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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赫米雅

厄斯德拉下

撒羅滿死後，國家一分為二；
二百年後(721BC)，北國滅亡，留下南國猶
大。
二百年之後，南國猶大也隨之滅亡(587BC)。
十二支派差不多消滅殆盡，
只剩猶大支派和本雅明支派。
達味王朝雖仍有後裔，
但絕不能在波斯帝國內重新建國。

乃赫米雅

1

充軍期間

2

不同方向

厄則克耳先知曾給一些實際的指示；
要成立一個以司祭作領導的國家，
以耶路撒冷重建的新聖殿，
作為崇拜上主的唯一敬禮中心。

厄則克耳強調禮儀，主張選民與其他民族不同，
要同外邦人分隔；
第二依撒意亞強調要接受並拯救外邦人，
使選民成為外邦人得救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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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1-6)

選民的身份和特性
充軍期間，選民與外邦人保持距離。
沒有履行第二依撒意亞要他們走向外邦人，
沒有使外邦人成為天主的人民，以分享
天主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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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魯士准許猶太人回耶路撒冷(538BC)，
首批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後，重建祭壇。
當地的長官及敵人干擾重建聖殿。
到了哈蓋及匝加利亞先知年代，
聖殿才修建完成(5:1, 2) (520-515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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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

厄上 7-10

耶路撒冷淪陷後，猶大和耶路撒冷屬撒瑪
黎雅管轄。
達味王的子孫則魯巴貝耳和匝多克系的司
祭耶叔亞領導回國。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協助耶路撒冷居民認
識「法律」。

波斯阿塔薛西斯委派厄斯德拉司祭兼經師，
回到耶路撒冷(428BC)。
他見猶太傳統鬆懈，雜婚問題嚴重。
厄斯德拉作了徹底整頓，把外方人驅逐離
開猶太地區。
那時的猶太領域並不寬廣，實行起來不太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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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准許每個以色列人在猶大定居；
確定耶路撒冷聖殿的權利，
猶大的法律，權在厄斯德拉手中。
厄斯德拉帶回「上天大王的法律」 (厄上
7:12) =「天主的法律」(厄上7:14, 25) =
君王的法律(厄上7:26) 。
「天主的法律」 =「王法」 (厄上7:14, 25,
26)
「天主的法律」只限在耶路撒冷和它治下
的區域通行。

這是法律定型的時代，
在新環境中解釋及應用法律。
「經師」負起解釋法律的工作。
導至新領導階層興起－－ 「經師」
解釋「法律」的專家，只在巴比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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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斯德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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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斯德拉下

厄斯德拉上和厄斯德拉下原是一部書。
乃赫米雅與厄斯德拉同期，乃赫米雅在厄斯
德拉下表現十分突出，。
厄斯德拉(厄上)及乃赫米雅(厄下)成書於主
前445年到主前425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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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斯德拉是作者，他用了「乃赫米雅的言
行錄」 (1:1) 和他第一手資料寫成這書。
有學者認為是乃赫米雅寫了這本書，因為
書中多以他的名字作第一身記述他返回
耶路撒冷的事件(厄下1-7章; 12:31-13:31)。
而且，厄上和厄下有很多相似的記載(厄
上2 和厄下7 歸國人數)，同一作者不會
在兩部書中有重複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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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赫米雅書亦記載了充軍回國猶太人的歷
史。
乃赫米雅放棄了在波斯的官職，回國成為
耶路撒冷的省長，帶領人民修復耶路撒
冷城牆。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是同時代的人(見厄下
8:2, 9)，他們都是天主的人，在不同的崗
位上服事天主。

厄斯德拉是一位司祭，著重復興充軍回國
人民的宗教工作。
乃赫米雅是猶大省長，較著重政治工作，
致力重建耶路撒冷城牆。
乃赫米雅書突顯天主以大能的手重新培育
充軍回國的子民。
乃赫米雅用了52天就完成重建城牆(443BC)。
這是則魯巴貝耳回國後九十四年之後。
憑著對天主的信德，他們克服了無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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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內容大要
乃赫米雅大綱可簡單分為兩部份：
(I) 1-7章：重建城牆
(II) 8-13章：重建人民。

厄下1
厄下2
厄下3:1-32
厄下3:33-4:17
厄下5
厄下6
厄下7

乃赫米亞的祈禱；
上耶路撒冷的旅程
修建城牆；
阻礙和困難
乃赫米亞申張正義
城牆修建完畢
以色列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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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8
厄下9
厄下10
厄下11
厄下12
厄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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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1-7)

公開宣讀法律書
厄斯德拉認罪的祈禱
重立盟約
耶路撒冷居民的分配
司祭和肋未人名單
城垣落成禮
乃赫米亞的各種改革

乃赫米亞是波斯高級官員，
因耶路撒冷的消息而感悲傷，
要求國王許可他視察耶京，
並從修建城牆開始，重建耶京。
工作受到敵人的反對，
他鼓勵居民嚴守紀律，勇往直前，
在五十二天內將城重建城牆。
17

18

3

5/10/2020

厄下 1

厄下 2

乃赫米雅是宮廷裏的高官，
他聽到耶京城牆毀壞和猶太人民生活困苦。
1-2章，乃赫米雅的禱告和天主的答覆，

國王允許他的請求，批准回國
回國帶同國王詔書
他夜間秘密巡視城垣
展開重修城垣工作
受到曷龍人桑巴拉特阻難

19

厄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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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章：重建城牆工程，面對反對的力
量，建成城牆，
3:38：我們仍繼續修建城牆，把整個
城牆都聯結起來，高度已到一半，
因為民眾都有心火工作。

乃赫米雅又愛國與又對宗教有熱誠。
凡事親力親為，善於鼓勵群眾，
乃赫米雅遭遇困難和危險，
會立刻向天主祈求(厄下2:4; 4:4, 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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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4:6-17

厄下 4

敵人來攻打猶太人，乃赫米雅就按照家族
分派了人，帶上刀槍和弓。
他鼓勵人民記住上主的偉大及應為兄弟、
兒女、妻子、家庭而作戰。
他安排僕人一半做工，一半佩帶著武器防
衛；搬運工人也武裝起來；修牆工人都
配著刀工作。他們以號聲聯絡，日夜工
作。

外憂：桑巴拉特(阿孟人)和托彼雅(摩阿布
人)聯合，圖謀攻打耶路撒冷
內患：猶太人抱怨運夫力量耗盡，積土太
多
乃赫米雅加倍嚴防，一半做工，一半佩帶
著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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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5

厄下 6

耶京長期經濟困難和重稅，民不聊生。
窮人控訴：無情的債主，提早沒收借債人土
地，要人賣兒賣女作為奴隸。
乃赫米雅召集大會：譴責權貴和長官，要他
們歸還田地和房屋，歸還由借貸所獲得的
重利。 (厄下5:1-13)。
清廉的乃赫米雅：從未食過省長的俸祿 (厄
下5:14-19)。

乃赫米雅決心恢復耶路撒冷城光輝，
引起撒瑪黎雅的妒忌和猜疑。
他們嘲諷、刺探、歪曲、恐嚇、圖謀暗殺，
企圖阻止工程(厄下4，6)。
乃赫米雅機敏應變，不被難倒和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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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6:1-16

厄下 7

假先知陰謀引誘乃赫米雅入聖所犯罪。
敵人誹謗乃赫米雅造反，圖謀殺害他。
猶太權貴通敵(阿孟人托彼雅結盟)
曷龍人桑巴拉特，阿孟人托彼雅和阿刺伯人
革笙阻擾工程。
乃赫米雅滿懷熱忱，謹慎而有組織地工作，
城垣在五十二日完成 。 (厄下6:15)。

耶路撒冷城的防衛：指派守衛，各按自己
的班次，在自己的屋前守衛。
遷徙人口：耶京居民稀少，他從鄰近的區
域遷入十分之一人口，充實京城人口 (厄
下7:4, 5a; 11:1f)。
初次歸國人數名單：發現一冊初次由充軍
歸來人的族譜及獻儀的記錄。(與厄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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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8, 9, 10章

第二部份
重建人民 (8:1-13:31)

8:8 厄斯德拉讀天主的法律書，翻譯和解
釋，使民眾懂清誦讀的經書。
人民不識法律，厄斯德拉拿出法律書，向
選民公佈，使選民研讀遵守。
在耶路撒冷召集大會，宣讀「法律」，使
選民虔誠地接受。

A. 重新立約(8:1-10:39)
人民認罪懺悔及重申盟約。
B. 人民服從盟約(11:1-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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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法律」：「法律」以希伯來文寫成，
需要翻譯和解釋(厄下8:8)。
從第一日，天天宣讀法律書；七天之久，第
八天過慶節(帳棚節)，舉行盛會。
厄下8:9-12 大會應有的氣氛：「不可憂愁，
要喜樂於上主， 就是你們的力量......你們要
安靜......。」

厄斯德拉恢復敬禮，懺悔祈禱。
按照自巴比倫帶回來的梅瑟法律，復興各
種慶節。
厄下9:3「他們各站在自己的地方，三小時
之久，誦讀他們天主的法律書；又三小
時之久，承認了自己的罪過，跪拜了上
主，他們的天主。」

31

厄下 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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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禮

10章：厄斯德拉公佈「法律」
重立盟約，人人都要遵守。
(厄下10:29-40)。

厄斯德拉留下最早的聖道禮儀文件，
很多猶太人未能在耶路撒冷朝拜。
他是第一個召集全會眾集會的人，
他宣佈天主的聖言，把男人、女人及成熟
的孩子們，齊集在聖殿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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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禮儀繼承了厄下8
聖道禮的基本元素：
聖經在會眾前遊行的進堂禮(厄下8:2)，
司祭莊嚴地打開聖經時，
會眾尊敬地站立(厄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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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祭讚美天主時(厄下8:6a)，
會眾以三重方式回答及表示贊同：
以東方禮，把手高舉於耳後表示：
「我們聆聽天主的聖言」，
完全贊同說：「阿們，阿們」，
即是：「我們切實地贊同和相信」，
最後俯伏於地，朝拜天主(厄下8: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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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所有的人民，都一致聚集到水門前的
廣場上，要求厄斯德拉經師，拿出上主命
以色列當遵守的梅瑟法律書來。
8:2 厄斯德拉司祭便在七月一日，將法律
書拿到會眾前，及男女和所有能聽懂的人
面前。
8:3 在水門前的廣場上，從早晨到中午，在
男女和所有能聽懂的人面前，宣讀了法律
，所有的人民都側耳靜聽法律書。

這就是基督徒團體聖道禮的根源，
兩個基本的要素源於厄下8：
「聆聽天主的聖言」，
「然後以我們的言語回答」(答唱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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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厄斯德拉經師站在為此特備的木台上，
他右邊站著瑪提提雅、舍瑪、阿納雅、烏
黎雅、希耳克雅和瑪阿色雅；他左邊有培
達雅、米沙耳、瑪耳基雅、哈雄、哈協巴
達納、則加黎雅、和默叔藍。
8.5 厄斯德拉在眾目注視下展開了書，因
他高立在眾人以上，他展開書時，眾人都
立起來。
8.6 厄斯德拉先讚頌了上主，偉大的天主
，全民眾舉手回答說：「阿們，阿們！」
以後跪下，伏首至地，欽崇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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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肋未人耶叔亞、巴尼、舍勒彼雅、雅
明、阿谷布、沙貝泰、曷狄雅、瑪阿色雅
、刻里達、阿匝黎雅、約匝巴得、哈南和
培拉雅，為民眾講解法律，民眾立在原處
不動。
8.8 厄斯德拉讀一段天主的法律書，及做
翻譯和解釋，如此民眾可以懂清所誦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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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0: 29-34 盟約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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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混雜的婚姻(31節)；
守安息日或聖日不准經營(32節)；
遵守安息年的規定(32節) ；

簽立盟約記錄撮要：
決不將我們的女兒嫁給外方人民，
也不為我們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守安息日和聖日，決不買賣；
每七年停止耕種，豁免一切債務。
強行法律：許多家庭破裂。

聖殿的禮儀
應以稅收或其他規定來支援(34-4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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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稅收：
乃赫米雅為自己定下，每年繳納三分一
「協刻耳」 ， 作為天主殿中的祭祀：
備辦供餅、恆常祭品、全燔祭品，安息日、
月朔和慶節祭品和各種祭物，
為以色列贖罪的贖罪祭品，
以及天主殿內的一切工作費用。

選民在新環境，不能舉行崇拜敬禮；
沒有國王統治，沒有政治組織，
在極困難之時，採取了嚴厲的行動，
規定不准與外邦人結婚。
在新的環境，採取堅決的行動。
採取嚴厲措施防止與外邦人同化，
以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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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的立下了生死存亡，
十分嚴厲的決定－－不准雜婚。
這規定突顯了家庭的重要，
尤其是母親傳遞信仰的重要角色。
一個沒有歸化的妻子和母親，
很難培養有天主信仰的子女。
除非，外邦妻子/(丈夫)接受以色列的信仰。

北國以色列人被擄充軍，
經過了幾個世紀以後，
受到亞述人的文化與宗教的同化，又因與
外邦人通婚而消失。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時代，
天主的選民人數很少，
散居波斯各個不同的團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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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1移民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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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2

移民京師的名單及人數
猶大族長的名單及人數
本雅明族長的名單及人數
司祭的名單及人數
肋未人的名單及人數
門丁及其他人員及人數
列出猶大人的城市及本雅明人的城市

則魯巴貝耳和耶叔亞回國
初次回國時的司祭和肋未人名單
波斯帝國時代大司祭的名單
約雅金大司祭時的司祭族長名單
肋未族長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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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指出以色列人是天主的選民，直接把
這一代人與以前的以色列連繫起來，直
接與亞當連繫起來(編上1:1)；顯示天主
還關心他們。
表明(1) 回歸的人都有延續性；(2) 他們與
各支派互有關係；(3)表明民族不可分裂；
(4)表明這民族仍有希望。
族譜也回答了作君王或司祭(厄下7:61-65) 、
社會地位、軍事職責、土地分配及世襲
權等問題。

厄下 12
城垣落成典禮的情況
聖職人員供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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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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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3

乃赫米雅高效率和關心團體的宗教。
他召回肋未人，擔任應有的職務，
重整什一稅務(厄下13:10-14)。
他推行嚴守安息日(厄下13:15-22)。
改革：驅逐大司祭厄肋雅史布的兒子約雅達，
有個兒子是曷龍人桑巴拉特的女婿。

梅瑟書寫著：要與各外族人隔絕
乃赫米雅再次返國時發現：宗教規則受到
外邦人的威脅；
威脅來自司祭：大司祭厄肋雅史布讓外邦
人把聖殿的房屋作倉房。
乃赫米雅倉房的貨物拋出，
把房子收回，存放供物(厄下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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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3
猶太民族血統受到嚴重的威脅，
乃赫米雅禁止與外邦人通婚(厄下13:23-27)。
厄肋雅史布的孫兒娶了以曷龍人桑巴拉特
的女兒，被他勒令離境(厄下13:28f)。
乃赫米雅可能開創猶太人排外先河，
當時的情勢和背景，做法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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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師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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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不會容忍耶路撒冷有國王。
如果耶路撒冷使則魯巴貝耳為王，
他也不會成功。

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充軍者，
則魯巴貝耳是達味王的後裔，
耶叔亞是和匝多克系司祭，
跡象顯示：
耶路撒冷的居民想擁立
則魯巴貝耳為王，
恢復達味王朝。

耶路撒冷居民未走上正軌，
缺乏領導；不認識「法律」。
巴比倫的同胞有義務協助。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回國協助。
55

法律還沒有定型前，可按歷史環境修刪或
增添。例如：
可寫下上主對撒羅滿的行為的看法；
申17:14-20寫下警告君王的話，要君王不要
心高氣傲，要忠於上主，統治一個像兄
弟般的社會。
「法律」定型為文字，決不可增減，所以
對「法律」來說，以後再不能有新更改，
或者有所適應。

56

歷史和環境繼續在變，
法律也需要適應、新的環境。
不能修改「法律」，只可解釋法律。
這就是經師的工作。
經師對「法律」應有很深的造詣，
由「法律」中推演出，
在某種環境中甚麼可作，甚麼不可作。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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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需要「經師」，
充軍團體派遣兩個最好的「經師」
司祭兼經師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
乃赫米雅是獻身法律的人，是波斯官員。
他請求國王准他回耶路撒冷和猶大，使
之走上正軌(厄下1-2)。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是學者，注重實際
並具有牧靈經驗，
重建耶路撒冷，並革新道德。

新的領導階層在選民中開始興起。
「經師」，解釋「法律」的專家。
「經師」通曉天主的「法律」，
能為選民解釋天主的旨意。
耶路撒冷沒有「經師」，
巴比倫有「經師」保存法律數個世紀，
而且出現一批出色解釋法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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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重建耶路撒冷，
和猶大人在革新道德。
重建京城，住滿了人(厄下2-7)，
公佈法律，並予以解釋。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最重要的工作，
是給天主選民一個新定義：
凡遵行法律和由血統世襲的人，
都可成為天主選民的成員。

厄上下的總結

61

62

(2)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1) 猶太總督乃赫米雅的背景
可靠的記錄(厄下2:1; 5:14; 13:6-7) 。
波斯的容忍政策，皇帝信任一位當地人，任
命爲省長，
反之，英國一直壓迫直轄的殖民地香港有150
年之久，直到主後1997年，港督必須是英國
人，此乃典型的大英殖民壓迫政策。

厄下2:11-18 乃赫米雅檢視被破壞的城牆，
並開始重建城垣，但遇到反對
厄下3:1-4:17 詳細列出參與重建的家庭，
厄下6:15 說明耶路撒冷城垣歷時五十二個
工作日完工。

63

64

厄下 3:1-32 修建城垣

厄下12:27, 30-33, 37-40 是城垣落成典禮。
主前445年重建耶京城垣的兩個目的：
第一是保護耶路撒冷，波斯猶大省的政治
中心，免受撒瑪黎雅人干擾。
第二是強化熙雍山猶太人的耶路撒冷教會
的信仰意識。

詳細記錄 3:10, 17, 23, 28, 29, 30 。分42 個
工作小組修建城牆，每一小組都修築自
己住處附近的城牆
3:23其後由本雅名和哈叔布，對著自己的
家修理；其後由阿納尼雅的孫子，瑪阿
色雅的兒子阿匝黎雅，修理自己家旁的
一段；
3:28 自馬門以上，司祭各對著自己的房屋
修理。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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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13:12：「耶穌爲以自己的血聖化人民，
就在城門外受了苦難」，這是普世教會
觀(參若19:20)
耶穌基督的教會不需要城牆，因爲她是至
公的(CATHOLIC)，
主前445年的歷史背景，耶京的猶太教會團
體確實需要城牆的保護。

(3) 土地改革與社會正義
厄下5 乃赫米雅在猶大禁止奴隸制，
厄下5:11 宣佈土地改革，雖然未能如亞毛
斯先知的評擊奴隸與土地掠奪，但均是
違反人權的罪過(參亞1:6-8; 2:6; 8:6-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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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某些更具宗教本質的法令

(4)乃赫米雅的移民政策

乃赫米雅省長把政治與宗教聯合。
(參厄下5:19，13:31b的禱詞)，
厄下13:4-9：清除聖殿雜物(若2:13-21)。
厄下13:10-14：使肋未人復職並支付薪俸。

乃赫米雅把十分之一人口遷入耶京，
使耶京成爲政治與宗教的中心，

69

厄下13:15-22：嚴守安息日。
厄下13:23-27：抑制雜婚。
厄下13:28-29：驅逐大司祭厄肋雅史布的兒
子約雅達，因爲他有個兒子與撒瑪黎雅
省長桑巴拉特的女兒結婚。
厄下13:30-31：規定了奉獻木柴和什一之物
的時期，在類似沙漠的國家木柴是很有
價值必需品，特別爲每日的全燔祭。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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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宣讀法律 (厄下 8:1-10:29)
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合作，
帶領百姓認識天主的法律， 百姓明白法律後
悲哀哭泣(厄下 8:9)，
乃赫米雅、厄斯德拉叫百姓要喜樂於上主，就
是你們的力量(厄下8:10) ，民眾百姓就異常
歡樂(厄下 8:1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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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斯德拉繼續在節期講解法律，百姓就在
天主面前認罪祈禱(厄下 9:1-37) ：
跟天主立約、遵行法律、守安息日、
奉獻十分之一(厄下 9:38-10:39)。
《厄斯德拉上》是一卷關於建造「城牆」
的書。 這「城牆」就是天主的法律(這是
他教導工作的中心)將以色列人和其他人
在屬神方面劃清了界限。

從實質上說，厄斯德拉的法律中強調禁
止與外邦人通婚，造成了一個在血統上
聖潔的民族。
耶穌基督拆毀了「厄斯德拉城牆」，他
死在十字架上，拆掉了將至聖所與其他
受造物隔開的帷幔，使人「並不是藉著
法律，而是藉著因信德而獲得的正義」
(羅4:13)廢掉了人間的隔膜，也除去了區
別猶太人與外邦人的法律 (弗2:14-18, 哥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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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會實況

7. 乃赫米雅推動的一些改革
厄下 11:1-36
厄下 12:27-43
厄下 12:44-47
厄下 13:1-3
厄下 13:4-9
厄下 13:10-14
厄下 13:15-22
厄下 13:23-29

74

使耶路撒冷有人居住。
城牆落成
供養聖職人員，聖殿分工
和阿孟人和摩阿布人隔絶
潔淨天主聖殿，驅逐托彼雅
恢復肋未人的供給
嚴禁安息日做買賣
禁止百姓與異族通婚
75

1. 法律定型，文字上已定型，但未能團結
天主選民。
2. 不同地方祭獻，波斯帝國每個中心都有
聖殿，選民可在不同地方奉獻。
3. 外邦人加入教會，充軍後，有外邦人接
受了天主選民的要求，成為了選民。
4. 會堂，裡面沒有奉獻犧牲禮儀
5. 大司祭成為領導人，在充軍後的團體中，
逐漸獲得了領導權
6.真正的成員，敬畏天主的人加入了天主
選民的團體，被視為真正的成員。
76

耶路撒冷教會的自我意識

神學思想

厄下2 - 4
重建耶路撒冷「城牆」，
「乃赫米雅城牆」將天主的百姓與不潔的
「外邦人」，造成了一個適合在城牆內
生活的民族。一個生活在聖城的聖潔民
族。
使耶路撒冷教會受到庇護，
需要城牆保護的自我意識，
防止這年輕的教會受到騷擾。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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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自我意識

時期一滿，耶穌基督、全人類的救主，
有意地「死在城牆之外」，
希13:12 ：
「耶穌以自己的血聖化人民，就在城門
外受了苦難。」
主不是一個民族主義的默西亞，
是一個普世性、全人類的救主。

永遠正確，為耶穌所認同：
「你們(撒瑪黎雅)朝拜你們所不認識的，我
們(猶太人)朝拜我們所認識的，
因為救恩是出自猶太人。」
(若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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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功勳

社會正義

在他們事業後面看看二人的品格
他們只完成天主所託付的使命
其他一切都不再提起
他們的一切都在使命完成後隱沒
他們無始無終是那時猶太主義的特色
這為後世愛搞個人崇拜的人
活出了一個非常好的榜樣

厄下5
乃赫米亞勇敢地做了土地改革，
解決社會不正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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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主前 250年

1.
2.
3.
4.

學習二人的依持上主，申張正義
以天主、聖堂及教規為生活標準
當時禁止與外族通婚的法律是必要的
聖經當時發展要保持宗教的純正外
(救恩出自猶大)，也發展了救恩的普遍
性和大公性(第二依、盧德傳、約納傳)，
5. 看聖經不要只看其中的片言隻語，
也要看聖經的一致性。

約納傳和盧德傳
向狹隘的民族優越感提出抗議
但可以肯定，若不是這種思想，
以色列一定不會存留至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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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民的族譜

完美達味所領導的團體

1. 亞巴郎之子， 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的族
譜：
2. 亞巴郎生依撒格，依撒格生雅各伯，
雅各伯生猶大和他的兄弟們；
3. 猶大由塔瑪爾生培勒茲和則辣黑，培
勒茲生赫茲龍，赫茲龍生阿蘭，
5. 撒爾孟由辣哈布生波阿次，波阿次由
盧德生敖貝得，敖貝得生葉瑟，

編年紀神學家的默西亞
沒有十字架的奧迹
不了解默西亞的普世性目標
編年紀是一個狹窄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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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葉瑟生達味王。達味由烏黎雅的妻
子生撒羅滿，
7. 撒羅滿生勒哈貝罕，勒哈貝罕生阿
彼雅，阿彼雅生阿撒，
10. 希則克雅生默納舍，默納舍生阿孟，
阿孟生約史雅，
12. 流徙巴比倫以後， 耶苛尼雅生沙耳
提耳， 沙耳提耳生則魯巴貝耳，
16. 雅各伯生若瑟、瑪利亞的丈夫，瑪
利亞生耶穌， 衪稱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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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兩書的高峰是在全體
人民面前，隆重宣讀「梅瑟法律」(厄下
8:1)。這法律成了整個後充軍期團體的基
石。
希伯來正典邀請移居海外的希伯來人重返
耶路撒冷，幫助重建聖殿。
這份邀請，要求每位聖經讀者用自己的生
命，寫一份回應。聖經的結構是向未來
開放的。它最後的動詞是命令式的。
(編下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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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出現在乃赫米雅書：
乃赫米雅無疑是基督的預像，他願意離
開高位，以實現他復興以民的工作。
• 此外，阿塔薛西斯的詔書，顯示達尼爾
70個星期的預言正在實現，其間雖然有
不確定的時間間斷，開始倒計時默西亞
的來臨(達9:25-27; 耶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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