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概論-歷史書 第十二堂（一）尼希米記
一、尼希米記簡介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原是一卷，直至第三世紀時，才被分為兩卷書。)
作者：尼希米（1:1）。尼希米這名字的原意是‘耶和華是安慰’。當這位神的僕人遭遇患
難和攻擊的時候，他只尋求耶和華作他的安慰。
時間：446-434B.C.；地點：耶路撒冷
目的：本書是神的選民最後一卷歷史書，指出神實現他的應許，使以色列歸回之民在尼希
米領導下重建聖城及宗教生活的過程。
歸回年代背景：
波斯列王
古列(賽魯士)
亞哈隨魯
亞達薛西

主前 550-530
486-465
465-424

重要事跡
538 王詔命歸回(第一次) ，重建聖殿
483-470 以斯帖記(在被擄之地)
458 以斯拉歸回(第二次)，重建聖民
445 尼希米歸回(第三次)，重建聖城

鑰字：(一) ‘禱告’; (二) ‘作工’; (三) ‘起來’
尼 1:9

但你們若歸向我、謹守遵行我的誡命、你們被趕散的人、雖在天涯、我也必從那
裏將他們招聚回來、帶到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居所。10 這都是你的僕人、你的百
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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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起
來建造罷。於是他們奮勇作這善工。19
但和倫人參巴拉、並為奴的亞捫人多比
來建造罷
雅、和亞拉伯人基善、聽見就嗤笑我們、藐視我們、說、你們作甚麼呢‧要背叛
王麼。20 我回答他們說、天上的 神必使我們亨通‧我們作他僕人的
我們作他僕人的、
我們作他僕人的、要起來建
造‧你們卻在耶路撒冷無分、
你們卻在耶路撒冷無分、無權、
無權、無紀念。
無紀念
主旨：神的殿表明了神和人的交通，神的城說出了神的見證，神的百姓說明了神的見證
人，猶太人被擄表明了神在人中間的工作打岔，神的見證衰微。藉著但以理的禱告
(參看但以理書九章)，感動了神的心，使古列王下詔書，使遺民歸國，先有五萬左
右人由所羅巴伯第一次歸國建造聖殿，後由以斯拉帶領第二批人歸國重整人心，又
過了十三年由尼希米帶領第三次歸國重新修造城牆，並且恢復了失去的事奉和敬
拜。城牆的屬靈意義是分別、保護與彰顯。
三、大綱與內容
根據本書內容可分為二大段：重建聖城，重建聖民。
一、重建聖城（一至六章）
(一) 尼希米之重歸（一至二章）
1. 耶路撒冷荒涼的情形
尼 1:1 哈迦利亞的兒子尼希米的言語如下。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書珊城的
宮中。2 那時、有我一個弟兄哈拿尼、同著幾個人從猶大來‧我問他們那些被擄歸
回剩下逃脫的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3 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
人、在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
(因為沒有城牆，神的子民們沒有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他們常受攻擊沒有保護，顯出荒涼軟
弱而沒有見證。我們有否看見這光景？我們有如何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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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尼希米的反應－哭泣悲哀、禁食禱告、呼召重建
尼 1:4 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 神面前禁食祈禱說、6 願你睜眼
看、側耳聽、你僕人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祈禱、承認我們以色列人
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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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罷、
來罷、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
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二) 聖城之重建（三至六章）
1. 分工合作與同心建造－是神負責的事工、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是神所記念的善工
2. 外在的危機及攻擊－譏諷和批評、威迫和擾亂、欺騙和造謠
3. 內在的壓力及腐敗－懼怕喪志、漠不關心、操守破產
4. 尼希米克服仇敵攻擊的方法
(1) 以禱告為能力的泉源
尼 4:4 我們的 神阿、求你垂聽、因為我們被藐視‧求你使他們的毀謗歸於他們的頭上、
使他們在擄到之地作為掠物‧9 然而我們禱告我們的 神、又因他們的緣故、就派
人看守、晝夜防備。
(2) 以警醒為防敵的方法
尼 4:13 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槍、拿弓、站在城牆後邊低窪的空處。14 我察
看了、就起來對貴冑、官長、和其餘的人說、不要怕他們、當記念主是大而可畏
的‧你們要為弟兄、兒女、妻子、家產爭戰。17 修造城牆的、扛抬材料的、都一
手作工、一手拿兵器。
(3) 城牆完工使仇敵懼怕－詩 122:3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連絡整齊的一座城。
尼 6:15 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16 我們一切仇敵、四圍的外邦
人、聽見了便懼怕、愁眉不展‧因為見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 神。
4. 城牆完工的稱謝與歡樂
尼 12:27 耶路撒冷城牆告成的時候、眾民就把各處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稱謝、歌
唱、敲鈸、鼓瑟彈琴、歡歡喜喜的行告成之禮。43 那日眾人獻大祭而歡樂‧因為
神使他們大大歡樂‧連婦女帶孩童也都歡樂‧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歡聲聽到遠處。
二、重建聖民（七至十三章）
(一) 以斯拉和尼希米之工作（七至十二章）
1. 稽查家譜(尼七﹕l-73)
2. 以斯拉向會眾宣讀律法(尼八﹕l-18)
3. 民眾認罪的禱告(尼九﹕l-38)
4. 民眾立約遵行律法(尼十﹕l-39)
5. 調查祭司的譜系（尼十二﹕1-26）
(二) 尼希米之工作（十三章）
1. 外邦人不能入神的會中(尼十三﹕l-9)
2. 實行什一奉獻(尼十三﹕10-14)
3. 遵守安息日(尼十三﹕15-22)
4. 禁與異族通婚(尼十三﹕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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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歷史書 第十二堂（二） 以斯帖記
一、簡介
作者：末底改（在波斯文的意思是「微小的人」）是以斯帖的堂兄，是撫養她的人。
時間：483-470B.C.；地點：波斯皇宮
目的：聖經中以斯拉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是三卷被擄後的歷史書。前兩卷是記載神的
兒女在猶大地的歷史，本書是記載神的兒女在外邦的歷史。前兩卷是說到神如何眷
顧那些歸國的遺民，本書是說到神如何保守那些散居在外邦各地的遺民。
鑰字：本書有兩個鑰字，可是都沒有在書中題起過一次。(一)神; (二)禱告。
斯 4:14 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
背景：波斯國的首都之一書珊，位於克爾凱河邊，離波斯灣北端約 161 公里。當時在波斯
亞哈隨魯為王(486-464BC)，在書珊城的宮內殿登基，在波斯史中他名「薛西」。
主旨：以斯帖記給我們生動的記載，說到以色列人隱藏的神如何在祂受壓制的選民分散
時，祕密的照顧他們，並在祂受逼迫的選民被擄時，公開的拯救他們。本書讓下一
代的猶太人紀念上一代曾經從滅種的邊緣逃出，因而明白普珥日的起源和意義。
三、大綱與內容
本書所記的一切事，都各自圍繞著三個不同的筵席(亞哈隨魯王的筵席、以斯帖的筵席、普
珥節的筵席)，發生密切關係。開始就以「國王的筵席」揭開故事的序幕，中間提到王后舉
辦筵席，最後以猶太人的歡樂喜筵慶祝勝利作結束。
一、亞哈隨魯王的筵席（一至二章）
(一) 連續六月之久的筵席（一 1～8）
當時波斯王亞哈隨魯要慶賀登基三周年紀念，為國內各政要權貴群臣大擺筵席，共一百八
十天之久；又為京都之百姓在禦園中擺設公宴七日，可算豪華奢侈之極。
(二) 王后的抗命和被廢（一 9～22）
王吩咐王后頭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赴筵席的人看見她。然而，王后拒絕照王的吩咐
前來。王后不聽命，結果被廢了位，王后的地位就空缺了。
(三) 以斯帖被選作王后（二 1～20）
斯 2:12 眾女子照例先潔淨身體十二個月、六個月用沒藥油、六個月用香料和潔身之物、
滿了日期、然後挨次進去見亞哈隨魯王‧(預備新婦)
斯 2:17 王愛以斯帖過於愛眾女、他在王眼前蒙寵愛比眾處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
在他頭上、立他為王后、代替瓦實提‧
以斯帖照
末底改所囑咐的還沒有將籍貫宗族告訴人‧
斯 2:20 以斯帖照
末底改所囑咐的還沒有將籍貫宗族告訴人
‧因為以斯帖遵末底改的
命、如撫養他的時候一樣。
如撫養他的時候一樣。
以斯帖不僅容貌俊美，她順服的生命表現出裏面的美麗，成為蒙神祝福的器皿。
(四) 末底改救王性命（二 21～23） 以斯帖奉末底改的名、將兩位要殺王的太監報告於王
二、以斯帖的筵席（三至七章）
(一) 哈曼陰謀滅絕猶太人（三 1～三 15）(哈曼是以掃的後裔亞瑪力人-代表肉體)
1、哈曼被提升，他不喜歡末底改（三 1～5）惟獨末底改(意微小之人)，不跪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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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曼密謀滅絕末底改的本族（三 6～11）
斯 3:6 他們已將末底改的本族告訴哈曼、他以為下手害末底改一人是小事、就要滅絕亞哈
隨魯王通國所有的猶大人、就是末底改的本族。
3、哈曼所發滅絕猶太人的命令（三 12～15） 十二月、就是亞達月十三日、殺戮滅絕
(二)以斯帖維護她同胞的利益（四 1～五 8）
1、因哈曼的命令，猶太人驚恐而禁食（四 1～3）
2、末底改向以斯帖求助（四 4～14）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
3、以斯帖接受任務（四 15～17）(她寧可死在神的旨意裡也不願違背神的旨意)
斯 4:15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報末底改說、16 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
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為我禁食三
晝三夜、
晝三夜、不喫不喝‧
不喫不喝‧我和我的宮女、
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
也要這樣禁食‧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
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我若
死就死罷。
死就死罷。17 於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4、以斯帖設宴招待國王和哈曼（五 1～8）
四、哈曼的敗落（五 9～七 10）
1、哈曼密謀絞死末底改（五 9～14）
2、亞哈隨魯想起末底改忠心的服務（六 1～3）
斯 6:1 那夜王睡不著覺就吩咐人取歷史來念給他聽。2 正遇見書上寫著說、王的太監中有
兩個守門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亞哈隨魯王‧末底改將這事告訴王后。3 王說、
末底改行了這事賜他甚麼尊榮爵位沒有‧伺候王的臣僕回答說、沒有賜他甚麼。
3、哈曼的羞辱與未底改的尊榮（六 4～11）
斯 6:10 王對哈曼說、你速速將這衣服和馬、照你所說的、向坐在朝門的猶大人末底改去
行、凡你所說的、一樣不可缺。11 於是哈曼將朝服給末底改穿上、使他騎上馬走遍
城裏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說、王所喜悅尊榮的人、就如此待他。
4、哈曼得到陰謀會失敗的警告（六 12～14）
5、以斯帖向亞哈隨魯指控哈曼（七 1～8）
斯 7:3 王后以斯帖回答說、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為美、我所願的是願王將我的性命
賜給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將我的本族賜給我‧4 因我和我的本族被賣了、要剪除殺
戮滅絕我們‧我們若被賣為奴為婢、我也閉口不言、但王的損失敵人萬不能補足。
6、哈曼被處死(七 9～10) 人將哈曼挂在他為末底改所豫備的木架上
三、普珥節的筵席（八至十章）
(一) 末底改得高位；猶太人得拯救（八）
1、取消哈曼的法令（八 1～14）
2、末底改被提升，猶太人重得恩寵（八 15～17）
斯 8:17 王的諭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猶大人都歡喜快樂、設擺筵宴、以那日為吉日。那國的
人民、有許多因懼怕猶大人、就入了猶大籍。
(二) 敵人滅亡；普珥節開始（九）
1、猶太人得拯救歡喜快樂（九 1～19）
2、宣佈普珥節（九 20～32）每年守亞達月十四十五兩日、猶大人就稱這兩日為普珥日
(三) 末底改得高升（十）猶大人末底改作亞哈隨魯王的宰相、在猶大人中為大
四、結語：信實的神拯救祂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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