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日  大使命 

作者：潘仕楷 

 

馬太福音廿八 16-20   

16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17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來到最後的結局，馬太要讓讀者一方面對於前景有信心，有盼望，有使命，但同時也需要面對重大

的挑戰和困難。 

首先，馬太介紹這個結局的場景。人物方面是十一個門徒和耶穌，這個數字使讀者立刻想起門徒的

失敗。直接的是猶大出賣耶穌，然後自殺，但從猶大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其他門徒的失敗。甚至到這

個時刻，他們見到復活了的耶穌基督，馬太仍然指出他們「還有人疑惑。」他沒有指明是哪一個人

疑惑，作用就是要讀者認識到疑惑存在於門徒之中。而耶穌基督的大使命，就是頒佈給這些失敗跌

倒、疑惑小信的人。 

雖然如此，他們也有正面的地方。他們按耶穌所約定，到加利利這個山上與祂會面。這行動明顯是

一個信心的表現。他們見到耶穌，不是充滿著議論和問題，而是立刻在祂面前下拜。 

門徒的表現，也和任何以信心跟隨耶穌基督的人的情況相似。我們跟隨耶穌，從來都不是已經有堅

固的信心，對神的作為有清楚的認識。我們是在看不清楚前路，也不完全明白神旨意之下，謙卑謹

慎地跟隨著祂的帶領，行一步，看一步。 

耶穌基督在對這十一門徒的最後吩咐之中，只有中間一句是祂給他們的使命，而在開始和結束都著

重提醒他們這使命的能力來源。一方面，祂是擁有天上地下所有權柄的基督。我們出去，不是要建

立自己的國度，也不是為基督建立祂的國度，而是按著耶穌基督已經擁有的權柄，代表祂呼召別人

成為祂的門徒。另一方面，耶穌在最後一句之中，提醒門徒這使命的動力基礎。在和合本的翻譯中，

似乎將這句同在的宣告表達為我們遵行這使命的結果，但原文之中卻以「看哪」介紹最後這句，反

映一個既然的事實，而不是一個因門徒回應的結果。現代中文譯本可能最接近原文的意思：「記住！

我要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祈禱：我們雖然帶著小信與疑惑，但求神幫助，確認祂的權柄，認定祂的同在，忠心地執行耶穌基

督的大使命 

 

 

 

 

 

 



5 月 1 日神的激動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一 1 

1 波斯王塞魯士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塞魯士的心，使他下詔

通告全國說： 

 

以斯拉記，記載了波斯帝國年間猶太人回歸重建聖殿禮祭的神蹟。這真的是神蹟！因為若果沒有神

在帝國政治層面的作為，猶太人那有機會及資源回歸耶路撒冷，以及重建聖殿呢？以斯拉記第一章

1 節是神蹟故事的開始，以耶和華所做的兩個動詞來作序幕：(1)應驗；(2)激動。 

 

七十年前，耶和華藉耶利米先知預言，猶太人需要被擄到巴比倫七十年，然後才有機會回歸重建耶

路撒冷。在這七十年間，猶太人已融入巴比倫人的生活，在當地買房子、娶女子、生養眾多，他們

似乎已成為巴比倫社區的一部份(耶二十九 5-8)，生活開始平淡及平穩，怎料神還是一位信實的神，

祂對於自己當初曾應許的有承擔，現在，七十年的日子快到了，神便在政治的層面下手，使巴比倫

帝國傾下，讓波斯帝國第一任君王塞魯士大帝上位，並認定現在便是一個應驗先知所說的話的時間，

也是神蹟的開始。 

 

經文用「激動」這字似乎是故意的，學者們認為這字既不親密，也不疏遠，亦即是說，神與塞魯士

的關係並非如以色列民一般的關係，塞魯士只不過是神手中的工具，他的心也任由神來操控及主宰。

表面上，塞魯士是一位明君，他實踐一種懷柔政策，其中一個動作便是讓尼布甲尼撒曾擄去的人民

回歸本土，以此增加不同民族的支持，但在這懷柔政策的背後，卻竟是神激動他的原因，原來，神

才是歷史的主宰，祂才是最終的幕後主腦，聰明的塞魯士都只不過是祂的工具，這便是「激動」這

字背後的神學意思。 

 

思想：原來，歷史的運作並非全部都是人為的因素，那看似君王的決定，卻在背後有神的激動，為

要應驗神藉耶利米所說下的應許，只有祂，才是歷史的主宰，君王的心都由祂來主控。何時我們才

放下自我操控的慾望？何時才能認定祂才是生命的主宰？何時才能看見：就算人在歷史中的黑暗政

局似乎看不見光，神卻能在悲哀中帶來新的曙光？或許，我們需要「激動」這字背後的神學意思來

看當下的處境，讓我們能認定耶和華才是歷史的主宰。 



5 月 2 日 天上的神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一 2-4 

2「波斯王塞魯士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

他建造殿宇。 

3 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殿（只

有他是神）。願神與這人同在。 

4 凡剩下的人，無論寄居何處，那地的人要用金銀、財物、牲畜幫助他，另外也要為耶路撒冷神的

殿甘心獻上禮物。』」 

以斯拉記第一章 2-4 節記載了波斯塞魯士王的詔書，我們這兩天一同來默想這詔書。 

塞魯士稱呼耶和華為「天上的神」，並且確定是耶和華這位天上的神把天下所有的萬國賜給他，吩

咐他要在耶路撒冷為耶和華建造殿宇。我們可以用三個層面來分析這說話。 

第一，由政治的手段來看，塞魯士王實踐懷柔政策，根據考古文獻「塞魯士圓柱」(Cyrus Cylinder)顯

示，塞魯士以支持各方各族的神明敬拜來討好地方勢力，因此我們可以大概肯定塞魯士並非真心相

信耶和華作為他唯一的神，而是為了配合他的懷柔政策來支持在耶路撒冷為耶和華建殿。 

第二，站在猶太人的政治考慮來說，塞魯士的政策正正合乎了猶太人的利益，當塞魯士用「天上的

神」來描述耶和華時，猶太人沒有任何的反感，因為這正正與猶太人那種「創造天地的耶和華」(詩

一二一 2)的信念一致，更加與他們期望重建聖殿的關注一致。 

第三，由神學的角度來看，「天上的神」說明耶和華本身是超越地土及彊界的神，祂是所有列國的

神，也是天上地下的主宰。由於猶太人經驗被擄與回歸，在這時代的洪流當中，他們體會耶和華不

只是留在耶路撒冷那種本地的神明(local God)，而是超越不同民族的宇宙性主宰(cosmic God)。以西

結書帶出神的榮耀會與猶太人一同到達被擄的土地巴比倫(結十章)，日後神的榮耀也會再次回歸聖殿

(結四十三 2)，這種超越土地的同在，讓猶太人明白就算他們被擄到他鄉，神的同在原來永不離開。

是的，就算猶太人犯罪被擄，神的同在也永遠不變。 

思想：「天上的神」這宣認對你來說有何意義？很多時，我們心中的神太細小，認為祂只關心我們

生命中很少的事，也以為祂只關心我們是否在教會事奉及奉獻，誰不知祂是萬有的主宰，祂擁有天

上地下所有有形無形的東西，卻竟願意與自己的子民同在。祂是歷史的主，祂也是人生的主宰，你

相信嗎？ 



5 月 3 日 餘民竟能重建聖殿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一 2-4 

2「波斯王塞魯士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

他建造殿宇。 

3 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殿（只

有他是神）。願神與這人同在。 

4 凡剩下的人，無論寄居何處，那地的人要用金銀、財物、牲畜幫助他，另外也要為耶路撒冷神的

殿甘心獻上禮物。』」 

塞魯士王的詔書(拉一 2~4)中最核心內容便是重建聖殿。 

經文第 3~4 節主要說明有兩種人可以回歸耶路撒冷重建聖殿。第一種人便是第 3 節所說的「所有祂

的子民」(kŏl ‘ămmô)，帶出回歸的猶太人就是神的子民，出埃及記十九 5~6 節說明以色列民是「在

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代表以色列民本來都是與萬民一樣，甚至比萬民更微小，現在竟被神揀選，

引領他們離開埃及到達西乃山與耶和華自己立約，凡願意接受神的呼召，跟隨雲柱與火柱的人都被

引領到西乃山成為恩約的子民。現在，就算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他們經驗很大的傷痛，在前路未

明的情況下，竟聽見塞魯士王的詔書中提及「所有祂的子民」，便因而讓他們想起昔日耶和華與以

色列民所立的約，凡願意接受神那種回歸的呼召，再次踏上回歸耶路撒冷的曠野路的，便因此成為

真正屬神的子民，這樣，回歸重建聖殿的呼召便是似乎是一種第二次出埃及，讓猶太人再次回歸迦

南地重建聖所。 

第二種人便是第 4 節所說的「餘民」(hănnĭš’ār)，餘民這字常用來描述經驗巴比倫擄去卻還存留到回

歸的人。餘民曾經犯罪而被擄，現在神卻安慰及赦免他們：「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恕

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彌七 18) 這些餘民因為罪的原故而一無所有，理

當沒有能力重建聖殿，但現在神藉塞魯士王的詔書帶來如神蹟般的好消息，他們竟可在波斯帝國的

支持下重建聖殿，這是何等奇妙及興奮的事，為要讓人看見神如何有權能在歷史及世界的舞台中看

顧餘民的回歸。 

思想：這兩種人，其實都是一樣的人，猶太人既是神的子民，也是一班餘民。他們是神的子民，代

表神沒有因為他們的罪而放棄自己曾經所立的約；他們也是餘民，代表神能在人的軟弱及無力當中

顯出祂的大能與神蹟。而我們豈都不是有這兩種身份嗎？求主讓我們深信神永不放棄我們，就算很

多時我們都曾經放棄自己，也曾經看自己如餘民一般的無能，但神就是在無能當中顯出祂的大能。

你相信嗎？ 



5 月 4 日 器皿的延續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一 5-11 

5 於是，猶大和便雅憫的族長、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動他心的人，都起來要上耶路撒冷

去建造耶和華的殿。 

6 他們四圍的人就拿銀器、金子、財物、牲畜、珍寶幫助他們，另外還有甘心獻的禮物。7 塞魯士

王也將耶和華殿的器皿拿出來，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掠來、放在自己神之廟中的。8 波

斯王塞魯士派庫官米提利達將這器皿拿出來，按數交給猶大的首領設巴薩。9 器皿的數目記在下面：

金盤三十個，銀盤一千個，刀二十九把，10 金碗三十個，銀碗之次的四百一十個，別樣的器皿一千

件。11 金銀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被擄的人從巴比倫上耶路撒冷的時候，設巴薩將這一切都帶上來。 

第一班回歸的主角，不但有猶大和便雅憫的族長，更加有祭司與利未人，而主角中的主角，應該是

器皿。經文很重視器皿的描述，一共花了五節來描述(拉一 7~11)，佔了第一章的一半，到底為何作

者這樣重視聖殿用的器皿？首先，經文說明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掠來，這指出將要重建

的第二聖殿所採用的器皿不是別的器皿，而是與猶太人一同被擄到巴比倫的器皿，亦即是所羅門所

建的第一聖殿曾使用過的器皿。在此，我們起碼有兩點留意。 

第一，器皿能跨越被擄與回歸，由第一聖殿到第二聖殿，全是因為神的保守。當這些聖殿所用的器

皿能回歸耶路撒冷時，便說明第二聖殿的敬拜與禮祭並不是另起爐灶的東西，而是延續了第一聖殿

的遠古敬拜，就算這些器皿曾被擄去，但只要神的時間與應許來到，這些器皿便要歸回原位，延續

聖殿的敬拜。 

第二，根據歷代志上二十八 11~19，聖殿所採用的器皿是根據大衛領受天上聖殿樣式所造的，亦即

是，當地上的聖殿採用這些器皿時，便等於仿效天上器皿的樣式。因此，若果第二聖殿需要活出天

地同步的敬拜，它所採用的器皿也必須是大衛領受藍圖的內容，才能真正反照天上聖所的樣式。

「天上的樣式」的觀念在歷代志看來是何等重要，地上聖所所用的器皿是根據大衛所領受天上的樣

式而造的，唯有同樣的器皿在第二聖殿的敬拜中被採用，才能帶來天地同步的敬拜。 

思想：器皿一方面代表第一聖殿與第二聖殿的延續，也另一方面代表第二聖殿的敬拜樣式能反照天

上聖所的模樣。到底我們的生命也同樣反照天上的樣式？器皿的延續說明神是歷史的主，祂能保守

所有器皿在被擄的過程中不被破壞，就算人為的因素有時是壓倒性的，尼布甲尼撒王曾經主宰一切，

誰不知他也是神器皿的運送及保守者，這說明神作為歷史的主甚至可以主宰地上最大的君王，保守

器皿的延續。而到底你的生命也是否延續了其他弟兄姊妹以及栽培你的人的質素呢？ 



5 月 5 日 子民的延續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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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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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思想器皿的延續，今天思想神的子民的延續。 

以斯拉記第一章 8 節描述設巴薩帶同聖殿的器皿回歸耶路撒冷，這是第一批回歸的人，而以斯拉記

第二章起卻描述第二批回歸的人。根據以斯拉記第二章 1 節所記載，這第二批回歸的人就是巴比倫

王尼布甲尼撒從前擄到巴比倫之猶太省的人，現在他們的子孫從被擄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猶太，各

歸本城。經文這樣的描述是故意與器皿回歸的描述一致：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掠來。(拉

一 7)當中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成為神的子民與神的器皿的運送及保存者，之後便由波斯帝國的第一

位帝王塞魯士下令讓這兩樣東西(子民及器皿)回歸耶路撒冷。這樣看來，神是歷史的主，祂能使用地

上兩大帝王 – 尼布甲尼撒及塞魯士 – 來成就神的子民與器皿的保存與回歸。 

以斯拉記第二章 2 節記載了第二批回歸的首領名單。排第一位的是所羅巴伯，而第二位的便是耶書

亞，他們都是第二批回歸的子民中最重要的領袖。所羅巴伯是領導第二批回歸的重要人物，他是設

巴薩的兒子，也是約雅斤王的孫子，是正統的大衛子孫，但他改了一個巴比倫的名字，「所羅巴伯」

這名字解作「巴比倫的種子」(seed of Babylon)，雖然有巴比倫的色彩，但卻帶出神的子民的保存與

純正，就算神的子民被擄他鄉，神還為大衛的後代保留「巴比倫的種子」，這種子帶領第二批的回

歸，亦即是最多人的一批(一共 42,360 人，拉二 61)，可見這名字成為第二批回歸的人的神學意思：

他們都是神子民的種子。 

第二位是祭司耶書亞，他是亞倫的子孫，他的名字解作「耶和華拯救」，就是曾有那敵擋者質疑他

的合法性(亞三章)，也蒙神恩典的潔淨而得拯救，象徵神的子民就算滿有罪污，神還藉回歸來拯救他

們。祭司耶書亞的回歸，代表第二聖殿的敬拜有亞倫的子孫勝任作祭司，這一方面代表亞倫子孫的

延續性，也另一方面說明第二聖殿敬拜的合法性。同樣地，第二聖殿的敬拜不是另起爐灶的敬拜，

而是延續亞倫祭司傳統的敬拜。 

思想：被擄及回歸，在人看來帶來民族延續的挑戰，巴比倫想盡辦法來同化猶太人，情況就好似但

以理與他三位朋友如何被同化一樣(但一章)，但神卻奇妙地保留了神子民的種子，並且為他們帶來

拯救，好讓他們不被同化，保持純正的信仰與血統。在當今風雨飄搖的世代中，神的子民如何不被

世界或政權同化，保留純正的種子呢？ 

 

 

 

 

 



5 月 6 日 事奉人員的延續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二 36、40~42、43、55 

36 祭司：耶書亞家耶大雅的子孫九百七十三名；40 利未人：何達威雅的後裔，就是耶書亞和甲篾

的子孫七十四名。41 歌唱的：亞薩的子孫一百二十八名。42 守門的：沙龍的子孫、亞特的子孫、

達們的子孫、亞谷的子孫、哈底大的子孫、朔拜的子孫，共一百三十九名。43 尼提寧：西哈的子孫、

哈蘇巴的子孫、答巴俄的子孫、55 所羅門僕人的後裔，就是瑣太的子孫、瑣斐列的子孫、比路大的

子孫、 

前天思想器皿的延續，昨天思想神子民的延續，今天思想事奉人員的延續。 

以斯拉記第二章 36~58 節非常詳細描述了回歸的事奉人員名單，這名單是有次序的。首先描述的是

祭司(拉二 38~39)，其次就是利未人(拉二 40~42)、尼提寧(拉二 43~54)，以及所羅門的僕人(拉二

55~57)，而在利未人當中可分為歌頌者(拉二 41)與守門者(拉二 42)，因此名單的工種次序如下：祭司、

利未人、歌唱者、守門者、尼提寧，以及所羅門的僕人。 

根據歷代志上二十八章 13 節，祭司與利未人的班次屬於大衛當初領受天上聖所樣式的一部份，他們

的班次與服事反照了天上天使的服事，只有他們才能為第二聖殿帶來天地同步的敬拜，因此，他們

的子孫必須在回歸的名單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才能為第二聖殿帶來天地同步的敬拜，否則第二聖殿

的敬拜便不能反照天上的樣式，也等於未能帶來合法的敬拜。在此，我們要留意以斯拉記第二章

36~58 節的名單佔了回歸名單的一半，經文這樣詳細描述祭司與利未人的回歸，可見作者對第二聖

殿敬拜的重建何等重視，也可見回歸的重點並非耶路撒冷的再次人口化(re-population)，而是耶路撒

冷聖殿的敬拜重建。 

祭司負責為神的子民獻祭與贖罪，利未人負責協助祭司處理聖職，歌唱者履行先知的角色(代上二十

五 1~8)，以他們的音樂代言神的說話，守門者以他們的勇力保護聖所的潔淨，他們也是聖所的守衛

(他們並非崇拜的司事！)。這些祭司與利未人各盡其職，按照摩西律法與大衛的定例不斷為神的子民

帶來禮祭上及神學上的盼望，並且處理由神的子民的罪而來的不穩因素，建立聖潔的子民與祭司的

國度。 

思想：在回歸的名單中，事奉人員的回歸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經文之所以詳細描述他們的名單，

原因就是強調第二聖殿敬拜的重建就是回歸人仕的首要關注。因此，回歸，不但是一件政治與社會

的事，更是神學及敬拜的事，並且後者的關注比前者更重要。到底你的生命也是否存有這種先後次

序，以重建向神的委身與敬拜成為生命的第一優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