使命，然後我們看神是否會像哈

該書2：19所說“....從今日起，我必賜福與你們”。 
 

2.敵人譴責猶太人過去的罪，就好像今天的人一樣。 撒但對我們的打

擊，大多數是根據我們過去的罪，而這些罪都是神已經原諒我們的罪，

但是在撒但對我們目前的控告時，卻有一些真實性。讓我們記住，不要

指責別人過去的過錯，神已經原諒了他們，神會不會因為認為你的指責

阻擾了為祂建聖殿的工作呢？ 
 

3.他們不應該因為妥協而停止了神的工作長達十六年之久（以斯拉記

4：24）。今日如果你因為別人的口舌而使你“停工”，卻不知道以禱

告來敵擋邪惡的勢力，那你還不是一位成熟的基督徒（羅馬書12：

21）。不要讓任何反對的勢力阻擾建殿的工作，因為受到反對就停止神

的工作，這代表撒但的能力超過神。當我們與神同工時，神必定藉你完

成祂的使命（腓立比書1：6）。 
 

C. 在以斯拉帶領下回國-以斯拉記7-10章 

1. 命令與出發-以斯拉記7-8章 

a.  命令: 第一批被擄歸回耶路撒冷的先鋒隊在到達以後80年完成了建聖殿的工程。 

這消息必定傳回書珊城。雖然如此，那屬靈的復興工作仍然尚未完成。以斯拉關

心這些首先回去的先鋒隊的屬靈景況，尤其他們住在沒有城牆保護的廢墟之中

（尼希米記1：2-3）。以斯拉的心中充滿了舊約中的信息（以斯拉記7：6-

10），現在他要忠心的以神的話去教導猶太人並要他們過合神心意的生活。亞達

薛西王同情以斯拉的心願，他公開下令並賜給以斯拉以下的權責： 

(1) 根據神的律法來察看猶大及耶路撒冷的景況-以斯拉記7：12-14 

(2) 帶著波斯王本身、他的百姓、以及猶太人對聖殿奉獻的金錢回耶路撒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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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記 7 ：12-14 

(3) 根據神的律法立官長及審判官-以斯拉記7：25 

(4) 教導神的話-以斯拉記7：25 

(5) 審判一切不願意遵守神律法的人-以斯拉記7：26 

 

很明顯的，波斯王在以斯拉的影響之下頒佈了如此的命令。王所受的影響顯示了以

斯拉及尼希米的大能。根據以斯拉記7：6，9，28的記載，他說“因耶和華他的神

幫助他”，神使以斯拉在王眼中的地位不斷增高，使神的旨意在祂的子民身上得到

完全。在王下了這道命令以後，又有許多猶太人跟著以斯拉回耶路撒冷，他們的名

字都記錄在以斯拉記8：1-14。 

 

b.出發回耶路撒冷-以斯拉記 8：15-36 

從巴比倫回耶路撒冷是一段長達800哩，又是充滿灰沙的路途。這些猶太人跟隨著

他們的祖先亞伯拉罕在1400年前因為服從神的命令，離開迦勒底的吾珥，經過大馬

士革而到迦南的路程，他們帶著許多財富，又有許多婦女與小孩，他們很容易成為

被攻擊的對象，雖然如此，以斯拉告訴亞達薛西王說，他相信神會保護並且認為求

王幫助是件羞恥的事（ 以斯拉記8：21-23）。但是向神禱告是絕對需要，在他們

回耶路撒冷的路程中，以斯拉及回歸的民眾停在亞哈瓦河，他們在那裡“禁食禱

告”，求神保護他們前面的路程（以斯拉記8：24-30）。神答應了他的禱告，雖然

是孤獨的、無助的、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保護的，但是他們不再害怕，不但如此，他

們很清楚知道神的恩手以最好的方式來帶領他們（ 以斯拉記8：18，22，31），他

們在路上走了四個月（ 以斯拉記7：9）。在這段期間，他們領會到神的愛，他們

把錢帶給耶路撒冷需要幫助的人，更重要的是以斯拉及與他同行的人幫助這些第一

批回國的猶太人能在靈性上得著復興。 

 

2.以斯拉為猶太人向撒瑪利亞人妥協向神禱告 

在這五萬猶太人回耶路撒冷以後八十年，聖殿被重新建立起來以後，他們在屬靈的成

長上卻減退了。  他們的生活環境非常令人不滿，是人煙稀少，地土貧瘠之地，所住

之地只是一個小木屋。 他們是一小群猶太人住在一群他們被擄以後所取代的外邦人之

中。 以斯拉驚訝他們的屬靈狀況，他們並沒有受多大的苦難，只是沒有得到神使他們

離開巴比倫時所應許的祝福。與外邦的混居不但使猶太人有所損失也會影響整個世界

的未來。這些猶太餘民是唯一剩下的少數人，他們持守這神向人類啟示的話語並預備

我們來迎接彌賽亞（ 以斯拉記9：8）。 

 

3.悔改與重建（ 以斯拉記10章） 

在以斯拉記“折毀”他們以前，他先禱告，他知道只有神自己可以定他們的罪，也只有

神能在他們悔改並為自己的罪承擔後果以後才能堅強他們。以斯拉關心這些百姓，甚至

為他們哭泣，他的心破碎，他的眼淚感動了他的百姓，這些百姓也一同哭泣（以斯拉記

10：1）。  他們在下雨天站了三天來表示他們悔改之心，並且與神立約，願意承認他

們只屬於獨一的真神（以斯拉記10：9-13）。在此以後，神派尼希米去幫助這些百姓，

神使這兩位合神心意的人聯合把耶路撒冷的城牆建起來，也把他們建立成屬神的國家

（尼希米記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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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應用： 

這段經文中有四個令我們注意的功課 

1.禱告是絕對必要的，這是以斯拉知道的，他絕不把任何事看作理所當

然的。“.....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雅各書4：2）。他求

神保護，他沒有依靠自己說服的能力及斥責的話，他在處理一切困難的

情形以前，他先禱告。你呢 

 

2.以斯拉很清楚知道“神的手幫助他”（ 以斯拉記7：28），你是否也

會如此說呢？ 

 

3.以斯拉不但禱告，他也有實際的行動，當以斯拉向神求保護以後，他

仍然機智的派出看守者，緊防小偷（以斯拉記8：24-30）。神常以賜給

我們常識，智慧來回答我們的禱告，祂要我們活潑地去運用。 

 

4.不順服神會給別人帶來憂傷，當猶太人在婚姻上沒有順服神時，使他

們的父母親憂傷。甚至他們的悔改也使他們的外邦妻子憂傷，他們必須

供養外邦妻子，但是必須把他們送回外邦。耶穌說祂從世人中把我們揀

選出來（約翰福音15：19），約翰一書2：15，17及雅各書 4：4警告基

督徒不要跟隨那違背神的屬世的風俗。基督徒不能與非基督徒同負一

軛，如此的結合，總是帶來不愉快的結果（林後6：14）。 但是在新約

中說如果兩個非基督徒結婚前後，其中一位信了主，他/她必須把他們

的配偶帶到主前（林前7：14）。的確，在林前7：10-19告訴我們，信

徒必須保持與非信徒的配偶的關係，如此便能以信徒的生命使非信徒的

配偶及子女認識神，也因此得到救恩。 
 

II.先知哈該-以斯拉記6：14-15；哈該書 

A.背景 

把哈該書加在以斯拉記的後面，是因為哈該對猶太人的激勵、警告、及提醒神的應許，才使

聖殿得以完成，雖然哈該書中記載的事情只有大約四個月的時間，但是這本書讓我們看到神

的信息所帶來的重大轉變。大家必須回想以斯拉記的開始，如此對了解哈該書很有幫助，在

哈該書完成十六年以前，波斯王古列下令讓猶太人回國，第一批回國的有五萬人，哈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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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兩年過後，祭壇被設立，人們開始獻燔祭，聖殿的根基也被立起來，大家彼此唱

和，讚美稱謝神，有人大聲哭號，也有許多人大聲歡呼（ 以斯拉記3：8-13）。 在那時，

大家都希望在幾個月之間聖殿就會完工。但是，完成神的使命也包括克服反對的勢力。 在

讀以斯拉記第四章記載猶太人面對他們的敵人時，他們認為這些雜居在他們中間的撒瑪利雅

人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他們沒有把握這以敵擋敵人的機會來經歷神，相反的，他們妥協

並且停工。 他們藉口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

到”（哈該書1：2）。 就好像今天也有許多人說“這不是神復興我們的時候”，讓我們首

先來照顧我們的房子及舒適的生活，然後神會改變環境，於是我們可以重新“建殿”。因此

這靈性的低潮拖了十六年，聖殿仍然是廢墟，甚至連原來在他們滿有信心而立的根基都要被

湮沒。於是哈該及撒迦利亞兩位先知極力宣告神的話，因此這屬靈的力量影響了省長所羅巴

伯及祭司約書亞，並且到達這五萬人的生命。他們重新被挑旺起來，鼓起勇氣，藉著神的大

能重新恢復建殿的工程。在大利烏王第二年，520BC，哈該第一次宣講他的信息，他以勸誡

猶太人去建神的殿為開始，但在第二章中，他從鼓勵外在建殿的表現而轉向鼓勵大家與神建

立親密的關係而看到神榮耀。 

 

B.哈該的四個預言 

1.哈該第一個喚醒人的信息- 哈該書1：1-11 

哈該在大約520BC八月，九月之間宣講這信息，既使在十六年以後，猶太人仍然說“萬

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哈該書1：2），在這

第一個信息中包括了以下三點 

a.責備 

你們只顧自己的房子而不顧神的殿，你們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而神的殿卻尚未完成

（哈該書1：2-4，9）。 

b.警告 

你們辛苦的工作卻不能滿足，神的祝福不在你們身上，你們的工錢裝在破漏的囊中

（哈該書1：6，9-11）。 

c.以神的應許鼓勵他們 

“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

（哈該書1：8）。 

 

2.哈該的信息所帶來的結果-哈該書1：12-15 

哈該的第一個信息帶來重大的影響，十八天之內，他們首領所羅巴伯，祭司約書亞及百

姓們受聖靈的感動而準備在當月的二十四日重新開工（ 哈該書1：12-15）。 就像過去

一樣，如此的舉動再次遭到敵人強烈的攻擊。 但是這一次，由於神的靈及神的應許使

他們克服困難，他們以禱告及勤勞的工作來面對敵人。 在此以後，神藉大利烏王命令

停止一切阻擋建聖殿的工作（以斯拉記6：6-12）。 

 

3. 哈該第二個信息帶有神的應許（哈該書2：1-9） 

哈該在大約是520BC，九月到十月之間宣講此信息，第二個信息在鼓勵這些建殿的工

人。 有些年長的工人垂頭喪氣，因為記得過去所羅門所建的聖殿的富麗堂皇，而現在

他們所建的聖殿是如此的簡陋。 他們說：“你們中間存留的，有誰見過這殿從前的榮



泉谷華人宣道會       9  小先知書 

 

耀呢，現在你們看著如何，豈不在眼中看如無有麼”（ 哈該書2：3），因此哈該以三

個事實來鼓勵他們。 

 

 

a.神永遠不變 

那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與祂的子民有一個永遠不變的約，祂現在仍然與他們同

在（ 哈該書2：4-5）（請讀出埃及記29：45-46；以賽亞書43：1-7）。 

b.神的靈會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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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該書2：5）。“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

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撒迦利亞書4：

6）。 

c.那永恆的聖殿將比所羅門王所建的聖殿更有榮耀-哈該書2：6-9 

這段信息提到彌賽亞是“眾國所望的”，雖然現在所建的是微不足道，但將是非常

重要的。  因為這與那“眾國所望的”有關，因此那真正未來的聖殿將比過去的更

榮耀，藉此聖殿，我們將得平安，耶穌基督在這聖殿傳講福音。 

 

4.哈該第三個信息談到神的潔淨-哈該書2：10-19 

哈該大約是在520BC，十一月到十二月之間宣講此信息。 他以問答的方式來解釋那不潔

淨的敬拜方式。 哈該讓人們知道自己在神的聖潔及良善的光照之下所顯現出來的黑暗

之處。哈該提醒他們在過去十六年之間所犯的罪，他們 的祭物及事奉在神的眼中仍然

是“不潔淨”的（哈該2：14）。哈該告訴他們，因為聖殿沒有完工（因此無法獻

祭），神沒有回答他們的禱告。當人們瞞怨在辛苦工作以後還是沒有得到神的祝福時，

哈該提醒他們這是因為他們忽略了神（哈該書2：18-19）。但是如今，在本月的第24

天，“我要祝福你”（哈該書2：18-19）。當我們開始與主同行，主就開始祝福我們。 

 

5.哈該的第四個信息-哈該書2：20-23 

哈該的第四個信息談到將來，哈該鼓勵省長所羅巴伯及以色列的領袖，因為神與他們同

在，他是神的“代表”（哈該書2：23）。反對所羅巴伯的勢力就是代表一切反對神的

工作的勢力，但是哈該相信神懲罰反對祂的人的日子將到，那時所有神的子民就像所羅

巴伯一樣成為神的“代表”。 

 

C.最終的結果-以斯拉記6：14-15 

從大利烏王第二年開始，猶太人重新恢復建殿的工程，而在大烏利王第六年時完工。 

 

 

 

 

 

 

 

 



泉谷華人宣道會       10  小先知書 

 

 

 

 

 

 

    第十三課 尼希米記 I     討論日期：12/16 & 23/18 

第一天及第二天： 讀上一星期的講義 

1. 分享你在講義中，課堂上所學習到的功課﹖ 

 

 

第三天：讀尼希米記1, 2 

2. 根據尼希米記1, 當你知道基督徒或是教會有困難的時候，你必須有什麼行動﹖ 

 

 

 

3.  根據尼希米記2, 當一個非基督徒問你一個問題時，在你想以一個最好的方式來回答時，  

   你必須作一件什麼事﹖ 

 

 

 

4. 根據尼希米記2:9-20,從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以後所作的事上舉出幾點你所學習到的 

  功課﹖ 

 

 

 

第四天、第五天及第六天：讀尼希米記3-6及哥林多後書第4章 

5. 從尼希米記3及哥林多後書4; 神對我們的希望是什麼﹖舉出重要的經文 

 

 

 

6. 尼希米記4:2, 3, 以色列的敵人嘲笑他們，現在的人以什麼類似的措辭來譏笑基督徒﹖ 

 

 

 

7. a.比較以色列人在尼希米記第四章所受的反對與基督徒在哥林多後書第四章所會面臨 

    的壓迫。 

  尼希米記4                       哥林多後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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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們是否也有同樣的經歷﹖ 

 

 

8.a. 比較尼希米及保羅他們如何在這種情況下仍能站立不被動搖﹖ 

 尼希米記4                      哥林多後書4 

 

 

 

 

 

b.  每一項在我們現今生活中屬靈的運用 

 

 

9.  尼希米記第四章記載從外來的壓迫，尼希米記第五章記載在裏面的反對。尼希米如何以    

   領導者的地位去解決這些困難﹖ 

 

 

 

 

10.根據尼希米記第六章，敵人用多少種不同的方法來打擊尼希米來阻攔他完成神的工作? 

 

 

 

11. a. 根據尼希米記第六章，尼希米如何使這些敵人的攻擊無法達成目的？ 

 

 

 

 

   b. 如果你有同樣的經歷，請分享﹖ 

 

 

 

c. 在尼希米記中那幾段經文中記載尼希米藉著神克服萬難，這與哥林多後書第四章中那   

   些經文有相似的地方﹖ 

 

 

 

12. 在尼希米記前六章中那些地方幫助你，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