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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神學 

第三堂、重建聖殿 

一、所羅門的聖殿 

(一) 大衛為神建殿的心願與奉獻 

詩 132:2 他怎樣向耶和華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許願、3 說、我必不進我的帳幕、

也不上我的榻‧4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5 直等我

為耶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所。 

代上 22:4 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的殿宇、必須高大

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豫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

之先、豫備的材料甚多。 

代上 29:16 耶和華我們的 神阿、我們豫備這許多材料、要為你的聖名建造殿宇、都

是從你而來、都是屬你的。 

(二) 先前聖殿的輝煌 

代下 3:1 所羅門就在耶路撒冷、耶和華向他父大衛顯現的摩利亞山上、就是耶布斯

人阿珥楠的禾場上、大衛所指定的地方、豫備好了、開工建造耶和華的

殿。 

代下 6:20 願你晝夜看顧這殿、就是你應許立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聽僕人向此處禱

告的話。 

代下 7:1 所羅門祈禱已畢、就有火從天上降下來、燒盡燔祭和別的祭‧耶和華的榮

光充滿了殿‧ 
代下 7:2 因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耶和華殿、所以祭司不能進殿。 
 
 (三)聖殿被毀器皿被擄 

代下 36:15 耶和華他們列祖的 神因為愛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從早起來差遣使

者去警戒他們。16 他們卻嘻笑 神的使者、藐視他的言語、譏誚他的先

知、以致耶和華的忿怒向他的百姓發作、無法可救。17 所以耶和華使迦勒

底人的王來攻擊他們、在他們聖殿裏用刀殺了他們的壯丁、不憐恤他們的

少男處女、老人白叟‧耶和華將他們都交在迦勒底王手裏。 
代下 36:18 迦勒底王將 神殿裏的大小器皿、與耶和華殿裏的財寶、並王和眾首領的

財寶、都帶到巴比倫去了。 
代下 36:19 迦勒底人焚燒 神的殿、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用火燒了城裏的宮殿、毀

壞了城裏寶貴的器皿。 
代下 36:20 凡脫離刀劍的、迦勒底王都擄到巴比倫去、作他和他子孫的僕婢、直到波

斯國興起來。 
代下 36:21 這就應驗耶和華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地享受安息、因為地土荒涼便守安

息、直滿了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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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歸回重建的聖殿 

(一)開工（拉三章） 

拉 3:8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 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

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和其餘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並一切被擄歸

回耶路撒冷的人、都興工建造‧又派利未人、從二十歲以外的、督理建造耶

和華殿的工作。 

拉 3:10 匠人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時候、祭司皆穿禮服吹號、亞薩的子孫利未人敲

鈸、照以色列王大衛所定的例、都站著讚美耶和華。 
拉 3:11 他們彼此唱和、讚美稱謝耶和華、說、他本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發慈愛‧

他們讚美耶和華的時候、眾民大聲呼喊、因耶和華殿的根基已經立定‧ 
拉 3:12 然而有許多祭司、利未人、族長、就是見過舊殿的老年人、現在親眼看見

立這殿的根基、便大聲哭號‧也有許多人大聲歡呼‧ 
拉 3:13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歡呼的聲音、和哭號的聲音、因為眾人大聲呼喊、聲音

聽到遠處。 
 
(二)受阻（拉四章） 

1. 仇敵阻擋建造 

拉 4:1 猶大和便雅憫的敵人聽說、被擄歸回的人為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建造殿

宇、 
拉 4:2 就去見所羅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長、對他們說、請容我們與你們一同建

造、因為我們尋求你們的神、與你們一樣‧自從亞述王以撒哈頓帶我們上這

地以來、我們常祭祀神。 

拉 4:3 但所羅巴伯、耶書亞、和其餘以色列的族長、對他們說、我們建造 神的

殿與你們無干、我們自己為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協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

列所吩咐的。 
拉 4:4 那地的民、就在猶大人建造的時候、使他們的手發、擾亂他們。 

1) 仇敵的假冒 - 請容我們與你們一同建造 (拉 4:1-2) 

2) 領袖回答 - 我們建造 神的殿與你們無干 (拉 4:3-4) 

2. 神殿的工程停止 

拉 4:21 現在你們要出告示命這些人停工、使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 
拉 4:22 你們當謹慎、不可遲延、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虧損呢。 
拉 4:23 亞達薛西王（CambysesⅡ）的上諭讀在利宏、和書記伸帥、並他們的同黨

面前、他們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見猶大人、用勢力強迫他們停工。 
拉 4:24 於是在耶路撒冷 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烏第二年。 

1) 仇敵使歸回子民手發軟 - 工程停頓 (拉 4:24) 

2) 主前 536 年開始重建聖殿，534 年停工約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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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繼續（拉五章） 

拉 5:1 那時先知哈該、和易多的孫子撒迦利亞、奉以色列 神的名、向猶大和耶

路撒冷的猶大人、說勸勉的話。 
 

1. 先知哈該的警告與勉勵 (該 1:1-9, 2:3-4) 

該 1:1 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藉先知哈該、向猶大省長撒拉

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說、 
該 1: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 
該 1:3 那時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 
該 1:4 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麼‧ 
該 1:5 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該 1:6 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喫、卻不得飽、喝、卻不得足、穿衣服、

卻不得暖‧得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漏的囊中。 
該 1: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該 1:8 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

的。 
該 1:9 你們盼望多得、所得的卻少‧你們收到家中、我就吹去‧這是為甚麼呢、

因為我的殿荒涼、你們各人卻顧自己的房屋‧〔顧原文作奔〕這是萬軍之

耶和華說的。 

該 2:3 你們中間存留的、有誰見過這殿從前的榮耀呢‧現在你們看著如何‧豈不

在眼中看如無有麼。 
該 2:4 耶和華說、所羅巴伯阿、雖然如此、你當剛強‧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

亞阿、你也當剛強‧這地的百姓、你們都當剛強作工、因為我與你們同

在‧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1) 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麼 

2) 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 

3) 這地的百姓、你們都當剛強作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 

 
2. 先知撒迦利亞的勉勵 (亞 4:6-10) 

亞 4:6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

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亞 4:7 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他必搬出一塊石

頭‧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說、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亞 4:8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亞 4:9 所羅巴伯的手、立了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這工‧你就知道萬軍之

耶和華差遣我到你們這裏來了。 
亞 4:10 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遍察全地‧見所羅巴

伯手拿鉈、就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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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2) 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 

3) 所羅巴伯的手、立了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這工 

4) 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遍察全地‧見所羅巴伯手拿線鉈、就歡喜 

 
3. 勝過仇敵攔阻恢復建造工程─都起來動手建造耶路撒冷神的殿 

拉 5:2 於是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都起來動手建造耶

路撒冷 神的殿、有 神的先知在那裏幫助他們。 
 
 (四)完成（拉六章） 

1. 第一次建殿歷七年，第二次歷二十年之久(536B.C.開始建殿，於 516B.C.完成) 

拉 6:14 猶大長老因先知哈該、和易多的孫子撒迦利亞所說勸勉的話、就建造這

殿、凡事亨通‧他們遵著以色列 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烏、亞達

薛西（Longimanus）。的旨意、建造完畢。 
拉 6:15 大利烏王第六年、亞達月初三日、這殿修成了。 

 

2. 奉獻神殿的禮 

拉 6:16 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並其餘被擄歸回的人、都歡歡喜喜地行奉獻 

神殿的禮。17 行奉獻 神殿的禮、就獻公牛一百隻、公綿羊二百隻、綿

羊羔四百隻‧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數目、獻公山羊十二隻、為以色列眾人作

贖罪祭。 
(代下 7:5 所羅門王用牛二萬二千、羊十二萬獻祭。這樣、王和眾民為 神的殿行奉

獻之禮。) 
拉 6:18 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著班次在耶路撒冷事奉 神、是照摩西律法書上

所寫的。 
拉 6:19 正月十四日、被擄歸回的人守逾越節。20 原來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潔、

無一人不潔淨‧利未人為被擄歸回的眾人、和他們的弟兄眾祭司、並為自

己宰逾越節的羊羔。21 從擄到之地歸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

人污穢歸附他們、要尋求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人、都喫這羊羔。 
拉 6:22 歡歡喜喜的守除酵節七日、因為耶和華使他們歡喜、又使亞述王的心轉向

他們、堅固他們的手、作以色列 神殿的工程。 
 

3. 這殿後來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該 2:8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該 2:9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

耶和華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