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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以斯拉記簡介

I. 內容綱要：

一、作者、時間、地點

根據猶太人的傳統，歷代志、以斯拉記和尼希

米記的作者都是以斯拉。然而，也有學者因為尼希

米記的內容很多是用第一人稱來敘述，認為尼希米

記的作者很可能就是尼希米自己。據學者考證，這

三卷書應當都是在以斯拉在世的時期完成，可能再

加上一些後人的補充。

另外，也有學者認為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這兩

卷書，是文士用已經失傳的「以斯拉傳記」和「尼

希米回憶錄」為基礎，按著主題卻不一定完全按照

《第二課》

以斯拉記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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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編輯而成的。這個特點尤其是

在以斯拉記第四章的中間最明顯，比如在四章的

6-23節，插入了在聖殿已經重建完成後才發生的事
情。

多數的舊約聖經學者都肯定這三卷書應當都是

在主前第五世紀的中期，即主前 440至 430年間寫
成。雖然以斯拉記曾經追述一些在波斯帝國發生的

事，但主要都是記錄在耶路撒冷發生的事情，很多

時候都是作者以第一人稱敘述的，所以這幾卷書的

寫作地點應當是在耶路撒冷。

二、特色

以斯拉記裡面有好幾個清單，包括：所歸還的

聖殿器皿（1：9-11）、第一次被擄歸回者的名單（2：
3-67，與尼 7：8-69幾乎完全相同）、以斯拉的家
譜（7：1-5）、第二次被擄歸回者的名單（8：1-14）
以及與異族通婚者的名單（10：18-43），可見以斯
拉有機會取得一些官方的資料。以斯拉記裡面還有

七份官方檔案，就是古列王的詔書（1：2-4）、利
宏等人的控訴（4：11-16）、亞達薛西王的回覆（4：
17-22）、達乃等人的報告（5：7-17）、古列王下
詔的記錄（6：2-5）、大利烏王的回覆（6：6-12）
和亞達薛西王給以斯拉的授權書（7：12-26），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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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件也和一些當時波斯的文獻類似。以斯拉記用

這些官方檔案和史實證明了以色列的歸回、重建都

是神的作為：神感動了好幾位波斯國王，用奇妙的

方法消除了以色列百姓歸回、重建聖殿和城牆過程

中遇到的種種攔阻。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以色

列百姓在這個過程中常常不順服神的帶領，需要領

袖和先知的不斷教導、監督和督促。

三、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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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四、《以斯拉記、尼希米記綜合概論》上、下

集大綱

a. 第一次歸回時期（拉 1∼ 6章）
b. 第二次歸回時期（拉 7∼ 10章）
c. 第三次歸回時期（尼 1∼ 7章）
d. 尼希米時代的復興（尼 8∼ 13章）

五、古列的詔書

古列元年，就是主前 538年，古列征服了巴比
倫帝國之後的第二年。古列王為了爭取民心以方便

統治，決定讓那些從前被迦勒底人擄到巴比倫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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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歸回原住地，並且歸還本來屬於他們的聖

物，讓他們重新為自己的神建造殿宇，好讓大家

都為他祝福。以斯拉記所記的詔書內容（1：2-4）
和十九世紀在巴比倫發現的「古列銘筒」（Cyrus 
Cylinder，現存大英博物館）所記的極為類似，上面
記著古列說道，他已歸還大河（就是幼發拉底河）

以西各地方的殿宇及殿中所有的聖物、神像，並將

各地各城被擄的人民遣返原居地。願各族的神都賜

福給他⋯⋯。後來考古學者又發現一些其他楔形文

字泥版的碎片，上面也有類似的記載，學者們認為

古列的詔書可能對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版本，但內容

類似。神感動古列王的心頒佈了這樣的政策，成就

了祂藉先知的口所說的預言。這就是以色列人第一

次歸回故土重建聖殿的歷史背景。

六、先知的預言

1. 以賽亞預言
以賽亞是在主前第七世紀在耶路撒冷作先知。

在以賽亞書四十五章 1-5節這樣說：
「我－耶和華所膏的古列（或譯塞魯士）；我

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

放鬆列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不得

關閉。我對他如此說：『我必在你前面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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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閂。我要

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

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緣故，我就

提名召你；你雖不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

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除了我以

外再沒有神。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束腰。』」

緊接在這之前以賽亞書四十四章 28節，神藉著
先知以賽亞預言說：

「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

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

根基。』」

以賽亞被聖靈感動，在波斯帝國興起的兩百多

年前，就早已預言古列這個人將會作這件事。

2. 耶利米預言
耶利米是在主前第七世紀末到第六世紀初在耶

路撒冷作先知。他在猶大國的最後一位好王約西亞

戰死後作哀歌。耶利米不住地責備百姓犯罪、崇拜

偶像，甚至把自己的兒女獻給外邦人的神為祭，他

警告百姓若不悔改，大災難就會臨到。在主前 605
年他這樣說：「所以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因為

你們沒有聽從我的話，我必召北方的眾族和我僕人

MA131 以斯拉研習手冊--01繁體版--146頁--六校-3.indd   23 2017/5/12 週五   上午 10:38:02



24

以斯拉記研習手冊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攻擊這地和這地的居民，並

四圍一切的國民。我要將他們盡行滅絕，以致他們

令人驚駭、嗤笑，並且永久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

我又要使歡喜和快樂的聲音，新郎和新婦的聲音，

推磨的聲音和燈的亮光，從他們中間止息。這全地

必然荒涼，令人驚駭。這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王

七十年。七十年滿了以後，我必刑罰巴比倫王和那

國民，並迦勒底人之地，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

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耶 25：8-12）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果然在主前 586年攻破耶

路撒冷、活捉國王、殺死主要官員、拆毀城牆、焚

燒聖殿、擄走百姓，把聖殿中的金銀器皿都搬回巴

比倫去了。第一聖殿時期到此結束。

但是，神沒有離棄被擄到巴比倫的以色列百

姓，祂藉著先知耶利米預言：「耶和華如此說：『為

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向

你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此地。』」（耶

29：10）

七、死海古卷

在以色列境內，死海西北角的岸邊曠野，有一

個地方叫昆蘭。主前二世紀，一批敬虔的猶太教信

徒因為不滿耶路撒冷宗教領袖腐化，遁隱昆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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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刻苦度日，勤讀摩西五經 (Torah)和抄寫聖經，
過著一種公社式的生活，世稱愛色尼教派。主後 68
年，羅馬軍隊兵臨城下，愛色尼教派信徒將聖經抄

本收藏於附近的洞穴中。後來愛色尼人被羅馬士兵

殺死或離散，他們藏的經卷也就失傳了，近兩千年

沒有人知道有聖經抄本這回事。沒想到，這些經卷

因當地乾燥的氣候被保存了下來。

1947年一位牧童意外地在昆蘭附近找到主前
二世紀遺留下來的一批死海古卷，於是引起考古學

家在猶大曠野搜尋古卷的熱潮。結果在十一個山洞

中找到 400多個古卷及幾萬塊殘片，最初由牧童發
現古卷的山洞編號為第一號洞，第二個是第二號

洞⋯⋯，如此類推。最多古卷被發現的山洞為第四

洞，在這裡曾經發現超過一萬四千塊經文殘片，其

中包括了在 2012年由挪威學者辨認出來的尼希米
記。雖然這些被發現的經卷大部分已經殘缺不全，

但是除了以斯帖記之外，以斯拉記和所有舊約經卷

都已經被學者們辨認出來。死海古卷在聖經研究和

評經學上，都有著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響力！

II. 影片觀賞：

光碟內容「作者與背景」及「以斯拉記、尼希米記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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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概論上、下集大綱」

III. 問答討論：

【填充題】

1. 在以色列境內，死海西北角的岸邊曠野，有一個著
名的地方叫昆蘭。從 1947年開始，考古學家在昆蘭
附近山上的十一個　　　　　　裡，陸續發現了世

界聞名的聖經古抄本，叫作　　　　　　。這些古

卷都被放在一些陶製的容器裡，雖然發現時很多都

殘缺不全了，但除了　　　　　　之外，學者們確

認了舊約所有其他的經卷。

2. 十九世紀末，考古學家華森賀姆西在巴比倫城的遺
址發現了　　　　　　。上面記著　　　　　　　

說道，他已歸還大河以西各地方的殿宇和殿中所有

的　　　　　　；並將各地各城被擄的人民，遣返

　　　　　　。

3. 被擄之後，散居在波斯帝國的　　　　　　人，其
三次的歸回故土的時間是發生在波斯帝國的　　　

　　　王到　　　　　　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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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學習】

1. 請找出聖經中記載神的選民在亡國被擄之後，神三
次興起領袖帶領他們歸回的經文出處。

  
  
  
  
  
  
  

2. 請閱讀歷代志上二十九章 1-18節，並探討奉獻的真
實意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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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分享】

1. 死海古卷的發現，使我今日對我手中的這本聖經有
怎樣的感受？

  
  
  
  
  
  
  

2. 古列詔書的出土，使我對神的信實、偉大的能力和
慈愛的應許有怎樣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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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僅供小組長及主日學教師參考使用，如有需

要，請參考本書附錄之「小組長、教師使用說明」。

小組長、教師可按時間、需要酌情選用。

一、準備活動（5∼ 15分鐘）

1. 破冰： 在上課時間開始時，請小組長進行下列破
冰活動：

A.  如有新朋友加入，請新朋友做簡單自我
介紹。

B.  請大家相互問好。
C.  邀請 1-3位組員分享，在上次課程之後
所收集的有關「死海古卷」和「波斯帝

國」的資料。

2. 引言： 破冰活動後，請小組長進行下列引言活動： 
詢問組員有沒有讀過「天方夜譚」（又名

「一千零一夜」）這本故事書？或者有沒

有看過迪士尼電影「阿拉丁」（1992）？

小組查經、
主日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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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 2-3位組員分享，從這些書籍和電影
中，他們對阿拉伯文化的印象如何？小組

長對組員的回應予以簡單歸納，並引入課

程主題。

3. 禱告：祈求神的同在和聖靈的幫助。

二、發展活動（40∼ 90分鐘）

I. 內容綱要： 一、作者、時間、地點  
二、特色  
三、金句  
四、《以斯拉記、尼希米記綜合概論》 
　　上、下集大綱  
五、古列的詔書  
六、先知的預言  
七、死海古卷

II. 影片觀賞： 播放光碟內容「作者與背景」及「以
斯拉記、尼希米記綜合概論上、下集

大綱」。

III. 問答教學： 小組長使用以下填充題及經文學習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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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組員複習所學內容，請鼓勵組員積

極回答，小組長予以適當補充和更正

答案。  
填充題：1-3題  
經文學習：1-2題  
討論分享：1-2題

三、綜合活動（5∼ 15分鐘）

1. 結語： 越來越多的聖經考古發現，為聖經中的歷
史事件帶來新的亮光。讓我們看到神的應

許保守神的兒女，直到永遠。

2. 課後作業：瀏覽整卷《以斯拉記》。

親愛的天父，謝謝祢讓我看見祢是歷史的主

宰，不論是否認識祢，祢都可以引導、使用。

謝謝祢帶領我更多認識祢，求祢引導我走在正

路上，不偏左右。奉主耶穌的聖名求，阿們！

*結束禱告：請小組長為大家做結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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