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度
第二階段 (5-12 月)：尼希米記

讀經計劃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詩 1:2)

第一週 (5 月 1 日至 5 月 7 日)：
細讀尼希米記的基本資料，鼓勵弟兄姊姊閱讀其他有關尼希米記的資料 (如啟導本、釋經書或網上資
料等)：
1. 書名：
在最早的猶太和基督教會的正典目錄中，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本為一書，稱之為《以
斯拉記》
，到主後二世紀，這兩卷書才被分為《以斯拉記》上、下。直到 1448 年，希伯來文舊約
才將二書分為《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
。這兩卷書在文字、體裁和內容的著重點上都和《歷代
志》十分接近，而《代下》最後兩節(36:22-23)也在《以斯拉記》一章開頭處重現，因此也有人認
為這兩卷書原本是《歷代志》的一部分。
2.

作者：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這兩卷書的作者至今未能確定，不過大多數學者都同意這兩卷
書的作者和《歷代志》的作者相同，因彼此間有頗多相似，比較普遍認為作者是以斯拉或尼希米。
由於本書大部分篇幅以尼希米第一人稱來記錄，因此本書以他命名。

3.

寫作時期：
作者大概在書中事情發生後不久寫書；大約是主前 430 年。那是亞達薛西當政期間(主前 464
至 424 年)。

4.

以色列簡史：

時序
賽、

耶、結、

申、書

代上 10 –代下 9

代下 10-35

王下 17

代下 35-36

尼希米帶領第三批猶太人歸回。

王上 12–王下 17

以斯拉帶領第二批猶太人歸回。

撤上 10 –王上 11

所羅巴伯帶領第一批猶太人

書卷

出、利、民、

歸回耶路撒冷。

南國猶大被巴比倫所滅，聖

城與聖殿被毀。

北國以色列被亞述所滅。

以色列分列為南、北兩國：

南國：猶大、北國：以色列

所羅門王建聖殿。

以色列國的統一王朝：

掃羅  大衛  所羅門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入迦南。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約瑟被賣至埃及，以色列人因飢荒

遷居埃及。

雅各生十二支派祖先。

亞伯拉罕離開吾珥，移居至迦南。

大事

創 12 - 50

拉、尼、瑪

讀經： 讀有關以色列及猶大亡國的經文 (王下 17、王下 23:29 – 25:30、代下 35:20 – 36:23)，以了解
以色列亡國前的境況。

思想：細讀以上經文後，你認為以色列和猶大為什麼相繼亡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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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5 月 8 日至 5 月 14 日)：
繼續細讀尼希米記的其他背景資料及相關經文：
5.

歷史背景：
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七十年之久。主前 530 年，波斯王擊潰巴比倫帝國而取得政權之後，即
鼓勵猶太的遺民返回他們的故國。於是所羅巴伯和大祭司耶書亞便帶著一批百姓回國，並且開始
重建聖殿的艱鉅工作，這是因為聖殿對於猶太人敬拜神的生活關係至為重要，但是有一班乘猶太
人被擄期間佔住猶太國的外邦人起來反對，又因建殿工作過於艱鉅之故，猶太人不久只立了重建
聖殿的根基，便讓工程停頓下來。
大約過了十六年以後，神興起哈該和撒迦利亞兩個人。他們責備百姓只顧自己享受的生活，
竟把神的事情忘掉了。百姓們受這兩個人的感召，重建聖殿的工作又再開始。這一次重建聖殿的
工作終於完成，這是約在第一批猶太人被擄歸回的二十年以後的事。
又過了大約六十年以後，於主前 458 年，又有一批猶太人在以斯拉領導之下歸回耶路撒冷，
要在那可憐的光景中重新建立起他們道德和靈性的生活。以斯拉的工作受到許多人的阻擋，有好
多工作都未能做到成功。他們各方面都受到當地居民的為難，從前打發他們回國的波斯國王沒有
力量再給他們武力的支援，因此之故，自第一批猶太人歸國以後不止九十年之久，耶路撒冷的城
牆仍然荒廢，神的子民在痛苦和羞辱中過日子。
正在此時，即主前 445 年，神興起了一個人來應付那時代的需要。在以斯拉回國之後十四年，
神對尼希米說話，預備了他從事這項工作，並且呼召他服事耶和華，進行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右圖：耶路撒冷今日仍有
大石砌成的城牆。

上圖：考古學家所發掘的
古舊城牆，從圖中可見，
城牆極厚，建造不易。
右圖：巴比倫、亞述、埃
及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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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尼希米
尼希米 N ehem iah(耶和華是安慰的意思)在波斯身居要位(酒政乃皇帝的親信大臣)，深得皇帝寵
信。他聽聞故土耶路撒冷城荒涼的情景，便求王恩准，回鄉重修城牆。其後，他在故鄉任總督達
十二年之久。尼希米不是祭司，不是文士，也不是先知，更不是君王，用我們現在的話說，他只
不過是一位平信徒，然而他的獻身卻值得每位信徒效法。尼希米領導回歸的百姓重建城牆一事，
是發自信仰，因此，他常為工程禱告 (1:5–11、 2:5、 4:4–5、6:9)；並將事情的成就歸功於神 (2:8、
2:18)。城牆的建立不僅表示在猶太地區重建家園，更意味著整個猶太團體的建立，與宗教活動的
恢復，使猶太人能保持信仰的純淨。

讀經： 讀有關所羅巴伯、耶書亞和以斯拉帶領以色列人歸回的經文 (拉 1、3、6:14 – 22、7:6 – 28)
思考： 1. 猶太人既已亡國被擄，是什麼使他們能夠返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
2. 你對所羅巴伯、耶書亞和以斯拉有什麼印象？
第三週 (5 月 15 日至 5 月 21 日)：
細讀有關猶太人回歸的經文：
7.

有關回歸的重要日期：
一、 主前 538 年：古列王下詔重建聖殿 (拉 1)
二、 主前 536 年
1. 所羅巴伯和耶書亞帶領第一批猶太人歸回 (拉 2)
2. 聖殿重建工作開始
3. 聖殿重建工作被令停止
三、 主前 521 年：大利烏王(大流士)開始統治瑪代波斯帝國。他統治了三十五年 (主前 521 年至主
前 486 年)
四、 主前 520 年：大利烏王
1. 哈該第一次說話 (六月一日) (哈 1:1–11 )
2. 哈該第二次說話，百姓響應，重建聖殿 (六月廿四日) (哈 1:13–15 )
3. 哈該第三次說話 (七月廿一日) (哈 2:1–9 )
4. 撒迦利亞第一次說話 (八月) (亞 1:1–6 )；大利烏王允許聖殿繼續重建 (拉 5、6)
5. 哈該第四次及第五次說話 (九月廿四日) (哈 2:10–19、哈 2:20–23 )
6. 撒迦利亞看見八個異象 (十一月廿四日) (亞 1:7)

主前 518 年：提出關於禁食的問題 (大利烏四年九月四日) (亞 7:1–7 )
主前 515 年：聖殿重建完成(大利烏六年十二月三日 ) (拉 6:14–22 )
主 464 年：亞達薛西一世統治瑪代波斯帝國。他統治了四十年 (主前 464 年至主前 424 年)
主前 444 年：尼希米返回重建耶路撒冷城牆。城牆五十二天建成。(亞達薛西二十年)
(尼 2:1、6:15)
哈該和撒迦利亞是同時代的先知，二人都支持所羅巴伯重建聖殿的工作。當所羅巴伯和耶書亞帶領第
一批猶太人回歸重建聖殿後，由於重建工程受外邦人阻止，工程一度擱置，神呼召哈該和撒迦利亞一
五、
六、
七、
八、

同鼓勵眾人，齊心合意恢復重建工作。
讀經： 細讀哈該書第 1 至 2 章，以了解當時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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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5 月 22 日至 5 月 28 日)：
讀經： 撒迦利亞書內記載著有關重建耶路撒冷的經文，以及指著所羅巴伯和耶書亞的說話，細讀下
列撤迦利亞書的章節：
重建耶路撒冷： 1:12、1:16–17、2:12、8:1–23
耶書亞： 3:1–10
所羅巴伯： 4:6–10

第五週 (5 月 29 日至 6 月 4 日)：

思考：
1. 經過幾個星期閱讀有關尼希米記背景的資料及經文，你對這段歷史是否有更深的認識？這些事跡
對你來說又有什麼意義？
2. 嘗試投入當時的情景，了解當時猶太人的心情，如果你是其中一份子，你會怎樣？
3. 回看以色列民族的歷史，你認為這是一個怎樣的民族？神又是一位怎樣的神？祂是怎樣彰顯對這
選民的愛？
4. 回看自己的屬靈生命，有沒有和以色列民相似的地方？神又怎樣在你的生命中工作？
總結： 期望這一個月的資料能幫助你認識舊約歷史，讓你準備好讀尼希米記，準備好一同經歷這個
漫長的重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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