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同一人的敬拜 





1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
在自己的城裡。那時，
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
門前的寬闊處，請文士
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
西傳給以色列人的律法
書帶來。 

2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
拉將律法書帶到聽了能
明白的男女會眾面前。 

 

尼希米記八章 



3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從清
早到晌午，在眾男女一切
聽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讀
這律法書，眾民側耳而聽。 

4文士以斯拉站在為這事特
備的木臺上，瑪他提雅，
示瑪，亞奈雅，烏利亞，
希勒家，和瑪西雅，站在
他的右邊，毘大雅，米沙
利，瑪基雅，哈順，哈拔
大拿，撒迦利亞，和米書
蘭，站在他的左邊。 

 

尼希米記八章 



5以斯拉站在眾民以上，在
眾民眼前展開這書，他一
展開，眾民就都站起來。 

6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的
神，眾民都舉手應聲說：
阿們，阿們，就低頭，面
伏於地，敬拜耶和華。 

 

尼希米記八章 



7耶書亞，巴尼，示利比，
雅憫，亞谷，沙比太，荷
第雅，瑪西雅，基利他，
亞撒利雅，約撒拔，哈難，
毘萊雅，和利未人，使百
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
自己的地方。 

8他們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
法書，講明意思，使百姓
明白所念的。 

 

尼希米記八章 



9省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
文士以斯拉，並教訓百姓
的利未人，對眾民說：今
日是耶和華你們神的聖日，
不要悲哀哭泣，這是因為
眾民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
哭了。 

尼希米記八章 



10又對他們說：你們去喫肥
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
豫備的，就分給他，因為
今日是我們主的聖日，你
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
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尼希米記八章 



11於是利未人使眾民靜默，
說：今日是聖日，不要作
聲，也不要憂愁。 

12眾民都去喫喝，也分給人，
大大快樂，因為他們明白
所教訓他們的話。 

13次日眾民的族長，祭司，
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
斯拉那裡，要留心聽律法
上的話。 

尼希米記八章 



14他們見律法上寫著，耶和
華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要在七月節住棚。 

15並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
傳報告，說：你們當上山，
將橄欖樹，野橄欖樹，番
石榴樹，棕樹，和各樣茂
密樹的枝子取來，照著所
寫的搭棚。 

 

尼希米記八章 



16於是百姓出去，取了樹枝
來，各人在自己的房頂上，
或院內，或神殿的院內，
或水門的寬闊處，或以法
蓮門的寬闊處搭棚。 

17從擄到之地歸回的全會眾
就搭棚，住在棚裡。從嫩
的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
到這日，以色列人沒有這
樣行，於是眾人大大喜樂。 

 

尼希米記八章 



18從頭一天，直到末一天，
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書。
眾人守節七日，第八日照
例有嚴肅會。 

尼希米記八章 





如同一人 

 1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
的城裡。那時，他們如同一人
聚集在水門前的寬闊處，請文
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西傳
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帶來。 
 



思想問題: 

 神用一千多年的時間培育自己
的百姓，神對被擄歸回後的他
們有什麼的寄望？ 



歸回時期的領袖 

設巴薩，所羅巴伯 

猶大王約雅斤的后裔
，二人同被稱為猶大
的「省長」。 

率領第一次歸回猶大
。 

他們都領導重建聖殿
。 



歸回時期的領袖 

以斯拉 

大祭司之後裔，率領猶太人第二次歸
回 

以斯拉的興趣與托負不是興建土木，
乃是從社會方面與屬靈方面，建造百
姓 

搜集、審勘、核訂、編纂神的聖言，
創始文士學校，會堂之創始人。以神
的律法教訓人。 



歸回時期的領袖 

尼希米 

亞達薛西王的酒政，
率領第三次歸回，目
的在於重建耶路撒冷
城牆。 

雖然有撒瑪利亞的省
長參巴拉, 多比雅, 
基善的反對, 城牆仍
在52天內完工。 



從歸回到舊約結束年代表 



以神為中心的敬拜 

V.2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將律
法書帶到聽了能明白的男女會眾
面前。 

日期:「七月一日」是以色列七個大
節期中的一個，叫做“吹角節”。
就是以色列人的新年。 

 



以神為中心的敬拜 



以神為中心的敬拜 

V.2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將律
法書帶到聽了能明白的男女會眾
面前。 

人物:「聽了能明白的男女會眾」 
凡是年歲達到可以明白信仰的人，
都應接受聖經教育(兒童、青少年或
成人主日學)。 

 



以神為中心的敬拜 

V.3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從清早到
晌午，在眾男女一切聽了能明白
的人面前，讀這律法書，眾民側
耳而聽。 

地點：「在水門前的寬闊處」    
水門是通往耶城主要水源基訓泉的
城門，城門前有較大廣場，容納群
眾聚集。。 

 



以神為中心的敬拜 

V.3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從清早到
晌午，在眾男女一切聽了能明白
的人面前，讀這律法書，眾民側
耳而聽。 

時間：「從清早到晌午」        
神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少，連續聽道
五個 小時，何等的熱情與渴。 

 



對神話語的熱情與渴慕 

尼8:5以斯拉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他一
展開，眾民就都站起來。 

尼8:6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的神，眾民
都舉手應聲說：阿們，阿們，就低頭，
面伏於地，敬拜耶和華。 



神子民身份的認同 

利26:12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我要作你
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耶7:22因為我將你們列祖從埃及地領出來
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並沒有題說
：也沒有吩咐他們。 

耶7:23我只吩咐他們這一件，說：你們當
聽從我的話，我就作你們的神，你們也作
我的子民， 



日子將到 

耶31:31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
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耶31:32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
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
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
，這是耶和華說的。 



日子將到 

耶31:33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
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
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 



三次被擄三次歸 

被擄歸回七十年 

所羅巴伯獻聖殿 

以斯拉教人心轉 

尼希米把城牆建 

 

三次被擄三次歸；神愛千載永不廢 



從哭泣到喜樂 

尼8:9省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
以斯拉，並教訓百姓的利未人，對
眾民說：今日是耶和華你們神的聖

日，不要悲哀哭泣，這是因為眾民
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 



從哭泣到喜樂 

尼8:10又對他們說：你們去喫肥美
的，喝甘甜的，有不能豫備的，就
分給他，因為今日是我們主的聖日
，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
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尼8:12眾民都去喫喝，也分給人，
大大快樂，因為他們明白所教訓他
們的話。 



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for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KJV)(NASB)(NIV) 

耶和華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耶和華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箴15:17喫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喫
肥牛，彼此相恨。 

平昌冬奧競速滑冰團體賽，成績是
採最後一位衝線選手的時間 



神子民身份的力量 

博弈論 Game Theory 

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 

 
B沉默（合作） B認罪（背叛） 

A沉默（合作） 二人同服刑半年 
A服刑10年；B即
時獲釋 

A認罪（背叛） 
A即時獲釋；B服
刑10年 

二人同服刑5年 



神子民身份的力量 

納什均衡 Nash Equilibrium 

 

B沉默（合作） B認罪（背叛） 

A沉默（合作） 二人同服刑半年 
A服刑10年；B即
時獲釋 

A認罪（背叛） 
A即時獲釋；B服
刑10年 

二人同服刑5年 



神子民身份的力量 

箴15:17喫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喫
肥牛，彼此相恨。 



耶和華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腓2:1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
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
，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 

腓2:2你們就是意念相同，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把神的話語帶到自己生活的敬拜 

住棚節 

利23:42你們要住在棚裡七日，凡以
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裡。 

利23:43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我領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曾使他們
住在棚裡，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住棚節 - 神子民身份的實踐 



住棚節對今天基督徒的意義 

尼8:16於是百姓出去，取了樹枝來，
各人在自己的房頂上，或院內，或神
殿的院內，或水門的寬闊處，或以法

蓮門的寬闊處搭棚。 

紀念與我們立約的神在引領我們的命
運 

表示出信仰和生活息息相關。 

 



住棚節對今天基督徒的意義 

很多美國猶太人會在
自家後園上蓋棚 

猶太人將信仰和日常
生活緊緊扣在一起。 

到了今天，猶太人蓋
房子時一定留一部份
不完成，知道為什麼
？ 



建立家庭祭壇 

神的話語跟生活結合不單是在教會
中，更應該在家中。 



青年人的身份認同 

Chris McCandless   

Emory 大學畢業後立即離家流浪 



建立家庭祭壇 

申6:6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
在心上。 

申6:7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
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
來，都要談論。 

申6:8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
上為經文。 

申6:9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
你的城門上。 



給我們小孩＂最好＂的 

二戰時英國的撤退兒童 The 
Evacuated Children 



神對歸回的百姓的寄望 

第一，我們敬拜再一次以神為中心,
確立神子民身份的認同; 

第二，以愛人討耶和華的喜樂，發
揮神子民身份的力量； 

第三，把神的話語帶到我們日常生
活當中，成就神子民身份的實踐。 

 

教會如同一人的一同敬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