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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我们同在 

第七部分： 列王和先知被掳和归回 

犹大陷落和神的信实 

 

信息 13   第一次和第二次从被掳之地归回 

以斯拉记 

介绍 

以斯拉作为犹太人的书记，也在被掳在波斯国的犹太人当中。以斯拉

的家谱可以追溯到摩西的兄弟，大祭司亚伦。作为记录神律法的书记和文

士，以斯拉在那个时代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

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7:6）。以

斯拉的主要贡献在于：当犹太人决定从被掳之地回到他们的家园，重新开

始信仰的生活时， 以斯拉唤起了犹太人对律法书的关注，召唤他们敬拜耶

和华，遵守神的约。 

以斯拉记记载了两次从被掳之地回归耶路撒冷。第一次是在公元前

536年由设巴萨带领的，第二次回归是公元前458年由以斯拉亲自带领的。

第三次回归由尼西米（公元前 445 年）带领。以斯拉书 1-6 章回顾了第一

次回归，以及人们在强大阻力下重建祭坛和圣殿的决心。7-10 章记录了由

以斯拉所带领的第二次回归，以斯拉极力呼召被掳后的以色列民遵行与神

的约定。 

 

以斯拉记 1-6 章：重建圣殿 
 

以斯拉记的前半部分向前追溯了约 60 年，回顾了犹太人第一波从被

掳之地归回的浪潮。主要在讲述回归的余民重建祭坛和神的圣殿的过程。 

 

  

圣经中“重建”的主题多次出现。神给了人们第二次机会，让他们

重建因自己当初错误的选择而被摧毁的生活。对于今天的我们，特

别是期待再得到一次机会重新开始的人，这个主题意味着希望。无

论我们是在按照神的道“建造”，还是归回神道“重建”（如《天路

历程》所描述的）我们的信仰生活，从以斯拉记中都能够得到盼望

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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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改变赛鲁士王的心思让他释放被掳犹太人：第 1 章 

 

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都曾经预言以色列会脱离被掳之地 （赛 44:28 耶

25:1-14;29:10），他们的预言早于在赛鲁士王之前，甚至那时波斯国王还未

出生！以斯拉记录了赛鲁士王的国召，他允许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家园重建

圣殿（公元前 536 年）。赛鲁士王说这是神赐给他的旨意，让他颁布允许犹

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诏书。 

波斯王赛鲁士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王国赐给我，又

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1:2）。 

在波斯的犹太人被激动，向那些准备返回耶路撒冷的同胞心甘情愿地

献上礼物。赛鲁士王也把当初尼布甲尼萨王从圣城掠夺的珍贵器皿归还给

他们。因着神的大能的保守，殿里的器皿（很多甚至是金器）在神的保护

下未受异邦统治者的毁坏，并且还都被归还给耶路撒冷。 

 

 

上帝感动回归者：第 2 章 

 

大约有五万人历经四个月、900 英里的长途跋涉回到耶路撒冷。大卫

的一个后裔设巴萨带领人们回到耶路撒冷。设巴萨在耶稣的家谱中也出现

了（马太福音 1:12,13 约瑟家，路加福音 3:27 马利亚家）。 

1）设巴萨得到了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的预言，尽管阻力重重（亚 4:6-

10）神的灵会保护他重建圣殿。 

历史反复强调，神一直在做工！祂以慈爱在看顾国家和人民，看

顾那些愿意相信祂的人。在犹太人被掳的日子里，先后经历了五

任皇帝：尼布甲尼萨，赛鲁士，大利乌，亚哈随鲁和亚达薛西。神

让他们都认识到耶和华就是“万王之王”，所有人都要敬拜祂。神

让这些国王心里顾念神的子民，并确保归回神殿的器皿用于敬拜。

我们为了完成人生目的的过程中也需要掌权者的照顾、许可和帮

助。在你生命中，掌权者如何帮助你进步的？祈祷神给你的上级

和他的家人平安吧，让他们在你的努力的侍工上把神的祝福带给

你，就像但以理，以斯帖，以斯拉，尼西米等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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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的国将会有一天由设巴萨的后裔（弥赛亚）建造（该 2:21-

23）。 

神拣选了这个伟大的领导者来带领人们重信敬拜耶和华。领人们离开

被掳之地回到神家，设巴萨预兆了耶稣基督的降临。 

 

 回归者的名单主要集中在利未人和祭司的子孙，因为他们是神指定

在圣殿服侍的。第一批回归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安定下来后就去耶路撒

冷服侍神。 

 

重建祭坛和敬拜：第 3 章 1-7 

 

服侍神的第一件事是建祭坛和献燔祭(3:1-3)。亚伯拉罕在第一次进入

应许之地后就建祭坛(出 12:7)。他们知道他们首先要得到神的赦免和神的

祝福，才能在废墟上重建圣殿。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里不过是一片废

墟。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

晚献燔祭”（3:3）。 

他们在预备建殿的决心前守了七日住棚节。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以色

列人离开埃及后，神保守他们经历了四十年旷野生活。现在，人们在另外

一个旷野——犹太人回归后看到的废墟中的耶路撒冷。 

 

 

 

 

 

  

 

虽然犹太人在敌人反对时需要神的保护，但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

谦卑地献祭，再祈求神的保护。摩西教导以色列人首先要重视献祭， 

‘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

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利未记 1:2-5）。要知道神是圣洁的。他愿

意我们为任何事向他祈求，但是祂不能悖着自己的性情不顾我们对

祂的冒犯。犹太人在求神保护前先要求神赦免。你有没有冒犯过神？

你的配偶、孩子、亲属、朋友或是同事？让神看看你的内心，向祂

坦陈你的想法。当你的灵感到神的饶恕了(彼前 1:9)，再献上你的祷

告和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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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圣殿根基（众民的复杂心情）第 3 章:8-13 

 

他们回去后的第十四个月，人们开始重建圣殿。当圣殿根基立起时，

人们心情复杂。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

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

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3:11-13)。 

年轻人大声欢呼，充满期待，但是老年人充满悲伤和遗憾的回首往事。

所罗门王时代圣殿的荣耀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建殿工程因反对而停顿： 第 4 章 

 

不久那地居住的撒玛利亚人就起来反对建殿。亚述人灭了北国以色列

时（公元前 722 年），他们没有遣散所有当地居民。相反，他们让其他种族

的民迁入以色列，破坏以色列的血统，让混杂的人种聚居此地。这些“部

分犹太人”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居住在撒玛利亚）。

这些撒玛利亚人曾经找到所罗巴伯要求与他们一起建殿。 

  

 

新建的殿要比所罗门王时期的圣殿小很多。所以见证过当年圣殿辉煌

的人非常失望。神却晓瑜先知撒迦利亚，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亚 4:10） 人类的世俗文化欣赏更大的，更好的，更有名望的……但

是神却看重我们的心，诚实和谦卑的奉献，哪怕这些奉献看上去是那么

的微不足道。当神动工开始在你生命中“重建“时，不要感到羞愧。祂

是多么愿意在你的里面重新建造一个新的生命呀！也许祂会允许一些 

“管教” 和 “学习过程”发生，就像是史牧师说的“墙”。现在祂的工也许

还很“小”，微不足道，或者你认为“没有意义”。要有信心！它会是神

更好的工作，也会成为神恩典之手的见证，所以归荣耀给神吧！这才是

最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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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罗巴伯和族长们拒绝了撒玛利亚人，因为知道他们在以前的二

百多年间不断地敬拜偶像，不诚心归向耶和华。撒玛利亚人被拒绝后就想

方设法阻挠建殿的工程。 

 

“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

斯王赛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贿买谋士，要败坏他们

的谋算”(4:4,5)。 

 

他们试图说服亚达薛西王，告诉他犹太人在历史上就是反叛的民族，他们

建殿的计划是自己建国、反叛波斯统治的第一步。亚达薛西王相信了撒玛

利亚人的话，就命令停止建殿。 

 

“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

(4:24)。 

 

建殿的工程大概终止了 16 年。这段时间人们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家园，甚至

动用本该用于建神殿的木材，就这样，人们渐渐忽略了建造神殿的工作。 

先知哈该警告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神之前，甚至有些人还动用了

给神的奉献。 

 

 

神的先知激励人们重新开始：第 5 章 1 节——第 6 章 12 节 

 

两位在后流放时期的先知 哈该和撒迦利亚的预言激励人们克服恐惧，

把神放在主要位置，从新开始建殿的工作。 

  

 

以斯拉记（还有其他的经书）都记载了按照神的旨意有时却会事与愿

违。这些试炼中同样有神在其中。所以我们应该对试炼和困难有准备。

使徒彼得就在早期教会中提醒信众“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

奇怪”（彼前 4:12）。神的敌人撒旦就在后面抵挡神的工作（彼前

5:8,9）。抵挡临到时胆怯的人会惧怕，想要放弃。有没有什么抵挡让

你恐惧想要放弃呢？以斯拉记怎样警醒和鼓励你要勇敢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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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先知哈该和易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

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

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

（5:1,2）。 

 

反对者和从前一样起来阻拦这个工程，他们奏告大利乌王让他颁布命

令停止工程。但是大利乌王经过细致的调查得知是赛鲁士王要求犹太人回

去重建圣殿的。于是他颁布谕旨，不允许任何人干扰这项工程。事实上，

工程的款项正是来自于大利乌王向那些反对者征收的税金！ 

 

 

圣殿建造完成/守逾越节：第 6 章：13-22 

 

人们又花了四到五年时间最终完成了圣殿建造。然后他们在逾越节庆

祝并感谢神手所做的工。 

“他们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

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作以色列神殿的工程”(6:22)。 

 

以斯拉记 第 7 章——第 10 章：重新遵守圣约！ 
 

以斯拉记的第二部分是记载以斯拉带领一小群人在 60 年之后重回耶

路撒冷（男人、女人和孩童大约一共 1500 人）。他们回来以后，以斯拉发

现人们需要神话语的指引（特别是神的约定中提到与外族通婚的危险）。 

 

有没有一些“标签”或者“评价”让你觉得强大到阻拦你前进？“我

不够好，不够聪明，没有钱，不好看，不受欢迎……他们说的对。” 

比起人的话，神的话才是真实的。哪怕就是今天，负面的评价也会

把人摧垮，让人无法鼓起勇气去冲破阻力。想一想什么样的话让你

灰心？而神的哪些话让你在最想放弃的时候受到了最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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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定志遵行神的话语： 第 7 章：1-10 

 

在对以斯拉的介绍中提到了他的重要的祭司家庭出身。但是对于以斯

拉是否担任过大祭司的工作却没有记载。然而他在后流放时期是以色列历

史上的敏捷的文士，和神话语的教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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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这个词，“定志”指的是一个坚定的志向。以斯拉决定他要毕生致力于带领

人们更深地认识神的话语。他特别定意要 1）学习神的律法。首先他需要

让自己全面的理解神的话语。2）践行。他决定在自己的生活中践行神的话

语。自己首先做到言行一致。3）教导律例典章。他要忠诚的将神的话传递

给神的子民。亚哈薛西王知道以斯拉的决心，也很尊重他的选择。 

 

  

   

 

 

 

 

不仅对于以斯拉所辅佐的大利乌一世和亚达薛西王，而且对和他一

起被掳的犹太人来说，以斯拉都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他首先是一个

将摩西的律法实践在自己生活中的人。他从未忽视祷告和禁食，对

他的神全然谦卑和仰望。而同时，他也致力于教导以色列人，让他

们向他一样遵行律法。他是神所使用的人。但是，无论何时，他都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全能的神，相信神的力量。“因为神的施恩的手

帮助我们……”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时代中，如何爱主和按照主的话语

生活总会出现许多不同的选择。如果既没有个人投入的学习，也

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你就很有可能随着文化的洪流

偏离神的道。所以要在一个大家都认真学习主话语的团契里面，

每天努力活出神的道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和谁一起在学习神

的话语？你有没有定意要成为一个尊神话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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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达薛西王允许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第 7 章:11-28 

 

就好像赛鲁士王对设巴萨的旨意一样，亚达薛西王也对以斯拉颁布谕

旨，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王给了以斯拉很多金子，支持他的

重建计划，包括支持他让人们重新顺服和敬拜上帝。就像赛鲁士王一样，

亚达薛西王认为他给犹太人的恩惠能够让神赐福与他，他的人民和国家。

谕旨的一个特别的目的是让以斯拉回去教导后流放时代的人们神的律法。 

   “以斯拉啊，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

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

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治死、或充军、或抄

家、或囚禁”(7:25-26)。 

     

以斯拉带领第二次回归，依靠神：第 8 章 

 

以斯拉知道这为期四个月，900 英里的回家之路会充满艰辛。但是他

告诉亚达薛西王他的神有多么的伟大，所以以斯拉没有让王派出军队护送

他们，也没有让王给他更多的黄金，相反，他用了一天的时间用于祷告和

禁食，以这样的方式来寻求神的保护。 

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

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拔步兵马兵

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 “我们神施恩的

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忿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

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8:21-23）。 

神回应了他的民的请求，保护他们一路平安。 

“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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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手”在以斯拉书中出现了 6 次（7:6,9,28;8:18,22,31）。“如果我

们采访以斯拉问他成功的秘密，他一定会谦卑地说，“是神的手覆庇了我。” 

（维斯比牧师） 

 

以斯拉对百姓的带领是完全信靠神的，这是一笔信心的财富，从当时

一直传承至今。上帝愿意告诉那些外邦的帝王以及归回的的人们，凡是信

靠祂的，祂就会给他们全然的保守和祝福。 

 

注：就像以斯拉在带领以色列人第二次回归时完全信靠上帝的保护一

样，OPC 教会从 1997 年一月份开始每年都有一个传统，我们称为“以斯

拉的 8 天”，这个传统开始于我们受命建造新教会的前夕。就像以斯拉记

中一样（8：21），从禁食、认罪开始，我们就谦卑地全然信靠我们的神。

每年这个时候，OPC 都会停下来感谢神，相信在来年，神的恩手会赐给我

们平安，并结出更多的果子。 

 

以斯拉处理与异族通婚的问题  第 9、10 章 

    

在以斯拉记的后两章记载了以斯拉处理后流放的以色列民与外族通

婚的罪。当以色列民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就禁止他们娶外邦人的女子

为妻，除非这些妻子放弃敬拜她们的偶像转而敬拜耶和华。（这一点教导男

人要把对神的爱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容易陷入对女人的爱，他们容易爱

女人胜过爱神。所罗门王就是第一个犯这个错误的人。这里并非是要反对

女性，但是对男人来说让他们投入去爱看不见的神，要比爱看得见的女子

更难。） 

  

以斯拉是一个忠诚正直的谦卑之人。在他而言，他活出了对神完全忠诚

的生命，但是他一直相信是神的大能为他开路，让他成功的。当你成功

的时候你是否会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我们要记住是神赋予了我

们智慧，机会，才能，天赋，家庭，出生的国家，掌权者的帮助，等等。

以斯拉知道要不是神施加恩典在他和他的人们身上，他们不可能获得

祝福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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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的确是以色列陷入拜偶像的罪的最初起因（最终让他们被逐出）。现在

在后放逐时的民中，这样的情况还在重复。大约有 100 位领袖和他们的希

伯来妻子离婚，娶了当地的外邦女子。（玛拉基先知就曾经处理犹太人与妻

子离婚迎娶外邦女子的事情。）以斯拉对这些首领所犯之罪的回应也是出

于神的怜悯。 

“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

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兢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

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9:3,4）。 

以斯拉在神面前承认民所犯的罪（9:5-15）。他倾心吐意地承认民的罪，

担心他们亏负了神领他们离开被掳之地的恩典。他们还在重复犯这种罪，

正是这个罪，让他们受到管教，被掳至外邦。以斯拉祷告的时候，人们就

聚拢过来和他一起认罪祷告(10:1)。然后人们发誓言要休掉他们的外邦妻子。 

人们聚到耶路撒冷，他们必须把他们的外邦妻子和子女送回她们的家乡。

这个罪不是在几天里那么容易就能纠正的，以斯拉任命了不同的首领去监

督通婚罪之人是否休了他们的妻。他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处理后流放以色

列民的通婚之罪。  

 

  

我们常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吸引很容易也很“自然”，但是这会

导致人们违背神的话，并带来最终的痛苦。忠实地按照神的要求

去行是一条少人问津的道路，因为这需要对神深深的爱，不管我

们自己的感觉是否良好，都要坚持走神的道路。你是否为了满足

自己的“自然”的性情而违背了神的话？你想在哪方面依靠“自

然”法则？关系上，教育上，娱乐上还是社交上？还是在你的品

行，健康，家庭，工作，婚姻以及友谊等方面？你要坦诚面对这

个问题。让主告诉你那些你还未发现的问题。一旦你承认了，那

你准备如何从悖逆神的路上回转呢？首先就要向神，或者向一个

你认为可以帮助你“重新建造”的人承认你的问题，这也是以斯

拉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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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圣经中和以斯拉书的历史时间一致的有尼西米记，哈该书，撒

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如果研读这些经书，我们会对当时时代人们的内心，

选择和后果有更多的领悟，也更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上帝的话

语是给我们的指引，鞭策、教导我们走在祂的道路上。诚愿我们都能够认

真的把祂的话记在心上。像以斯拉一样，通过我们的生命，学习、践行和

教导神的话语，并成为他人的榜样。 

 

 

问题讨论 

（对于展开的问题，可参考方框内的注释） 

1. 以斯拉记的第一部分强调人们在重建圣殿的过程中信靠上帝。我们建造

或者要重新建造我们的生命时，我们需要寻求神与神同行，而这部分经文

可以在这些方面给我们很多启示。在犹太人重建他们的属灵生命和圣殿的

故事中，你觉得哪些部分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或者给你最多启示？ 

 

2. 全书的第二部分聚焦于以斯拉，讲述神如何在后流放时期使用以斯拉担

任领袖的。以斯拉有很多身份：恪守信用的人，祷告者，有勇气的领袖，

向王见证神的人，教导者，祭司。神是怎样让以斯拉影响和激励你的呢？ 

 

3. 在以斯拉记中“神的手”被反复提及。这是一个隐喻，用来比喻神在保

护，施恩和祝福某个人或者某个行动。在你的生命中是否经历了神的手？

现在你又是如何需要神的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