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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神學 
第十堂、大祭司約書亞與省長所羅巴伯、文士以斯拉與酒政尼希米 

一、神心意中的國度 - 祭司的國度 

1. 出埃及時國度的呼召 

出 19: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2. 新約時代國度的實際 

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

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二、異象中的大祭司約書亞 – 聖徒蒙恩的地位 

拉 3:2 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和他的弟兄眾祭司、並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與他

的弟兄、都起來建築以色列 神的壇、要照神人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在壇

上獻燔祭。 
拉 3:8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 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約

薩達的兒子耶書亞、和其餘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並一切被擄歸回耶

路撒冷的人、都興工建造‧又派利未人、從二十歲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華殿

的工作。 
 

1. 被揀選的族類 - 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 

亞 3:1 天使〔原文作他〕又指給我看、大祭司約書亞站在耶和華的使者面前、撒但

也站在約書亞的右邊、與他作對。 
亞 3:2 耶和華向撒但說、撒但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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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2. 聖潔的國度 - 脫去污穢的衣服穿上華美的衣服 

亞 3:3 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 
亞 3:4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說、你們要脫去他污穢的衣服。又對約書亞說、我使你

脫離罪孽、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 
 

3. 有君尊的祭司 - 潔淨的冠冕戴在他頭上 

亞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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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屬神的子民 - 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 

亞 3:6 耶和華的使者誥誡約書亞說、 
亞 3: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若遵行我的道、謹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

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這些站立的人中間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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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批歸回與重建的領袖所羅巴伯 

1. 歸回的領袖 – 國度的敗亡與子民的歸回 
拉 2:1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從前擄到巴比倫之猶大省的人、現在他們的子孫從被擄

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猶大、各歸本城。 
拉 2:2 他們是同著所羅巴伯、耶書亞、尼希米、西萊雅、利來雅、末底改、必珊、米

斯拔、比革瓦伊、利宏、巴拿、回來的。 
拉 2:64 會眾共有四萬二千三百六十名。 
 

2. 建造的領袖 – 敬拜與事奉的重建 
拉 3:2 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和他的弟兄眾祭司、並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與他的

弟兄、都起來建築以色列 神的壇、要照神人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在壇上獻

燔祭。 
拉 3:8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 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約薩

達的兒子耶書亞、和其餘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並一切被擄歸回耶路撒

冷的人、都興工建造‧又派利未人、從二十歲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華殿的工

作。 
尼 12:47 當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候、以色列眾人將歌唱的、守門的、每日所當得的分

供給他們‧又給利未人當得的分‧利未人又給亞倫的子孫當得的分。 
 

3. 單靠耶和華的靈、勝過一切艱難 

亞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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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 4:7 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他必搬出一塊石頭‧安在殿

頂上‧人且大聲歡呼、說、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亞 4:8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亞 4:9 所羅巴伯的手、立了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這工‧你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

差遣我到你們這裏來了。 
亞 4:10 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遍察全地‧見所羅巴伯手拿

綫鉈、就歡喜。 
 

4. 神以為印 – 被揀選成為神的代表和彰顯(生命像神、掌主王權) 
該 2:23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僕人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阿、到那日、我必以你為印、

因我揀選了你‧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啟 20: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

們必作 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5. 君王譜系中的所羅巴伯 -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先祖 
太 1:6 耶西生大衛王。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 
太 1:12 遷到巴比倫之後、耶哥尼雅生撒拉鐵．撒拉鐵生所羅巴伯． 
太 1:16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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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批歸回與重建的領袖以斯拉 

1. 大祭司亞倫家的後裔、敏捷的文士─通達神的律法書 

拉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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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7:11 祭司以斯拉是通達耶和華誡命、和賜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亞達薛西王賜給

他諭旨、上面寫著說、 
拉 7:12 諸王之王亞達薛西、達於祭司以斯拉通達天上 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 

2. 認同神百姓光景、肩負神百姓責任的領袖 

拉 9:3 我一聽見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頭髮和鬍鬚、驚懼憂悶而坐。 
拉 9:4 凡為以色列 神言語戰兢的、都因這被擄歸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這裏

來‧我就驚懼憂悶而坐、直到獻晚祭的時候。 
拉 9:5 獻晚祭的時候我起來、心中愁苦、穿著撕裂的衣袍、雙膝跪下向耶和華我的 

神舉手、6 說、我的 神阿、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 神仰面、因為我們的

罪孽滅頂、我們的罪惡滔天。 
拉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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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斯拉的特殊使命 

(1)恢復聖言的地位與功用(尼 8：1-3，5-18) 
尼 8: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裏。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前的

寬闊處、請文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帶來。 
尼 8:2 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將律法書帶到聽了能明白的男女會眾面前。 
尼 8:3 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從清早到晌午、在眾男女一切聽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讀

這律法書‧眾民側耳而聽。 
尼 8:18 從頭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 神的律法書。眾人守節七日、第八

日照例有嚴肅會。 

(2)帶領百姓悔改歸向神﹐過聖別的生活(拉十，尼九) 
拉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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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到以斯拉那裏、成了大會‧眾民無不痛哭。 
拉 10:10 祭司以斯拉站起來、對他們說、你們有罪了‧因你們娶了外邦的女子為妻、

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惡。 
拉 10:11 現在當向耶和華你們列祖的 神認罪、遵行他的旨意、離絕這些國的民、和

外邦的女子。 
拉 10:12 會眾都大聲回答說、我們必照著你的話行‧ 
尼 9:1 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頭蒙灰塵。 
尼 9:2 以色列人〔人原文作種類〕就與一切外邦人離絕、站著承認自己的罪惡、和

列祖的罪孽。 
尼 9:3 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華他們 神的律法書‧又四分之

一認罪、敬拜耶和華他們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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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三批歸回與重建的領袖尼希米 

1. 尼希米行事的原則 

(1) 不斷禱告：他是個禱告的人，隨時隨地向神求告、仰望、親近（尼一 4-6，二 4，

四 4-9，五 19，六 9-14，十三 14、22、29）。 

(2) 關心同胞：瞭解歸國同胞情况，爲同胞哭泣禁食哀求（一 4-6），爲同胞求好處

（二 10）。 

(3) 不敢自義：“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一 6）；他願分擔以色列人的罪。他與同胞

認同，不自以爲義。 

(4) 勇敢無懼：不逃跑，不願避到聖殿保全性命（六 11）。 

(5) 深思遠慮：確定工作目標及日期，求王賜下通行及木料的詔書，方便日後的行程及

建造（二 6-9）。 

(6) 謀定後動：到達耶路撒冷後，住了三天，觀察局勢後才動手，不隨便宣揚（二 11-
16）。對官長的惡行，“心裏籌劃”後才斥責（五 7）。 

(7) 瞭解疾苦：他瞭解民衆的問題，立即設法解决（四 10-12，五 1-5）。 

(8) 不循情面：他敢斥責貴胄和官長，行事嚴格公正（五 7-11）。 

(9) 兼顧實情：面對敵人的攻擊和擾亂，他一面禱告，一面“派人看守、晝夜防備”

（四 9）。他知道如何仰望神，也知道人當盡的本分。 

(10) 以身作則：他不自恃身份，願和修造城墻的百姓、弟兄、僕人、護兵一樣，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不脫衣服，佩帶兵器（四 21-23）。 

(11) 不求報酬：不受俸祿，不索糧食和酒，不置田産（五 14-16）。 

2. 尼希米行事的特點 

(1) 激發信心：鼓勵百姓認識神的施恩和權能（二 18、20，四 14、20）。 

(2) 分工合作：他調查形勢，估計可用的人員和專長後，分派各組人員清楚的職責，各

組分工而合作，幷指派忠信的管理者（二 11-16，三 1-32，七 2）。 

(3) 勞息編組：百姓工作疲乏、又受阻礙、喪失勇氣時，尼希米武裝百姓，重新編組。

他讓百姓半數工作，半數防衛和休息（四 10-16）。 

(4) 對付外患：面對敵人的侮辱、諷刺、滲透、恐嚇、騷擾，他勇敢應付，心志堅定，

幷采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四 16）。最重要的，他對神堅信不移（四 20）。 

(5) 處理內亂：百姓因被富家欺壓而埋怨時，尼希米聽取民怨，公開斥責貴胄，勸令免

債（五 1-13），雙方皆聽從。 

(6) 屬靈復興：他致力真理及心靈建設。他請以斯拉宣讀律法，恢復住棚節，禁食認

罪，潔淨聖殿，十一奉獻，守安息日，禁止雜婚（八至十三章）。 

尼 2:17 以後、我對他們說、我們所遭的難、耶路撒冷怎樣荒涼、城門被火焚燒、你

們都看見了‧來罷、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 
尼 2:18 我告訴他們我 神施恩的手怎樣幫助我、並王對我所說的話‧他們就說、我

們起來建造罷。於是他們奮勇作這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