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課 - 被擄時期 

南國猶大的淪陷: 

 王下 25 

(代下 

36:11-21) 

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 

耶路撒冷城 

淪陷 

1,2 39:1-

3,52:4,5 

2:20-22; 3:5,7 

城內飢餓 3 37:21; 52:6 1:11,19; 2:11,12; 

2:19,20; 

4:4,5,9,10;5:9,10 

王與士兵逃亡 4-7 39:4-7; 

52:8-11 

1:3,6; 2:2; 4:19,20 

王宮,聖殿和

城焚燒 

8,9 39:8; 52:13 2:3-5; 4:11; 5:18 

城牆被毀 10 33:4,5; 52:7 2:7-9 

人民被擄 11,12 28:3,4,14; 

39:9,10 

1:1,4,5,18; 2:9,14; 

3:2,19,; 4:22; 5:2 

聖殿被掠 13-15 51:51 1:10; 2:6,7 

領袖被處決 18-21 39:6 1:15; 2:2,20 

猶大成附庸國 22-25 40:9 1:1; 5:8,9 

外國聯盟的 

失信 

24:7 27:1-11; 

37:5-10 

4:17; 5:6 

 

 

 

 

 

 



第八課 - 回歸時期 

回歸期間的歷史: 

外邦王 日期

(BC) 

註 經文 舊約書卷 

古列王 539-530 巴比倫被征服。

首批猶太人回歸 

但 5; 拉 1-3 拉 1-6 

康比斯王 530-522   哈該 

 522-520 停止建聖殿 拉 4:1-23 撒迦利亞 

大利烏王 520-486 下令繼續建聖殿 拉 4:24; 6:1-

22 

拉 5:1;  

亞哈隨魯王 486-465 立以斯貼為王后 帖 1-10  

亞達薛西王 465-424 第二批,第三批

猶太人回歸 

拉 7-10; 尼 1-

13 

 

 

回歸時期的重要聖經參考書: 

 以斯拉 尼希米 以斯帖 

作者 以斯拉 以斯拉 末底改 

成書日期 457-444 BC 424-400 BC 483-471 BC 

成書地點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波斯國都 

成書目的 指出以色列蒙神眷

顧，歸回祖國,重建

家園與聖殿之歷史 

指出以色列蒙神眷

顧，歸回祖國 ,重

建神治社會之歷史 

指出以色列民蒙神

保守免遭滅族 

主旨 以色列重建聖殿和

聖民 

以色列重建聖城和

聖民 

以色列蒙神保守 

主要經文 重建(1:5) 重建(2:5) 保守(4:14) 

 

 

 



三批回歸: 

回歸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經文 以斯拉 1-6;(但 5, 

哈該，撒迦利亞) 

以斯拉 7-10 尼希米 1-13;   

(瑪拉基) 

日期 538 BC 458 BC 445 BC 

領袖 設巴薩(拉 1:8, 

5:16) 

所羅巴伯(拉 5:2, 

該 2:2,亞 4:6-10) 

約書亞(拉 5:2,該 

2:2) 

 

 

以斯拉 

 

 

尼希米 

波斯王 古列王 亞達薛西王 亞達薛西王 

通告 任意歸還(拉 1:3), 

重建聖殿(拉 1:2; 

5:13), 部分建築費

用由國庫支出(拉

1:4; 5:17), 歸還聖

殿器皿(拉 1:8-11, 

5:14-15) 

任意歸還(拉 

7:13),建築費用

由國庫支出(拉 

7:20), 建立司法

律例(拉 7:25-

26),修飾聖殿(拉 

7:27) 

准許重建耶路撒

冷城牆(尼 2:1-

8, 3:1) 

回歸的人數  

42,360(人民) 

+7,337(僕人) 

49,697(總數) 

  1,500(人民) 

     38(利未) 

  + 220(服事) 

  1,758(總數) 

 

 

 

不得而知 

重要事項 開始聖殿重建，獻祭

，守住棚節。撒瑪利

亞人阻止建築。停工

至 520 BC，516 BC 

完成聖殿。 

與外邦人通婚的

問題 

城牆在 52天重

建(尼 6:15)，雖

然有參巴拉, 多

比雅, 基善的反

對(尼 2:10-

20,6:1-14)。宣

讀律法 (尼 

8:1,8)。行城牆

告成之禮(尼 

12:27)。 

 



尼布甲尼撒，迅速解除亞述和埃及的勢力。606BC 和 597BC 尼布甲尼撒，

臨到耶路撒冷, 拿去財富和年青有為的少年(但以理)。但以理是 606BC 的

俘虜，以西結是 597BC 的俘虜。 

康比斯 eldest son of 古列王, killed brother Smerdis to become 

king. Defeated Egypt, on his way back to Babylon, heard news that 

his murdered brother seized the throne, committed suicide. 大利烏

王 (an official with royal blood killed Smerdis and became king 

 

西底家成為巴比倫的傀儡。在 587BC 得埃及的幫助反叛巴比倫。尼布甲尼

撒揮軍南下，將聖殿盡毀。西底家逃出耶路撒冷城，在山谷被捕。他親眼目

睹他的兒女被殺。他的眼睛被挖出來。然後被俘虜到巴比倫。 

經過 344年的存在，南國最後滅亡了。南國一共經過 20個王，全部是大衛

的子孫。雖然猶太人七十年後又回到應許之地。但始終沒有重建王朝。 

 

但以理先知: 

粵語堂將在九月（2017）開始，但以理書的講道系列。將會到時有詳細分享

。 

 

以西結先知: 

以西結跟從第二批的放逐(597BC)，到巴比倫。這和以色列國的放逐很不同

，以色列國被分散到各國。他們有一段很長的日子來反省。 

1)以西結的被召- 

以西結是祭司撒督的後人，當以西結在巴比倫作工的時候，耶利米在耶路撒

冷傳道，約雅斤王在巴比倫監獄，西底家是耶路撒冷寶座上的傀儡。但以理

是巴比倫宮殿中的大臣。 

在一個異象中，以西結看見神在寶座上。叫他成為被放逐猶太人的先知。神

又在另外一個異象中賜一本書卷給他吃。他樂意吃了書卷，成為神話語的代



言人。在迦巴魯河邊(詩 137) 他與猶太人一起哀慟了七天，才向他們傳講神

的話。 

2) 以西結的早期事工- 

他向在巴比倫的猶太人傳福音，最後耶路撒冷淪陷。 在一個異象中以西結

檢閱耶路撒冷(結 21:21)，而得到結論，耶路撒冷是一個罪惡的城配受淪陷

的審判。神要趕出其中居民，使地聖潔。又告訴他妻子將死 (結 24:15-25) 

但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淚, 只可歎息、不可出聲、不可辦理喪事。苦難

是因為人的罪。猶大要悔改，期望 70年滿回到神的懷抱。 

3)以西結的晚期事工- 

淪陷後以西結的會眾人數增加。主要的信息是給猶大人民喜樂，希望，鼓勵

。被放逐，只不過是神計劃中的一個暫時的中斷。以西結給罪人有新的希望

。 

a)以西結書說每人都要為自己的罪負責(結 18:20)。 

b)神不喜悅見到任何人死亡。 

c)新的心，新的靈(結 36:26)。 

d)預言以色列復興，枯乾的骸骨復活(結 37) 

主耶和華說、在我的聖山、就是以色列高處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

事奉我、我要在那裏悅納你們、向你們要供物、和初熟的土產、並一切的聖

物。(結 20:40) 

賜生命的活水，從聖殿的祭壇，向東流，使死海有生命。(結 47) 

 

回歸: 

神用古列王, 幫助猶太人回歸。有一個親波斯的國家在，波斯和埃及中間，

實是軍事上的良策。極有可能是但以理先知獻的計。古列王准許猶太人將聖

殿中被擄掠的器皿帶回耶路撒冷。 

在 535 BC, 第一批 50,000 猶太人, 踏上回歸的路。由所羅巴伯帶領。 



 

 

重起聖殿: 

沒有人知道為何，猶太人回歸後 15年才開始起聖殿。在大利烏王在 520BC

登基後, 猶太人才開始起聖殿。哈該，和撒加利亞，呼籲人民重起聖殿。一

般人都推搪說時機未到。 

哈該 1:12-15 那時、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

並剩下的百姓、都聽從耶和華他們 神的話和先知哈該奉耶和華他們 神差

來所說的話．百姓也在耶和華面前存敬畏的心。 耶和華的使者哈該奉耶和

華差遣對百姓說、耶和華說、我與你們同在。 耶和華激動猶大省長撒拉鐵

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並剩下之百姓的心．他們

就來為萬軍之耶和華他們 神的殿作工。 這是在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二

十四日。 

新的聖殿，經過四年完工，但不如所羅門王的聖殿。哈該，和撒加利亞傳達

神的話. 所羅巴伯和約書亞帶領人民動工。 

 

文士以斯拉: 

516BC 完成聖殿，以斯拉在亞達薛西王年間帶領猶太人回耶路撒冷(458BC)

。從聖殿被重建到第二批回歸的 60年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聖經沒有交

代。以斯拉是祭司亞倫的後人，他是一個文士。當他呼籲猶太人回歸，有 

1758人 回應。 經過四個月，的艱苦路程，他們到達耶路撒冷。 這路程與

亞伯拉罕當年的路程很接近。 

 

起牆者尼希米: 

在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後的 14年，尼希米辭去作王酒政的職位，回到耶路

撒冷去起城牆。參巴拉、多比雅、亞拉伯人、亞捫人、亞實突人, 意圖阻止

建城牆。只用了 52天，城牆就完成了。城牆被毀後 140年，又在一次被城



牆保護。人民聚集，感謝神，讀神的話語。以斯拉與尼希米聯合, 一齊讀經

，和解釋經文。潔淨聖殿，建立真正的敬拜，呼籲人民，十一奉獻，和尊守

神的話語。 

改革者瑪拉基: 

瑪拉基的事工，始於 432BC。人民有公開的罪行，腐敗的祭司，不屬靈的敬

拜。人民隨意休妻，將有殘疾的動物獻給神，不肯十一奉獻。 

瑪 1:2 耶和華說、我曾愛你們．你們卻說、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 

瑪拉基對人民宣講神的審判。 

瑪 4:2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

。〔光線原文作翅膀〕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裏的肥犢。 

著重社會的公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