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3 月 18 日    完成重建聖殿－恢復建殿工程    以斯拉記 5:1-17 

內文：vv.1-2 波斯王大利烏一世第二年（公元前 520 年），先知哈該和撒迦利亞奉神的名勸勉歸回

的百姓恢復重建聖殿。結果，所羅巴伯和耶書亞起來重建聖殿，當中也有神的先知幫助他們。

vv.3-6 河西（約旦河西）總督達乃和示他波斯乃（或許是達乃的書記）與其他官員（同黨）

向猶大人詢問是誰降旨重建聖殿，猶大人回覆是神看顧他們，以致古列王允許；於是達乃上

奏給大利烏一世，期間無勒令停工。vv.7-17 上奏內容：一）他們是創造天地之神的僕人。

二）聖殿由所羅門王建立。三）他們因惹神的怒氣，神便容讓他們給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所

擄及聖殿被拆毀。四）波斯王古列降旨重建聖殿。五）古列將聖殿內被掠奪的器皿交還給設

巴薩，並准許用於重建的聖殿中。六）設巴薩為聖殿奠基。結語，達乃請王稽查及覆諭指示。 

反思：為什麼百姓的答辯不先提及古列王詔書，而先表明自己是創造天地之神的僕人？ 

日期：3 月 18 日    完成重建聖殿－完成重建聖殿    以斯拉記 6:1-15 

內文：vv.1-5 大利烏一世降旨稽查。結果，在瑪代省的亞馬他城的宮內尋獲資料，記載古列降旨

重建耶路撒冷聖殿（高與寬 27公尺，用鑿好的方形石建造），且經費出於王庫及尼布甲尼撒

所掠奪聖殿器皿也要歸還，用於重建的聖殿中。vv.6-10 大利烏一世覆諭達乃及其他官員，

不可攔阻猶大人重建聖殿，並降旨吩咐他們要急速撥取貢銀給猶大人作重建聖殿的經費及供

應獻祭所需的物資，好叫他們獻馨香的祭給天上的神，又為王和王眾子的壽命祈禱。vv.11-15

大利烏一世再降旨凡不遵從者必受懲治，也願以耶路撒冷聖殿作居所的神將他們滅絕。結果

達乃等人急速遵行，聖殿於大利烏王第六年（公元前 516 年）亞達月（2-3 月）初三日完竣。 

反思：重建聖殿的完成，我們對神有哪幾方面的體會？這些體會怎樣幫助我們的信仰成長？ 

日期：3 月 19 日    完成重建聖殿－聖殿的奉獻及守逾越節    以斯拉記 6:16-22 

內文：vv.16-18 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並其餘被擄歸回的人都歡歡喜喜地行獻殿禮，也按摩西

律法去獻祭及派祭司和利未人在聖殿中按班次事奉神。vv.19-22 尼散月（3-4 月）十四日，

被擄歸回的人一同守逾越節和除酵節，祭司和利未人既全都自潔及宰羊羔，也願意尋求以色

列的神。神為此便使他們歡歡喜喜，又使亞述王（是指波斯王，因波斯所統治的地土，主要

是來自昔日亞述帝國的版圖。）的心轉向他們，堅固他們的手去完成重建聖殿的工程。 

反思：逾越節和除酵節有何重要？試細心回想神使我們的心歡喜的經歷，看看當中有何啟迪？ 

日期：3 月 19 日    以斯拉的歸回－以斯拉的任務簡介    以斯拉記 7:1-10 

內文：vv.1-5 以斯拉之族譜（公元前 465-424 年，亞達薛西一世作波斯王。以斯拉是於公元前 458

年歸回，故與第六章大利烏一世相隔約 70年，中間經過亞哈隨魯作波斯王），上溯至亞倫。

vv.6-9 以斯拉是文士（經學教師），他精通神所賜摩西的律法書。因神幫助他，亞達薛西一

世允淮他歸回耶路撒冷。結果，他率領在聖殿事奉的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門的、尼提

寧經歷四個月行程回到耶路撒冷。v.10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神的律法及教導歸回的猶大人。 

反思：以斯拉對摩西律法抱著什麼態度？我們又有否重視教學相長的重要，並立志實踐真理？ 

日期：3 月 20 日    以斯拉的歸回－亞達薛西王詔告以斯拉    以斯拉記 7:11-28 

內文：v.11 亞達薛西一世賜給以斯拉諭旨。vv.12-26 諭旨為亞蘭文，內容：一）允準以斯拉與甘

心樂意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一同歸回。二）王與謀士甘心賜予獻祭給以

耶路撒冷作居所的神的經費，而購買祭物之後的餘款，可遵著神的旨意隨意運用。三）將昔

日聖殿內被掠奪的器皿歸還。四）若經費仍有所欠，可從王的府庫裡支取。五）王又降旨與

河西的一切庫官，吩咐務必幫助以斯拉，以免使天上的神的忿怒臨到王和王眾子的國。六）

聖殿供職的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門的、尼提寧和當差的都無須進貢交稅。七）賦予以

斯拉可按神所賜的智慧來治理歸回的人，有定罪審判的權柄。vv.27-28 以斯拉稱頌他們列

祖的神，因祂使王頒布上文的諭旨，又在王與他的謀士及軍長中施恩給自己，使自己因神的

幫助得以堅強，從以色列中招聚首領一同歸回耶路撒冷。 

反思：王幫助以斯拉，或許出於政治、宗教、安全去考慮，但以斯拉在這裡的結語對我們有何提醒？ 

日期：3 月 20 日    以斯拉的歸回－與以斯拉一同歸回者的名錄    以斯拉記 8:1-14 

內文：記載在波斯王亞達薛西一世期間，跟從以斯拉歸回的名錄，當中不計婦孺約 1,500 男丁，而

有部分名字與第二章所記的相同，顯示部分同族者早於古列時已跟從所羅巴伯歸回。此外，

家譜次序先列祭司亞倫後裔，其後是大衛子孫，最後為普通百姓。 

反思：與第一次跟從所羅巴伯歸回耶路撒冷相比，今次人數顯得極少（閱後頁），想想原因何在？ 

日期：3 月 21 日    以斯拉的歸回－歸回時的預備與旅程    以斯拉記 8:15-36 

內文：vv.15-20 以斯拉在亞哈瓦河邊停留，發現歸回的人當中沒有利未人，便差遣 11位首領的弟



兄到迦西斐雅地去招聚利未人。結果，蒙神施恩幫助，有 38 位利未人和 220 位尼提寧人願

意響應歸回耶路撒冷的呼籲。vv.21-23 以斯拉在亞哈瓦河邊為要在神面前表達克苦己心，

故雖然知路途遙遠危險，但也不願求王派軍隊保護；反之，他宣告禁食（表達專心）來求神

保守路上的平安。vv.24-30 以斯拉分配 12位祭司長來管理過秤後要帶回耶路撒冷聖殿的金

銀器皿，將之分別為聖及甘心獻給神。vv.31-36 以斯拉與歸回的人，因神的保守便平安返

到耶路撒冷，休息 3日後，就將帶來的金銀和器皿交給聖殿事奉的人，記在冊上；又向神獻

燔祭和贖罪祭，並將王的諭旨交給總督和河西省長，他們便幫助百姓，且供應聖殿所需的。 

反思：面對前路的困難，我們會否如以斯拉一樣專心去仰望神？抑或仰望人或其他的東西？ 

日期：3月 21日    以斯拉重建聖民－異族通婚的問題    以斯拉記 9:1-15 

內文：vv.1-4 眾首領前來向以斯拉報告百姓效法迦南地的外族人行可憎的事，就是與異族通婚，

以致歸回的猶大人不能分別為聖（出 4:16），更甚者是首領和官長在這事也為罪魁。以斯拉

聽後不但悲傷，如同遭遇喪事，也驚懼憂悶地僵直呆坐到獻晚祭之時，才雙膝跪下向神禱告。

vv.5-15 以斯拉的祈禱除感謝神的恩惠外，主要陳明以色列民族過去和現在的罪（神的憐憫

使餘民歸回及暫時得復興，可重建聖殿，但若然繼續行惡便會再受神的刑罰，那時以色列民

族就會完全滅亡），值得留意以斯拉無直接祈求神赦免；反之，他是把自己也列在罪人當中。 

反思：以斯拉並無犯錯，他的悲傷與及將自己列入罪人當中，對我們學習同理心有何啟迪？ 

日期：3 月 22 日    以斯拉重建聖民－以斯拉與百姓的回應    以斯拉記 10:1-15 

內文：vv.1-8 以斯拉禱告、認罪、哭泣，俯伏在聖殿之時，有猶大眾民前來，形成了嚴肅會，而

眾民都痛哭悔罪。此時，示迦尼對以斯拉承認他們有娶外邦女子的罪，干犯了神，但他提醒

以斯拉，他們還有指望，故建議以斯拉與他們一同在神面前立約，就是休妻及離絕與她們所

生子女。結果，以斯拉起來與祭司長和利未人，並猶大眾民一同向神起誓。其後，他們招聚

猶大和便雅憫眾民要在 3 日內聚集於耶路撒冷，凡不遵守的人就要被趕出歸回之群體。

vv.9-15 猶大和便雅憫眾民都在 3 日內聚集於耶路撒冷的聖殿，那日是 9 月 20 日，因這事

嚴重及天下大雨，眾民都戰兢。其後，以斯拉在耶路撒冷大會，指出他們娶外邦女子的罪，

呼籲他們向神認罪，並遵行神的旨意，離絕外邦人和外邦妻子。會眾都大聲回應同意遵行。

因此便由他們的首領會同長老和士師執行，只有約拿單和雅哈謝阻擋此事。 

反思：百姓既要休外邦之妻，也要離絕她們所生的兒女。這行為反映神殘忍？抑或凸出聖潔的重要？ 

日期：3 月 22 日  以斯拉重建聖民－查辦犯罪者及犯異族通婚者的名錄  以斯拉記 10:16-44 

內文：vv.16-17 經過 3 個月的稽查，到正月初一日，便稽查清楚娶外邦女子的名錄。vv.18-43 名

錄次序是祭司（vv.18-22，17 人）、利未人（v.23，6 人）、歌唱者（v.24，1 人）、守門者

（v.24，3人）、百姓（vv.25-43，86 人）。v.44 當中有些外邦女子為他們生了兒女。 

反思：面對這個名錄，我們有何感受？  

日期：3 月 23 日  尼希米歸回耶路撒冷－尼希米對耶路撒冷情況的回應  尼希米記 1:1-11 

內文：vv.1-3 哈迦利亞（意思是等候神）的兒子尼希米（意思是神的安慰。他生於波斯，受波斯

教育，熟悉亞蘭文，於波斯時承擔酒政的職份，其後做了猶大的省長。在次經瑪迦比二傳中

有記載到他曾經獻祭，故他或許是利未支派中祭司的後裔）於亞達薛西一世在位第二十年（公

元前 445）的基斯流月（11-12 月），他在書珊城宮中（波斯王的行宮），從猶大返回的哈拿

尼等人中查問下得悉被擄歸回的猶大人，在耶路撒冷的光景仍然悲慘、受凌辱，並且城牆拆

毀及城門被火焚燒（拉 4:7-23）。vv.4-11 尼希米聞言哭泣，悲哀幾日及在神面前禁食祈禱，

說願天上大而可畏的神仍守約施慈愛，定睛（掙眼）看與專注（側耳）聽僕人晝夜的懇求，

就是承認耶路撒冷荒涼的情況乃因我們犯罪而來，以致神按摩西律法懲罰我們，但現在求神

同樣按摩西律法施恩予我們，因我們都是祂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最後，他再懇求神垂

聽他和眾僕人的祈求，讓他在王面前蒙恩。 

反思：尼希米於波斯土生土長，但仍有這份愛國情懷，想想原因何在？我們對此又有何感受與學習？  

日期：3 月 23 日   尼希米歸回耶路撒冷－尼希米去耶路撒冷的行程   尼希米記 2:1-20 

內文：vv.1-5 亞達薛西一世在位第二十年的尼散月（3-4 月，與上文相隔 4 個月），尼希米奉酒給

王時，由於他悲傷的面容引起王的注意（他素來在王面前沒有愁容），而王又知道他沒有病，

故認定他是心中愁煩引致面帶愁容，故他甚懼怕（愁容是不尊重王的表現）。尼希米藉此機

會陳明自己列祖墳地所在的那城（為免政治敏感，刻意不說明是耶路撒冷）很荒涼及城門被

火焚燒，故他豈能面無愁容。其後，王問他想求什麼，他默禱仰望神（避免驚動王對宗教敏

感）後，回答說若王喜歡及容僕人在王面前蒙恩，求王差他往猶大地自己列祖墳地所在的那



城，讓他能重新建造。vv.6-8 王問尼希米要去多久，他表明定下日期回來（5:14，12 年），

王便喜歡差他回猶大。其後，他又對王請求，說若王喜歡，求王賜下詔書通知地方官吏准允

通過及資助重建的建材。結果，因神對他施恩幫助，王便允准所求。vv.9-11 尼希米得到王

派軍兵護送下到達河西省長那裡，當中參巴拉（撒瑪利亞省長）、多比雅（河西省長）表達

甚惱怒（感到政治上受威脅），但因有詔書為證，就平安回到耶路撒冷，並住了三日。vv.12-16

尼希米於夜間暗自巡視耶路撒冷的城牆的毀壞情況（閱後頁地圖）。vv.17-20 尼希米先引領

眾人看到耶路撒冷城牆的荒涼，其後又以自己經歷神的幫助去激勵眾人一同起來重建城牆，

免得再受凌辱。結果，眾人都奮勇作工。當參巴拉、多比雅、基善（管治亞拉伯北部的城邑）

嗤笑他們所行，尼希米回應我們天上的神必使我們亨通，而反對者卻無分、無權、無記念。 

反思：尼希米有勇氣與犧牲才能實踐回國重建城牆之念。我們對信仰有這份態度嗎？又有何難阻？  

日期：3 月 24 日 尼希米開始重建城牆－修建城牆：北、西、南面（閱後頁地圖） 尼希米記 3:1-14 

內文：修建城牆是從北面（聖殿和王宮都是建造在耶路撒冷城的北面，故北部是信仰、政治、交通

的中心，外敵入侵也往往以此為首要目標）的羊門開始，再按逆時針方向而行。修建者包括

祭司、利未人、守門者、平民、專業人士、商人。簡言之，他們各有固定工作，但也一同起

來修建城牆。整道城牆劃分 40段，提及十座城門的名字。vv.1-6 北面的城牆，包含三個門

（v.1－羊門、v.3－魚門、v.6－古門），除羊門與魚門是新的建造工程，餘下是修復工程。

vv.7-13 西面的城牆，包含一個門（v.13－谷門），全都是修復工程。v.14 南面的城牆，包

含一個門（v.14－糞廠門），也是修復工程。 

反思：v.5 提哥亞的貴冑或許是不願意一同重建城牆，又或許是不肯受工頭指派作粗重工作，但無

論是那個解釋，反映即使大部份人都樂意參與修建城牆，但還是有些人不願承擔。問題是我

們會受好的生命影響來彼此激勵？抑或受不好的生命影響，以致同流合污？  

日期：3 月 24 日  尼希米開始重建城牆－修建城牆：東面（閱後頁地圖） 尼希米記 3:15-32 

內文：東面的城牆，包含五個門（v.15－泉門、v.26－水門、v.28－馬門、v.29－東門、v.31 哈

米弗甲門），全部是修復工程。整合第三章而言，基本上每個人是修建鄰近自己住處的城牆，

也是多個地方的工程同時進行，以致能於 52日（6:15）內完成艱巨的建造與修復城牆工程。 

反思：分工合作對神國的事有什麼積極的意義？我們又能應用於教會的事工中？ 

猶太人三次的歸回（華爾頓著，梁潔瓊譯：《舊約背景與年代表》，頁 35） 

歸回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經文 拉 1:1-6:22 拉 7:1-10:44 尼 1:1-13:31 

日期 公元前 538 年 公元前 458 年 公元前 445 年 

波斯王 古列 亞達薛西王一世 亞達薛西王一世 

領袖 設巴薩、所羅巴伯、耶書亞 以斯拉 尼希米 

諭旨 

的內容 

 凡願意的都可歸回 

 可以重建聖殿， 

部分經費由王庫補助。 

 歸還聖殿中的器皿 

 凡願意的都可歸回 

 經費由王庫補助 

 獲准設立民間官長 

 獲准重建城牆 

歸回 

的數目 

42,360 

        7,337（僕婢） 

總數 49,697 

1,500 男丁 

         38 利未人 

        220 尼提寧 

總數 1,758 

不詳 

成就 

的事 

 築壇獻祭，守住棚節。 

 立殿根基 

 撒瑪利亞人攪擾， 

停工至公元前 520 年。 

 聖殿於公元前 516 年完工， 

守逾越節。 

 講解律法 

 將民分別為聖 

（異族通婚問題） 

 守住棚節 

 雖然有參百拉、 

多比雅、基善反對， 

城牆仍可在 52 天之內

完工。 

 城牆竣工及行奉獻禮 

 誦讀律法書 



 
尼希米視察城牆（2:12-16）及修築城牆（3: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