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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的 手

◎黃正義

經文：�以斯拉記 7-10 章、

　　　尼希米記 8章

以
斯拉記 1-6 章記載被擄的猶太

人歸回耶路撒冷、聖殿修建完

竣、百姓開始慶祝逾越節。看起來所

有的工作都已完成了，其實不然！ 7：

1“這事以後⋯”很簡短的一句經文，

它所描述的卻是從公元前 515 年到公

元前 458 年間—重建聖殿竣工到以

斯拉從巴比倫回到耶路撒冷所經過的

七十個年頭。那個時候，建造工程尚

未完成，因為神的百姓只有外面的敬

拜禮儀，內心卻沒有敬拜的實質—

光有外在的建築物而沒有正確的心態

是不夠的。第一批回歸的猶太人並沒

與神維持良好的關係，甚至連祭司都

與外邦人通婚。這些回歸的猶太人雖

見證了神的作為，卻對神不忠心。

以斯拉記第 7 章介紹以斯拉的家

譜。第 1-5 節說他是來自亞倫家族的

祭司，第 6 節說他是位精通摩西律法

的文士，又說“耶和華的手幫助他”。

「神的手」這詞在以斯拉記 7-8 章出

現了五次，分別描述那些作主工的人

蒙神祝福，神的幫助使他們成功。第

9 節「神的手」幫助以斯拉帶領新的

一批猶太人回耶路撒冷，上千的人要

長途跋涉 1400 公里，當中有不少是

婦孺，這些回歸的百姓需要很多的糧

食供應，整個旅程中並沒有波斯軍隊

的護送。為何神揀選以斯拉去從事這

個艱鉅的任務？是因為以斯拉善於組

織百姓，還是因為他有軍事策略的經

驗？都不是的，答案在第 10 節「以

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

又將例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以斯

拉定志考究神的話，希伯來文原意是

【認真地尋求】。以斯拉在神啟示的

話語中熱切尋求神，並且致力於遵行

神的話。他必須自己考究遵行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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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之後，才能教導神的話。我們要活

出聖潔的生命，才能教導別人要過聖

潔的生活。

從以斯拉的服事我們看到一個優

先順序。有很多教師只用神的話來管

教別人，自己卻不順服神的話，這些

人是偽君子。也有很多教導神話語的

人並沒有仔細研讀聖經就開始教導別

人，這些人很容易變成假教師。傳道

人應當效法以斯拉，自己先認真地研

讀並遵行神的話，再去教導別人，這

樣神就會使他的事工帶著改變生命的

能力。我們一定要按著「研讀、遵行、

教導」這個順序而行。即使以斯拉急

著要把百姓帶回耶路撒冷，他仍以研

讀神的話為首務。儘管我們日理萬

機，安靜在神面前認真地讀經仍是我

們的優先順序。神把施恩的手放在遵

行祂話語的人身上，我們的生命要先

被更新，我們的事工才能讓別人的生

命也得到更新。

動員猶太人歸回耶路撒冷是一

項大工程，當初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

過著離鄉背井的生活，經過漫長的

一百三十多年，已定居下來。如今要

他們離開熟悉的環境、放棄安穩的日

子，特別是要這群在異國他鄉生長的

新一代回到陌生的耶路撒冷，我們不

禁要問：以斯拉怎能勸動這批百姓跟

隨他回到故鄉呢？然而，我們看到神

的手一直在動工。以斯拉記第 7 章其

餘的篇幅記載了神感動波斯王委派以

斯拉去執行一項任務—恢復聖殿的

敬拜。波斯王亞達薛西允許他所統治

的人民有敬拜他們自己神明的自由，

好使他能得到諸神的賜福。他就像一

般政客為己圖利，但他的私心卻成就

了神的旨意。以斯拉說：「耶和華—

我們列祖的神⋯⋯使王起這心意修飾

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拉 7:27）

波斯王以為自己可以掌管一切，但以

色列的神才是全地的神，祂統管萬

有，統治萬邦。神的手搖動王的心、

創造一個政治時機，同時也把勇氣放

在祂僕人的心中；這種政治行動和宗

教事工結合在一起，只有神的手才能

辦到。神要如何透過執政掌權者的利

益來施行祂的工作？神要如何賜勇氣

予我們來開展事工？我相信神大能的

手能將這兩件事結合在一起。神要預

備我們去做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事。

我願以宣教先鋒威廉克里的名言“望

神行大事，為神作大事”來勉勵諸位。

當我們憑信心跨步邁前，就能經歷神

大能的手與我們的手一起同工。

我們在以斯拉記第 7 章看見神的

手興起一群領袖來幫助以斯拉動員百

姓加入回歸的旅程（拉 7:28）。到了

第 8 章，百姓出發在即，以斯拉卻向

百姓宣佈要禁食（拉 8:21），並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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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其他人發現事態嚴重，就聚集一

起向神懺悔。以斯拉的禱辭懇切，為

百姓犯罪而深感憂傷（拉 9:6-15）。

以斯拉是一位純潔自守的祭司與文

士，他並沒有與異族通婚，但他卻與

百姓認同到一個地步，百姓犯罪就像

是他自己犯罪。以斯拉的禱告讓我們

想起凡事與我們認同的耶穌基督。以

斯拉雙膝跪下為百姓禱告，他以敬虔

的禱告來領導眾人。

以斯拉記第 10 章描述以斯拉的

禱告 :「以斯拉禱告、認罪、哭泣，

俯伏在神殿前⋯⋯」（拉 10:1）。他

不是啜泣，而是放聲大哭，他不壓抑

他的情感。以斯拉在神面前俯伏，向

神哀求復興；他為罪哀慟哭泣的樣子，

感動了百姓一起聚集痛悔哀哭。請自

我省察：我們服事人是甘居卑微還是

高高在上？我們的服事是倚靠聖靈引

導，還是受私心所驅使呢？我們是透

過禱告來動員弟兄姐妹，或是發號施

令勉強他們來配合呢？讓我們像以斯

拉一樣安靜在神面前，重新檢討我們

的所作所為。若有不合神心意之處，

身為領袖者就要帶頭向神承認“我犯

罪了”，而不是對人說“你們犯罪

了”。有些領袖礙於面子，常表現出

一副完美的樣子；身為傳道人，假裝

聖潔敬虔比承認自己是罪魁禍首容易

多了。乍看之下，以斯拉祭司兼文士

絕了波斯軍隊謢送的好意。他為何這

樣做呢？因為以斯拉曾向波斯王說：

「我們神施恩的手，必幫助一切尋求

祂的⋯⋯」（拉 8:22）。四個月之後，

他見證了神的大能與信實：「⋯⋯我

們的　神的手保佑我們，拯救我們脫

離仇敵和在路上埋伏的人的手。」（拉

8:31）當我們面對挑戰時，不要擔心

敵人的威脅，要確知神的同在和祂的

手在保護我們。當我們信靠神，祂就

按著祂的信實祝福我們。在推動任何

事工之前，我們必須先停下來，禱告、

禁食，認真尋求神。人所有的資源絕

對比不上神施恩的手來得重要。

以斯拉抵達耶路撒冷後，發現

早先第一批歸回的百姓並沒從被擄的

慘痛經歷中學會保守自己純潔。他們

不只與外族通婚，還祭拜外邦人的神

明。更糟糕的是他們的“首領和官長

在這事上為罪魁”（拉 9:2）。領導

人墮落，百姓自然走下坡。若百姓不

再敬拜真神，那麼耶路撒冷的聖殿就

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當年所羅門娶了

外邦女子而喪失王國，百姓也因敬拜

假神而流離失所。被擄後七十年他們

好不容易回歸故土家園，眼看他們又

要重蹈覆轍，以斯拉情何以堪？「就

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頭髮和鬍鬚，

驚懼憂悶而坐⋯⋯」( 拉 9:3) 他不斥

責人，只是獨自安靜俯伏在神面前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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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分會讓人以為他是個嚴肅、沒有

喜樂的律法主義者。其實，他不但熱

切愛神，他也享受神的愛。他不像現

今教會裡那些叫人望而生畏的領袖：

他們著重宗教儀文卻與會眾疏離，他

們無法讓人感受到愛神的喜樂。

以斯拉記 7-10 章，過後十五年，

尼希米記 8 章接下記載以斯拉事工的

下文。當時的猶太省省長尼希米帶領

百姓修建耶路撒冷城牆，工程也告

竣。尼希米記 8:1-8，以斯拉與尼希

米一起在耶路撒冷城向神百姓宣讀神

的話。以斯拉宣讀摩西律法書，他可

能是從出埃及記廿章一直念到利未記

廿七章；百姓意識到自己因違背神而

罪惡深重時，他們都憂傷哭泣。請注

意以斯拉是如何回應：「你們去吃肥

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預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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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以斯

拉不僅是位思想敏捷的文士，也是位

滿有憐憫的牧者，他對那些憂傷痛悔

的人說安慰鼓勵的話。他要他們預備

宴席來慶祝神的良善、也要為那些困

乏的人預備食物。他提醒百姓“靠主

而得的喜樂是你的力量”。百姓接受

他的勸導，先前的憂傷哭泣轉為歡欣

喜樂。「眾民都去吃喝，也分給人，

大大快樂，因為他們明白所教訓他們

的話。」（尼 8:12）靈命復興不單是

認罪悔改而已，也要在神的良善中歡

喜快樂。傳道人給人的印象是否只有

勞苦犧牲卻沒有愛神的熱情？別人看

見我們忠心的事奉，能否同時也看見

我們生命中的喜樂呢？我們是潔身自

好、知識淵博的領袖，還是待人親切、

以身作則的好牧人呢？

有位賈艾梅（Amy Carmichael）

宣教士，她曾經在印度服事貧民長達

五十五年，至死未曾回去故鄉愛爾

蘭。她如同母親一樣犧牲奉獻，委身

於神和服侍他人。雖然她安息主懷迄

今已六十年，但她在 1901 年建立的

事工，至今仍然在印度延續著。她的

生命和事工正如她自己所說的：“一

個沒有愛的人仍然能給出；但是一個

不願給出的人，則不能愛人。”但願

我們能以賈艾梅、以斯拉為榜樣，成

為一個愛慕神話語、不住禱告的傳道

人；做個懂得愛護神的百姓，願意捨

己、慷慨付出的傳道人。神正在呼召

我們與祂同工，但願神的手透過你我

的生命成為別人的祝福，幫助更多人

來到神的面前。

(�黃正義教授是新加坡神學院英文部的老

師、緬甸醫療隊 2011 年 1 月退修會的主

題講員。他用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一共

有四講，來勉勵同工。本文是第二講的摘

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