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1 日通達天上神的律法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七 12、21、23、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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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亞達薛西王

又降旨與河西的一切庫官，說：『通達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無論向你們要甚麼，你們要

速速地備辦，23 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當為天上神的殿詳細辦理。為何使忿怒臨到王和王眾子的國

呢？25「以斯拉啊，要照著你神賜你的智慧，將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為士師、審判官，治理河

西的百姓，使他們教訓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26 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當速速定他的

罪，或治死，或充軍，或抄家，或囚禁。」 

以斯拉記七章 12~26 詳細地記載了亞達薛西王對以斯拉下的詔書，書中多次提及以斯拉通達天上神

律法的文士(拉七 12、21)。對亞達薛西王而言，他不明白耶和華是誰，只知道耶和華是天上的神，

而以斯拉便是精通天上的神的律法的文士，理當只能由以斯拉的口中才明白律法的要求如何，這樣，

亞達薛西王在詔書中要求所有人都要跟隨以斯拉所詮釋的律法而行。以斯拉不但是詮釋律法者，更

是律法的化身。 

關於天上神律法的實戰，亞達薛西王主要有三樣吩咐： 

1. 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當為天上神的殿詳細辦理(拉七 23)，這代表神的律法的細節一定要完完全

全地實踐，為的目的便是免得忿怒臨到王和王眾子的國。當時的世代相信人的命運在不同神明的

手中，如果不小心惹動神的忿怒便不幸了，所以君王需要在宗教事務上專業的人士來為他了解神

明的心意，以及了解如何除去忿怒的禮祭程序。這種古近東的文化為以斯拉帶來好處，他便可因

此利用亞達薛西王的懼怕來實踐神的吩咐。 

2. 亞達薛西王要求以斯拉把律法教訓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拉七 25)，這相信也是為了免去忿怒的

動機，亞達薛西王懼怕有人不小心違反神的命令而招惹禍患，因此他必須確保所有人都明白律法

的意思，這樣，以斯拉作為律法的教師便能履行這任務，一方面使王安心，另一方面卻藉著教導

的工作，讓以色列人明白他們真正的信仰與神的心意。 

3. 亞達薛西王的要求很徹底，他下了一個嚴厲的命令，若有人不遵守律法的要求便要判為死刑(拉

七 26)，這樣的刑罰過了律法本身的刑罰要求。 

以斯拉不但是熟悉神的律法，他的專業也被亞達薛西王知道，因此以斯拉不但是在教內有好名聲，

更加在教外有好名聲，他的專業被王運用來消去神的忿怒，就算以斯拉只相信耶和華才是最偉大的

神，亞達薛西王的吩咐似乎沒有與以斯拉本人的信仰有任何的抵觸，反而有利以斯拉在以色列地實

踐神的吩咐。這樣，以斯拉的受訓與神的計劃接了軌，神能利用亞達薛西王及當時文化對忿怒的理

解，來成就以斯拉作為律法師的任務。思想：你願意成為以斯拉，不但在教內有好名聲，在教外也

有好名聲，終有一天會被神使用，讓更多人了解律法的詮釋與宣講了解神的心意，你願意嗎？ 

 

 

 

 

 



5 月 22 日 施恩的手幫助我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七 27~28 

27 以斯拉說：「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使王起這心意修飾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

28 又在王和謀士，並大能的軍長面前施恩於我。因耶和華－我神的手幫助我，我就得以堅強，從以

色列中招聚首領，與我一同上來。」 

亞達薛西王下詔書恩待以斯拉，好讓他可以在耶路撒冷教導神的律法，並且重建禮祭及敬拜。當然，

我們可以由當時波斯帝國的政治及社會角度來看這事情，但以斯拉對亞達薛西王的恩待並非純粹用

政治及社會的因素來看，他理解這樣的恩待是神施恩的手幫助他。 

以斯拉記七章 27~28 節記載了以斯拉對此詔書的反映，他不是以自己的影響力或自己文士的專業去

解釋這事，而是一開始便稱頌耶和華(拉七 27)，他認定，就算表面上這是一項政治性的詔書，亞達

薛西王可能有其他政治上的考慮，而且王也可能利用高度自治的政策來堅固自己的勢力及影響力，

但都不能否定神在背後的計劃與參與。對以斯拉來說，耶和華永遠是所有恩待的幕後主宰，詔書的

賜下是由於耶和華的工作：因祂使王起這心意修飾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拉七 27)。原來，神才是一

切政權的主宰，若沒有他改變王的心，以斯拉也無法得到如此的厚待。很多時，當我們順利成功，

我們會強化自己的功勞，或是會訴諸於環境的因素，但以斯拉卻把一切的成就屬功於神的工作，只

有祂，才是我們感恩的理由。 

以斯拉記七章 28 節更加說明神的工作內容。首先，經文強調了王和謀士與軍長如何的施恩，當中

「恩」(ḥěsěd)這字可以解作人與人之間的忠誠，代表王的謀士與軍長忠誠地履行詔書的內容，由於

詔書的賜下是耶和華的工作，因此這班謀士及軍長的賜恩便等於忠誠地履行耶和華的工作，實踐神

的心意。第二，經文指出王、謀士及軍長的施恩是基於耶和華我神的手幫助我，這句的句法與雅比

斯禱告當中常與我同在(原文直譯是「神的手與我同在」)相似(代上四 10)，昔日雅比斯的禱告蒙耶和

華應允，耶和華的手與雅比斯同在，現在以斯拉也一樣有耶和華的手來幫助他。這樣，以斯拉記七

章 28 節說明以斯拉之所以有這樣暢通的待遇，並非因為他的能力及個人魅力，而是因為神賜恩的手

藉王和謀士並軍長來幫助他。 

思想：你近來經歷神施恩的手幫助你嗎？或許我們會心存驕傲，認為眼前所有的好處都是因為自己

的能力與魅力所達致，我們會對自己所控制的範疇太有信心，以為眼前一切的成就都是歸功於自己

的努力，殊不知，原來眼前所有的暢通，並非因為個人的能力，而是因為神施恩的手幫助你，而你

也有如以斯拉一樣，把最終的成就歸功於耶和華嗎？



5 月 23 日 專業的利未人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八 15~20 

15 我招聚這些人在流入亞哈瓦的河邊，我們在那裏住了三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見沒有利未人在

那裏，16 就召首領以利以謝、亞列、示瑪雅、以利拿單、雅立、以利拿單、拿單、撒迦利亞、米書

蘭，又召教習約雅立和以利拿單。17 我打發他們往迦西斐雅地方去見那裏的首領易多，又告訴他們

當向易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寧說甚麼話，叫他們為我們神的殿帶使用的人來。18 蒙我們神施恩的手幫

助我們，他們在以色列的曾孫、利未的孫子、抹利的後裔中帶一個通達人來；還有示利比和他的眾

子與弟兄共一十八人。19 又有哈沙比雅，同著他有米拉利的子孫耶篩亞，並他的眾子和弟兄共二十

人。20 從前大衛和眾首領派尼提寧服事利未人，現在從這尼提寧中也帶了二百二十人來，都是按名

指定的。 

以斯拉記第八章開始便記載以斯拉所帶領的回歸名單(拉八 2~14)，而在這名單當中，以斯拉發現竟

然沒有利未人(拉八 15)，他便主動組織利未人，因此，以斯拉記八章 15~20 節便是以斯拉所組織的

利未人名單。 

在這利未人名單當中，我們發現利未人有很多不同的角色與專業，他們有的是「首領」(leaders)(拉

八 16)，有的是「辨別的人」(men of understanding，和合本作教習)(拉八 16)，有的是「智慧的人」

(men of wisdom，和合本作通達人)(拉八 18)，到底我們如何理解這樣稱呼？ 

當我們參看歷代志，便明白這些稱呼常用來形容利未人，特別是利未歌頌者及利未守門者(代上二十

五 8；二十六 14)，而歷代志上二十三至二十七章記載了第一聖殿不同事奉人員的名單，當中提及利

未人擁有不同的專業：唱歌、先知、守門、管理、士師、審判官等等，當中有些專業需要經過學習

而來(代上二十五 7~8)，特別是先知、唱歌等技術性的專業需要經過文士的學習而來，這一方面與以

斯拉的專業性吻合，也與一貫描述利未人的情況吻合，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辨別的人」與

「智慧的人」便是一班經過特別訓練的利未人，當利未人被擄到巴比倫時，這種師徒系統的訓練方

式沒有改變，並且發展出不同的專業，成為「辨別的人」與「智慧的人」。再者，以斯拉記八章 20

節說明從前大衛和眾首領派尼提寧服侍利未人，這些尼提寧便是殿役，協助利未人服事，並且經文

強調大衛的權威，說明利未人的建立與他們的專業不是一種無中生有的事奉，而是一種由第一聖殿

開始已延續到第二聖殿當中的事奉。 

思想：被擄是一件傷痛的事，對以色列民的身份有深遠的影響，就算被擄把利未人遷到巴比倫，但

他們的專業卻沒有因此而失傳，反之，他們忠誠地把不同的專業一代傳一代，保持他們子孫的事奉

質素，承載了「辨別的人」與「智慧的人」的宣稱，全是因為他們專心把神藉大衛的安排牢牢的記

著，並且一代傳一代。這樣，當以斯拉帶領利未人回歸，便等於在第二聖殿當中重建遠古第一聖殿

的敬拜與事奉。到底我們的生命有利未人這樣認真嗎？我們現在的使命如何承傳給下一代呢？ 



5 月 24 日 尋求與施恩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八 21~23 

21 那時，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為要在我們神面前克苦己心，求他使我們和婦人孩子，並一切

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22 我求王撥步兵馬兵幫助我們抵擋路上的仇敵，本以為羞恥；因我曾對

王說：「我們神施恩的手必幫助一切尋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忿怒必攻擊一切離棄他的。」23 所以

我們禁食祈求我們的神，他就應允了我們。 

以斯拉記八章 21~23 節是三節非常重要的經文，記載了以斯拉記關於尋求神的觀念。這三節經文中，

「尋求」(bĭqqēš)這字出現三次(拉八 21、22、23)，因而成為主題所在。到底我們如何理解當中關於

尋求神的神學呢？或許我們可以用一個列表把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與以斯拉記八章 21~23 節作比較： 

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 以斯拉記八章 21~23 節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

民，若是自卑、禱

告，尋求我的面，轉

離他們的惡行，我必

從天上垂聽，赦免他

們的罪，醫治他們的

地。 

那時，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為要在我們神面前

克苦己心，求他使我們和婦人孩子，並一切所有的，

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撥步兵馬兵幫助我們抵擋路

上的仇敵，本以為羞恥；因我曾對王說：我們神施恩

的手必幫助一切尋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忿怒必攻擊

一切離棄他的。所以我們禁食祈求我們的神，他就應

允了我們。 

由以上的對比可以，以斯拉記八章 21~23 節當中的都得、尋求及祈求在原文看來都是「尋求」

(bĭqqēš)這字，而「尋求」(bĭqqēš)這字便正正是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當中的尋求。另外，以斯拉記八

章 21~23 節當中的禁食與克苦己心都是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當中自卑這字的同意詞。這樣，我們發現

以斯拉記八章 21~23 節似乎運用了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的重要字眼來帶出尋求神及自卑的重要性，而

根據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的應許，神必定回應尋求神及自卑的人，好讓他們經歷神的赦免與醫治，亦

即是經歷神施恩的手來幫助尋求神的人。這樣，在以斯拉記八章 21~23 節看來，尋求神與蒙神施恩

的手來幫助形成因果關係，反之，若果有人離棄耶和華，神的忿怒便會臨到。 

原來，以斯拉得到神施恩的手幫助他並非因為合乎了某些波斯帝國中政治的因素，也不是因為他自

己個人的能力與魅力，而是因為他有一顆尋求神的心，就算以斯拉是律法師，他在家譜中是亞倫的

祭司後代，他經過專業的文士訓練，成為敏捷的文士，但他卻沒有因此認為他不需要在神面前自卑，

反之，他自己謙卑，在神面前禁食及克苦己心，不會視自己的專業為自誇的東西，反而他認定若沒

有神的恩手，他自己甚麼也不能做。這便是尋求神及自卑的意思了。思想：你有尋求神的心嗎？你

在神面前願意自卑嗎？ 

 

 

 

 

 

 



5 月 25 日 歸耶和華為聖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八 24~30 

24 我分派祭司長十二人，就是示利比、哈沙比雅，和他們的弟兄十人，25 將王和謀士、軍長，並

在那裏的以色列眾人為我們神殿所獻的金銀和器皿，都秤了交給他們。26 我秤了交在他們手中的銀

子有六百五十他連得；銀器重一百他連得；金子一百他連得；27 金碗二十個，重一千達利克；上等

光銅的器皿兩個，寶貴如金。28 我對他們說：「你們歸耶和華為聖，器皿也為聖；金銀是甘心獻給

耶和華－你們列祖之神的。29 你們當警醒看守，直到你們在耶路撒冷耶和華殿的庫內，在祭司長和

利未族長，並以色列的各族長面前過了秤。」30 於是，祭司、利未人按著分量接受金銀和器皿，要

帶到耶路撒冷我們神的殿裏。 

以斯拉因為得到神施恩的手幫助他，所以王、謀士及軍長，並以色列眾人都為神的聖殿獻上金銀(拉

八 25)，他們所奉獻的數目很多，銀子有 650 他連得，而金子卻有 100 他連得。一他連得的重量等

於現代的 6.73 磅，而金子 100 他連得便是 673 磅，銀子 650 他連得便是 4375 磅，這都是很大的數

目。而正正聖殿的器皿大都是來自波斯帝國的財富，所以我們可以說，聖殿的器皿的材料來自非以

色列民，象徵這聖殿運作不單止是為了以色列民，也是為了萬國萬民，因為這是萬民禱告的殿。 

在此，我們要小心，就算財寶是來自萬國萬民，也不代表這些金銀不需要根據摩西律法去處理，就

是因為這些財寶來自外邦，便更需要為這些金銀進行潔淨及成聖之禮。經文說明以斯拉吩咐人把所

有的奉獻歸耶和華為聖(拉八 28)，並且也要過了聖殿所用的秤(拉八 29)。首先，根據利未記七章

28~36 節，所有不能用作獻祭的供物都必須經過搖祭來把此物轉化為神聖的領域，亦即是把此物由

凡俗的領域轉化為屬神的領域，因此，這些外邦而來的金銀必須經過搖祭的處理，才能進入神的領

域，以供祭司及利未人所吩咐打造聖殿所用的器皿。第二，根據利未記十九章 35~36 節及利未記二

十六章 26 節，聖殿有公道秤，此秤的存在是為了統一量度的準則，除去任何一切的不公，而以斯拉

現在要求用聖所的秤來量度這些金銀，就是想表達聖所有自己的規定，就算外邦的君王宣稱自己奉

獻的財富有多大，也不能因此而越過聖所量度的準則，這也在另一方面防止有人私下收取供物為己

用，這樣，用聖所的秤也是一種成聖的規定，把奉獻給神的金銀以神的準則來衡量。 

思想：此經文教導我們，就算外邦的金銀極多，也不代表外邦的規定可以影響甚至主導聖殿的法則，

因為聖殿有自己的神聖規定，也有自己的秤，這都是摩西律法所定立的。若果我們因為自己奉獻的

東西多而期望聖所為自己帶來更多的好處，又或者利用奉獻的數目來為自己取得好名聲，這便等於

以世俗的眼光來看自己的奉獻，這樣的奉獻便不能歸耶和華為聖。求主讓我們的奉獻可以歸耶和華

為聖，不為回報，也不為利益，而是單單為了讓自己的心意歸耶和華，這便足夠了。



5 月 26 日 行可憎的事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九 1~3 

1 這事做完了，眾首領來見我，說：「以色列民和祭司並利未人，沒有離絕迦南人、赫人、比利洗

人、耶布斯人、亞捫人、摩押人、埃及人、亞摩利人，仍效法這些國的民，行可憎的事。2 因他們

為自己和兒子娶了這些外邦女子為妻，以致聖潔的種類和這些國的民混雜；而且首領和官長在這事

上為罪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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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告訴以斯拉，說以色列民、祭司與利未人有人娶了外邦女子為妻，以致他們還是效法外邦人行

可憎的事。經文沒有明確指出這些可憎的事是甚麼，我們卻可以由利未記十八至二十章看見這些可

憎的事不但涉及敬拜外邦的神明，更加包括亂倫、同性性行為、人獸交、欺壓窮人及寄居者，這樣

的理解也得到尼希來記第五章的證明，看見第二聖殿年間確實有欺壓窮人及寄居者的情況，因此我

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可憎的事便是指欺壓窮人及寄居者。為甚麼以色列民會這樣做？因他們為自己和

兒子娶了這些外邦女子為妻，以致聖潔的種類和這些國的民混雜；而且首領和官長在這事上為罪魁。

(拉九 2)而根據以斯拉記九章 1 節的描述，相信以色列民是違反了申命記的律法：耶和華─你神領你

進入要得為業之地，從你面前趕出許多國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

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國的民，都比你強大。耶和華─你神將他們交給你擊殺，那時你要把他們滅

絕淨盡，不可與他們立約，也不可憐恤他們。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

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因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神，以致耶和華的怒氣

向你們發作，就速速地將你們滅絕。(申七 1~4)當我們細心看這經文，便明白赫人、革迦撒人、亞摩

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這樣的論述與以斯拉記九章 1 節是重複的。一方面，

我們很難在迦南的地理上找到這迦南七族的位置，他們都不是在歷史上同一時期出現的族群。而以

斯拉記九章 1 節描述這七族，這種描述有點奇怪，因為在以斯拉時期(被擄後)，這七族在歷史上已

不存在，他沒有可能為到以色列民在歷史上離絕七族而悲哀，唯一的解釋就是說，以斯拉記九章 1

節所提及的七族不是用字面去解釋，而是用喻意去解釋(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亦即是，這七

族不是指歷史上的七族，而是泛指那些行可憎的事的國家，鼓勵以色列民不要效法這些國的民，也

不要與他們混雜。因此，以斯拉悲哀的原因，就是以色列民違反申命記七章的律法，娶外邦女子為

妻，並且因為這種婚姻而引致行可憎的事。在此，外邦女子便是沒有認同耶和華信仰的人，不是泛

指血統上的外邦女子，若果有外邦女子改信耶和華信仰，並且離開了這些可憎的事，以色列民還是

可以娶他為妻，而事實上，歷代志上一至九章的家譜當中有很多外邦女子的名字，足以看見歷代志

作者對外邦女子的包容，若果這些外邦女子信耶和華，她們還是神的子民的一部份。這樣，當以斯

拉為以色列民娶了外邦女子悲哀，他是為到因為這些未經悔改的外邦女子引誘以色列民去行可憎的

事而悲哀，因此他的悲哀不是種族上的分離，而是因為信仰上的分野。思想：我們的生命也是否因

為四圍那可憎的事而同化了？我們也是否迎合別人的口味而慢慢對很多律法所禁止的東西有所妥協？ 

 



5 月 27 日 以斯拉的認罪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九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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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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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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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從我們列祖直到今日，我們的罪惡甚重；因我們的罪孽，我們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

王的手中，殺害、擄掠、搶奪、臉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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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們是奴僕，然而在受轄制之中，我們的神仍沒有丟棄我們，在波斯王

眼前向我們施恩，叫我們復興，能重建我們神的殿，修其毀壞之處，使我們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有牆

垣。10「我們的神啊，既是如此，我們還有甚麼話可說呢？因為我們已經離棄你的命令， 

因著以色列民與其他國民一樣行可憎的事，以斯拉便心中愁苦，穿著撕裂的衣袍，雙膝跪下向耶和

華─我的神舉手(拉九 5)。面對百姓的犯罪，以斯拉沒有立即揪出犯罪的人，也沒有立刻開公審大會，

看看那一個是罪魁禍首，他卻竟然為到百姓所犯的罪而悲哀，就算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邊，就算自己

沒有與犯罪的人勾結，也無減他自己悲哀之情，因為他視神的百姓為自己的群體，以斯拉沒有把自

己抽離群體，把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地來審判百姓，而是把自己放在與群體同受惡運的一員，願意與

百姓一起承受神而來的審判。 

以斯拉記九章 4~10 節記載了以斯拉向神認罪的禱文，這禱文的特色，就是在形容罪惡時，都加上

「我們的」的描述：我們的罪孽(拉九 6、7)、我們的罪惡(拉九 6)、我們已經離棄你的命令(拉九 10)。

在此，我們看見，以斯拉不會分開你我，他視百姓的罪惡為「我們的罪惡」，他的罪觀是集體性的，

不是個人性的。當某些人犯罪，以斯拉認為自己也是群體的一員，便站在與犯罪的人同一個行列當

中向神認罪。再者，在這禱文中，以斯拉宣稱神是我們的神(拉九 8、10)，並且我們是奴隸(拉九 9)，

而關於復興方面，以斯拉都不會視為自己的功勞，而是一種群體的復興：我們復興，能重建我們神

的殿，修其毀壞之處，使我們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有牆垣。(拉九 9)這樣，我們能在此看見以斯拉對於

群體的觀念，對他來說，回歸的群體是神的子民，如果群體犯罪，以斯拉便一起認罪，如果群體復

興建殿，以斯拉都視之為整個群體的成就，因為以色列民只有一位主，這位神是他們的神。因此，

以斯拉沒有個人的英雄主義，他的成敗取決於群體，也取決於與群體立約的神。 

思想：很多時，我們對於身邊犯罪的弟兄姊妹加諸太多的審判，卻缺以斯拉那種與群體同舟共濟的

承擔，我們也會傾向視犯罪為個人的得失，而不是一種影響群體的集體性犯罪，我們的認罪也比較

傾向個人，甚少為到群體所犯的罪而認罪。由今天開始，為到自己所屬的教會守望，並願意與教會

共同走過困難的日子，好讓以斯拉的禱告也成為我們的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