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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讲谈 

所罗巴伯的圣殿和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9:2）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

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 

 

简介> 

上帝自圣殿工作 

什么是圣殿？ 

圣殿是上帝居住的地方。 

《哈巴谷书》2:20 

 《哥林多前书》3:16-17 
 

巴比伦被驱逐=罪恶的结果  

《耶利米书》1:16 

《耶利米书》17:27  
 

复原工作 

《诗篇》85:1-3  
 

所罗巴伯圣殿的建造=复原 
 

建造所罗巴伯圣殿的一个隐藏贡献者是先知但以理。 

 

1. 圣殿建筑和居鲁士国王 

(1) 居鲁士王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囚禁中解放出来 

《以斯拉记》1:1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

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以斯拉记》1:2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 
 

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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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居鲁士国王阅读了先知以赛亚的著作并实现了他的使命（约瑟夫斯，《犹太古史记》 

11.1.2）。 
 

以赛亚书》44:28 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

立稳圣殿的根基。 
 

《以赛亚书》45:13 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原文是他），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

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工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3) 谁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信交给居鲁士王？ 

《但以理书》1:21 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公元前 538 年）。 

 

① 但以理影响了居鲁士王。 

《但以理书》6:28 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

通。 
 

② 但以理实现了耶利米的预言。 

《但以理书》9:1-2 
 

(4) 人民返回并聚集在耶路撒冷（公元前 537 年 7 月）  

《以斯拉记》3:1 

《以斯拉记》3:6 

 

2. 圣殿的建造和但以理的祷告 

(1) 他祈祷的时间——从居鲁士王第三年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到第二十三天 

《但以理书》10:1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公元前 536 年，86 岁），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 
 

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争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异象。 

《但以理书》10:2 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 
 

《但以理书》10:3 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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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10:4 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斯大河边， 

但以理在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和第二天定期禁食。 然后，他从正月初三到正月二十三日做了为期

三周的禁食祷告，并在二十四日得着启示。 

 

(2) 祷告内容 

• 他祈求国家的彻底解放。 
 

《出埃及记》12:17 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

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 他为圣殿的建造祈祷。 

 

3. 上帝的答案 

(1) 作为对但以理祈祷的回应，圣殿的建造开始了。 （从公元前 536 年的第二个月开

始） 

《以斯拉记》3:8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上帝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

萨达的儿子耶书亚和其馀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

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 
 

(2) 他展示了将通过世界历史展现的救赎历史的展开。 
 

《但以理书》10:14 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

多的日子。 
 

《耶利米书》33:3 
 

结论 > 
 

但以理自己成为圣殿。 

《提摩太前书》4:5 

《申命记》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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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讲谈 

圣殿建造与上帝的奇迹 

《以斯拉记》6:14 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易多的孙子撒迦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

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

意，建造完毕。 

《以斯拉记》6:15 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 

 

简介> 救赎的历史就像完成了圣殿的建造。 但我们的仇敌撒但一直在干扰建造圣殿。   

圣殿的状态显示了上帝子民的信仰状态。  

 

1. 圣殿停建时期 

(1) 所罗巴伯圣殿的建造因敌人的干涉而停止了 16 年。 （公元前 536 年~公元前 520 

年） 

(Zec 4:4) (《以斯拉记》4:4 ) 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 

(Zec 4:24) (《以斯拉记》4:24 )於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

二年。 

 

(2) 16年是指对上帝的工作漠不关心。 

(《腓立比书》2:21)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2. 恢复所罗巴伯圣殿建造的触发因素 

(1) 圣言是通过先知宣讲的 

《哈该书》1:1 大利乌王第二年（公元前 520 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藉先知哈该向犹大

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 

 

《撒迦利亚书》1:1 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易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

利亚，说：上帝的话震动了以色列人。 

Vivien Lee
Ezra 4:4 ？

Vivien Lee
Ezra 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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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该书 

《哈该书》1:4  “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麽？” 

《哈该书》1:9 “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甚麽呢？因为

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原文是奔）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哈该书》1:11) “我命乾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

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 撒迦利亚书 

(《撒迦利亚书》1:3)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

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撒迦利亚书》 1:4) “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

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2) 上帝的话语感动了以色列人。 

《哈该书》1:14 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

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 

 

“激动”的表达是 ur (וּרע （希伯来语，意思是“醒来，振作起来，更加努力地工作。”它是 hiphil 

（使役）形式，表明上帝激动了以色列人的心。 

 

(3) 公元前 520 年 6 月 24 日，圣殿的建造工作重新开始。 

《哈该书》1:15 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3. 敌人的干涉和旧法令的发现 

(1) 敌人的指控 

• 达乃、示他波斯乃和他们的同党进行了干预。 

《以斯拉记》5:3 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

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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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回答说，这是居鲁士王下令的。 

《以斯拉记》5:4  

《以斯拉记》5:13  

 

• 他们询问当时的国王大流士。 

《以斯拉记》5:5  

《以斯拉记》5:17  

 

(2) 发现居鲁士王的旨意——上帝的奇迹 

• 它不是在巴比伦发现的，而是在距巴比伦 458 公里的埃克巴塔纳要塞中发现的。 

《以斯拉记》6:1 於是大利乌王降旨，要寻察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 

《以斯拉记》6:2 在玛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备忘录— 

 

• 虽然自公元前538年颁布法令以来已经过去了18年，但它仍然在众多法令中被发现。 

 

《诗篇》 40:5 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

明。若要陈明，其事不可胜数。 

 

3. 颁布新法令 

《以斯拉记》6:6 “「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萨

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 

《以斯拉记》6:7 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

殿。 

新法令的内容如下。 

 

(1) 神用必要的代价供给他们。 

《以斯拉记》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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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感动了大流士王。 

《以斯拉记》6:22 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

们，坚固他们的手，作以色列神殿的工程。 

 

① “亚述王”是指统治亚述地区的大流士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486年）。 

 

② “转”是萨巴布（ ַס בָ  ב ，（意为“包围”）的hiphil（使役）形式。这意味着“上帝围绕

着大流士王的心”。 

 

结论 > 所罗巴伯圣殿是照着神的话建造的。 

 

(1) 圣殿建设顺利恢复。 

《以斯拉记》6:14 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易多的孙子撒迦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

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 

 

(2) 神的话应验了巴比伦人的掳掠将在 70 年内结束。 

《以斯拉记》6:15 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 

 

《耶利米书》29:10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後，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

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以赛亚书》55:11 

 

归根结底，所有历史的统治者是上帝。 

《但以理书》2:21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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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讲谈 

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起始 
 
所罗巴伯神殿于公元前 516 年重建，但这座城市在长达 72 年中都没有可保护神殿和人民的城

墙，直至城墙终于在公元前 444 年完工。让我们来看看城墙是如何重建的背景和过程。 
 
 
1. 公元前 444 年的城墙状况 
 

《尼希米记》 1:2-3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 
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3 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

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2. 重建城墙 
 
(1) 这座城市在公元前 ________ 年第三次被驱逐到巴比伦时被摧毁。 

《列王纪下》 25:10 列跟从护卫长迦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 
 
(2) 圣殿在第一次回归后于公元前 _______年完工，但当时耶路撒冷的城墙并未重建。 

《以斯拉記》 6:15 大利乌王第六年（公元前 516 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 。 
 
(3) 但以理在他对七十个七的启示中预言了耶路撒冷的_________将被重新建造。  

《但以理书》 9:25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濠都必重新建造。 

 
如果该法令是公元前 _________ 年从巴比伦流放地中第二次返回的法令，这将 
表明人们从那时起开始修复部分城墙。然而，在公元前 444 年之前，城墙仍处于 
破坏状态。  
 
最后，重建工作于公元前 444 年完成，将所有城门和仅部分修复的城墙连接起 
来。 
 

《尼希米记》 6:15 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  
 
 
3. 重建城墙的触发器——来自 Hanani （ֲחָנִני，“仁慈的”）的报告 
 

《尼希米记》 1:1 哈迦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 
我在书珊城的宫中。 



2022 HORA SEMINAR 18 Jun 第 1 讲谈 (Speaker: Missionary Joanna Pae) 

 
 

2 

《尼希米记》 1:2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 
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尼希米记》 7:2 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雅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 
尼雅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於众人。 
 

为了解决民族危机，哈拿尼从犹大出发，长途跋涉约 1600 公里，到达尼希米所在的苏萨首

都。 
 
《雅各书》 2:26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4. 尼希米的禁食祷告 
 
尼希米听了哈拿尼的报告，坐下来哭泣哀悼了几天，禁食祷告神 (《尼希米记》 1:4). 

《尼希米记》 1:4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 
 
尼希米祷告的特点是什么？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尼希米记》 1:6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历代志下》 7:14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 
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诗篇》 32:5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细拉） 
 
(2) 牢牢把握___________________ 
 

《尼希米记》 1:8 求你记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 
万民中； 

 
《尼希米记》 1:9 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 
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 

 
这个祷告是基于《申命记》 30:1-4。 
 

《申命记》  30:1-4 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 
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2 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3 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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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4 你被赶散的

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 
(3) 专门寻求神的 _________________. 
         
当时，能够帮助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人是亚达薛西王。因此，尼希米祈求神在亚 
达薛西王面前怜悯他。 
 

《尼希米记》 1:11 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 
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亚达薛西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酒政的。 

 
 亚达薛西王，又称朗吉马努斯，于公元前 464-423 年统治波斯。 
 过去，亚达薛西国王在听到敌人的指控后停止重建__________________。 
 

《以斯拉记》 4:7 亚达薛西年间，比施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 
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 
 
《以斯拉记》  4:12-13 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 
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筑立根基，建造城墙。13 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

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久王必受亏损。 
 
《以斯拉记》  4:17 那时王谕覆省长利宏、书记伸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 
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 
 
《以斯拉记》  4:21-23 S 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 
我降旨。23 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伸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

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因为他需要从过去阻止它的国王那里重建城墙，尼希米特别祈祷或神来感动亚达薛西王的心

。   
 

 
结论： 当我们特别寻求他的旨意时，神肯定会回应我们的祈祷。 
 

《马太福音》 7:7-11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9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10 求鱼，反给他蛇呢？11 你们虽然不好，尚 
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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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讲谈 

城墙建成后的历史 
 
         虽然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公元前 444 年 6 月 25 日完工，但来自多比雅和他 
的手下的威胁仍在继续。 神通过祭司以斯拉发起了一场内在的属灵改革。 
 
 
1. 来自多比亚及其党派的威胁 
 
(1) 即使在城墙建成后，犹大的贵族仍继续与多比雅沟通，将所有的消息 
告诉他。 
 

《尼希米记》6:17 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雅，多比雅也来信 
与他们。 

 
(2) 多比雅的家人嫁给了耶路撒冷的一个有权势的家庭。 
 

《尼希米记》6:18 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雅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示迦尼的 
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难娶了比利迦儿子米书兰的女儿为妻。 

 
(3) 多比雅给尼希米写信恐吓他。 
 

多比雅的盟友向尼希米讲述了多比雅的善行，并将尼希米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多

比雅。 多比雅继续寄信恐吓尼希米。 
 
《尼希米记》6:19 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雅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雅 
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 

 
(4) 后来，多比雅利用他与神父_______________的友谊，在圣殿中 
获得了一个大房间供个人使用。 
 

《尼希米记》13:4-6 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雅 
结亲，5 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

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

子。6 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里。

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 
 
从波斯回来后，尼希米把多比雅的所有物品扔出房间，打扫房间（《尼希米记》13: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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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斯拉宣读律法书，百姓守棚节 
 
 墙于公元前 444 年 6 月 25 日完成，然后在 7 月 1 日保留_____________。 
以斯拉在众人面前朗读律法书并解释其意义，开始了属灵的复兴。 
 

《尼希米记》8:2 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 
众面前。 

 
(1) 读经的复兴 
 
他从黎明开始阅读律法书一直到______________。 
 

《尼希米记》8:3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 
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 

 
(2) 敬畏圣言的复兴 
 
人们将耳朵倾倒在圣言上。 
 

《尼希米记》8: 3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 
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 

 
第 3 节说：“众民都谨守律法书”，但原文直译的意思是“众民的________ 
都在律法书上”。这意味着人们全神贯注地听着，没有让任何话落到地上。敬畏圣言

的人全神贯注于圣言（《箴言》 2:1-5）。 
 

《箴言》  2:1–5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 2 侧耳听智慧， 
专心求聪明， 3 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 4 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 
如搜求隐藏的珍宝，5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箴言》  1:7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 . . 

 
(3) 渴望清楚地理解圣言的复兴 
 

《尼希米记》8:7 耶书亚、巴尼、示利比、雅悯、亚谷、沙比太、荷第雅、玛西 
雅、基利他、亚撒利雅、约撒拔、哈难、毗莱雅，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

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所有明白圣经的人都哭了。 
        通过圣经，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懒惰和无知，痛哭流涕。 

《尼希米记》8:9 省长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 
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

书上的话都哭了； 
 
 当我们明白圣经时，神就赐给我们属灵的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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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记》8:10 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 
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

的力量。 
 
“主的喜乐”这个短语是希伯来语的表达方式 hedwath yhwh (יהוה ֶחְדַות)，意思 

是“主的喜乐，_______ 所赐的喜乐”。 
 
当我们明白神的话，神就赐给我们喜乐，而这喜乐成为我们信徒的力量。 
 

《尼希米记》8:12 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 
他们的话。 

 
 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越多，我们就越渴望深入洞察圣经。 
 
以色列人非常喜爱圣经，以至于他们的领袖第二天就去以斯拉去了解更多有关圣经的

知识。 
 

《尼希米记》8:13 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 
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 

 
 当我们明白这个词时，神使我们能够通过顺服结果子。 
 
以色列人通过聆听和理解圣言，学会了如何遵守____________。 
 

《尼希米记》8:14 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 
住棚， 

 
《尼希米记》8:15 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 
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 

 
众人搭棚，顺服神的吩咐。 
 
《尼希米记》8:17 从掳到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 
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於是众人大大喜乐。（《利未记》 
23:34-43） 

 
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开始守棚节以来，约 960 年来，人们第一次全心全意地依法守

节。 
 

《尼希米记》8:18 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 
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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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我们必须继续这种阅读、恐惧和清楚地理解圣经的精神复兴。 
 

《箴言》 17:19 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 
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申命记》31:12-13 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 
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13)也使他们

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但河

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