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擄歸回等主來」讀經導讀

本導讀是供弟兄姐妹讀「被擄歸回等主來」 的輔輯。其次序是李玉惠姐妹所排列， 分
別為：(1) 被擄—耶利米、及三次被擄 (2)第一次歸回 –以斯拉 1-6 章、哈該書、撒
迦利亞書及但以理書 (3) 第二次歸回 –以斯帖、以斯拉 7-10 章、 及以西結書 (4) 第
三次歸回 –尼希米記、 瑪拉基書 (5) 兩約之間；再分別由李玉惠姐妹及中心同工所設
計，盼望對弟兄姐妹讀經有所助益。

壹. 被擄—耶利米、及三次被擄
1. 從上次讀經營的範圍 (王上十二章至王下二十五章；及代下十二章至三十六章)
中思想南國猶大被擄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2. 先知耶利米蒙召的年代、異象、和神的託付有何意義？
3. 先知耶利米歷經猶大國最後五個君王，神藉他傳的信息重點是“拆毀與建造”。
4. 神藉先知耶利米用比喻傳信息，留意這些比喻的意義。
5. 先知耶利米事奉的榜樣－十架的原則
6. 先知耶利米事奉的果效－憑信心不憑眼見
7. 先知耶利米的預言和應驗
8. 思想先知耶利米的禱告
9. 比較先知耶利米和耶穌基督有何相似之處
10. 先知耶利米所論的“舊約”與“新約”。

貳. 第一次歸回 –以斯拉 1-6 章、哈該書、撒迦利亞書及但以理書
1. 詳讀但以理書第一至第九章. 觀察, 並思想但以理在外邦王宮中預備選民的歸回?
2.

詳讀以斯拉記 1-6 章分段, 並默想。

3. 從以斯拉記第一至第二章, 細述歸回前所有的準備工作: ( a) 王如何下詔? (b) 人民如何
回應 ? (c) 如何準備歸回? 如何準備 (1) 財物; (2) 器物; 及 (d) 歸回的名單 等。
4. 從以斯拉記第三至第五章,詳列歸回後建殿的過程: ( a) 民眾的心情; (b) 建殿的開始; (c)
阻撓的過程; (d) 阻撓的結果等。
5. 從以斯拉記第六章, 詳列重新建殿後, 聖殿如何完成? ( a) 先知的勉勵; (b) 百姓的回應; (c)
聖殿完成的過程; (d) 獻殿時的喜樂。
6. 詳讀哈該書, 並將其五篇信息分段, 並默想先知如何勸勉他們奮起建殿?
7.

詳讀撒迦利亞書, 並將其八個異象, 四篇信息與兩個默示分段, 並默想先知如何勸勉他們奮

起建殿?
8. 由以斯拉記建殿經過為時間順序, 將先知哈該與撒迦利亞的信息插入其中, 分析, 條列, 總結
聖殿重建的經過。如: (a) 選民如何回應神的呼召? ( b) 如何完成這使命? (c) 建殿的經歷?
及選民如何在建殿中得造就?

參. 第二次歸回 –以斯帖、以斯拉 7-10 章、及以西結書
1. 將以斯帖記全書做大綱並默想:
2. 以斯帖记 1-2 章, 神如何預備以斯帖? 3-7
如何在外邦保全祂的百姓?

章, 猶太人面臨的危機為何? 8-10 章, 神

3. 以斯帖記全篇沒有一次出現神或耶和華的字眼, 但神的作為卻隨處可見. 請默想神子民
在外邦中神如何繼續保守祂的子民?
4. 將以斯拉記

7-10 章做大綱, 並默想與上文

1-6 章的關係如何?

5. 以斯拉記 7-8 章, 以斯拉如何帶領百姓歸回? 在第 9 章, 他又在哪些方面重建百姓?
並默想。
6. 聖殿的重建與聖民的復興有何關係？两者的根基是什麼？請思想。
7. 將以西結書全書做大綱並默想。
8. 以西結書 1-24 章, 為亡國王前, 先知對審判的警告, 25-32 章, 是神對列國的警告.
33-48 章, 是亡國後神安慰的信息, 由此思想神的大作為.

9. 從以西結書思想與以色列人被擄與歸回的關係.
10. 結合以斯帖記神的拯救、以斯拉記神子民属靈的復興，以西结書先知所釋放的信息, 來
思想這些對第二次歸回的意義.

肆. 第三次歸回 –尼希米記、 瑪拉基書
1. 尼希米領人歸回的原因及經過(1:1-2:10)。
2. 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牆開始時，除了禱告神尋求神的帶領(2:12)外，所採取的幾個步驟
及必要的措施(請由 2:11-16；2:17-18a；2:19-20；3:1-32 找出尼希米在重建城牆初期的幾
件重要作為)。
3. 尼希米重建城牆過程當中所遇到的阻撓，及尼希米如何應對(請由 4;1-6；4:7-23；5:1-19；
6:1-14, 15-18 分別找出外在的阻撓及內在的阻撓，並按發生的先後排列)(4:1-6:18)。
4. 尼希米如何安排重建好城牆的耶路撒冷城的管理(7:1-4)?再讀過幾遍尼希米記 1-7 章，並
找出 7:1-73 在全書當中的重要性(請注意 8:1 開始所強調的「建造」是不是與 7:73 前所強
調的不同?)。
5. 請找出在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城牆後的那年七月，他們在耶路撒冷所召開的大會中，發
生的幾個主要事件(如宣讀律法、守住棚節、禁食悔改並認罪立約等，如能找出日期更
好)(8:1-10:27)
6. 以色列人在大會中認罪的禱告的主要內容及相應的措施(如認罪立約、餘民起誓守神律
法、恢復什一奉獻等)，並試著找出其中他們對神的認識如何(9:1-10:39)?

7. 細讀尼希米記 11:1 到 12:26，做出分段並思想此大段落與緊接著後面的城牆告成之禮
(12:27-43)有何關係? 請將城牆告成之禮主要的事件並參與的人找出，又城牆告成之禮帶
出怎樣的反應(請由 12:44-47；13:1-3 找出)?
8. 尼希米再回耶路撒冷的緣由及主要的整頓工作(13:4-9；13:10-14；13:15-22；15:23-30；
13:30-31)。
9. 瑪垃基與尼希米應屬同一時代針對神子民的問題，神所使用的兩位重要的屬靈領袖。從瑪
垃基書當中是否可以找到神的子民當時的問題？請列出瑪垃基書當中所提到當時人的
罪？
10. 瑪垃基書當中神與人的關係是一直貫穿全書的一個主要內容，請由全書的分段大綱中找出
神對人的心意，如何預備主的再來？

伍. 兩約之間
兩約之間約當主前 400 年至主耶穌的降生止.
1. 此時世界舞台上先是波斯帝國 (700-330 BC) 、再次是希臘帝國 (359-323 BC) 、北朝西
流基(311 BC-65 AD)、南朝多利買 (317 BC-30 AD) 及羅馬帝國 (27 BC—1453 AD), 請參閱
世界歷史以獲得一些梗概.
2. 這些更迭的帝國對巴勒斯坦的影響如何?
3. 請參閱歷史書,略涉馬喀比獨立戰爭 (167-63 BC)對猶太人的意義及影響如何?
4. 速讀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 了解當時巴勒斯坦在羅馬統治之下的情形? 希律王所扮演的
角色為何?
5. 從最後一位先知(瑪拉基及尼希米) 至主耶穌的降生, 神沒有默示, 當時猶太人如何傳承
信仰? 會堂是如何產生的? 文士及祭司的角色又如何?
6. 從四福音的記載, 當時聖殿的光景如何?
7. 從四福音的記載, 當時猶太教有幾個教派, 諸如: 法利賽派, 撒都該教門, 奮銳黨及施
洗約翰所屬的隱士派(愛色尼派), 均在兩約中間形成, 他們的特點如何?

8. 何謂 「時候滿足」(加 4:4)? 神為何在「沉默」四百年後, 讓祂的兒子為女子所生? 試
從當時的宗教、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不同的角度試窺一端倪?
9. 耶穌的教導比起當時的文士與法利賽人, 為何是 「新的道理」 ? 祂如何完成了神的恩典
與真理? (約 1:16-17)
10. 既稱「兩約之間」, 思想舊約與新約的不同點? 新約的意義為何? (耶 31:31-34, 來 10)
11. 在我準備此次讀經營時, 我如何感謝主耶穌的第一次降臨所成就的?
等候主的再來?

並如何預備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