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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Nehemiah 尼希米記

1:1-11

(p. 722)

v.4 “我聽見這話, 就坐下哭泣, 悲哀幾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禱”



1 哈迦利亞的兒子尼希米的言語如下。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書
珊城的宮中。 2 那時、有我一個弟兄哈
拿尼、同著幾個人從猶大來．我問他們
那些被擄歸回剩下逃脫的猶大人、和耶
路撒冷的光景。 3 他們對我說、那些被
擄歸回剩下的人、在猶大省遭大難、受
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城門
被火焚燒。4 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
悲哀幾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禱說:



5 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阿、
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
． 6 願你睜眼看、側耳聽、你僕人晝夜
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祈禱、
承認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
我父家都有罪了．7 我們向你所行的甚
是邪惡、沒有遵守你藉著僕人摩西所吩
咐的誡命、律例、典章。 8 求你記念所
吩咐你僕人摩西的話、說、你們若犯罪
、我就把你們分散在萬民中．



9 但你們若歸向我、謹守遵行我的誡命
、你們被趕散的人、雖在天涯、我也必
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回來、帶到我所選擇
立為我名的居所。 10這都是你的僕人、
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
、所救贖的。 11 主阿、求你側耳聽你僕
人的祈禱、和喜愛敬畏你名眾僕人的祈
禱、使你僕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
。我是作王酒政的。





家訊

• 1/25 (Sat) 9am 教會夢想日

• “新的40 年: 新的轉變”

• 2/3 (Mon), 7:30pm 讀書會

• “保羅的禱告”

• 2/9 (Sun), 9:15am 浸禮

• 2/15 (Sat) 5:30pm 中國新年

• "你正追尋甚麼樣的人生?"黃玉卿姊妹



SERMON

信息

1/19/14



“Come, Let Us Rebuild”

“來吧! 讓我們重建”

(Nehemiah尼希米記1:1-2:20)

鄧牧師



全国性的灾难:

 911/四川, Northridge 震災/日本海嘯/ . .

耶路撒冷之灾

 四个月的祷告, 禁食

 神的呼召: 重建城牆

尼希米? (尼 1-7 “尼希米传记”)

 1:11 “我是做王酒政的.” (波斯帝國大官)

 白宮幕僚長: American Dream

 住在宫中, 心卻在 . . . 



尼希米? (尼 1-7 “尼希米传记”)

 1:11 “我是做王酒政的.” (波斯帝國大官)

 住在宫中, 心卻在 . . . 

 1:1-2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 我在书
珊城的宫中. 2 那时, 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
着几个人从犹大来. 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
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神的百姓/教會, 居所/聖殿, 尊名/國度, 榮耀

马太 6:21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马太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 . .



尼希米? (尼 1-7 “尼希米传记”)

 1:11 “我是做王酒政的.” (波斯帝國大官)

 住在宫中, 心卻在 . . . 

 1:1-2 “. . . 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
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神的百姓/教會, 居所/聖殿, 尊名/國度, 榮耀

马太 6:9-10 “所以,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
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
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1:1-2 “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
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1:3 “他们对我说: ‘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
犹大省遭大难, 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
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受凌辱” (1:3; 2:17)

 從凌辱到讚美 (賽 62:6-7)

 “城门被火焚烧” (1:3; 2:3, 13, 17)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2:17)

耶路撒冷之灾?

以斯記拉 4:6-23 



以斯拉記 & 尼希米記: 被掳归回时期

587 B.C. 耶路撒冷的沦陷 (巴比伦帝國)

538 B.C. 被掳百姓的归回 (波斯帝國)

538 B.C.   设巴萨/所罗巴伯 (居鲁士王)

 A) 重建圣殿 (拉 1-6)

458 B.C.   以斯拉 (亚达薛西王)

 B) 重建百姓 (拉 7-10)

 [448 B.C.嚐試重建城墙 (拉 4:6-23)]

445 B.C.   尼希米 (亚达薛西王)

 A’) 重建城墙 (尼 1-7)

 B’) 重建百姓 (尼 8-13; 5)



以斯拉記 & 尼希米記: 被掳归回时期

The best of times 最兴奋的时刻: 神動工!

The worst of times最辛苦的日子: 抵挡/仇恨

“Enemies 敌人” (以斯記拉 4:1)

Temptation 试探

软工 -- “United Front 統一戰線”(vv. 1-3)

Persecution 逼迫

硬工 --“Hands & Hearts 手軟心驚” (vv. 4-5)

一个例子 (vv. 6-23) [亚达薛西王]

 “控告上書” (vv. 11-16)

 “停工御旨” (vv. 17-22)



敌人的抵挡 (以斯記拉 4:6-23)

“A Letter of Accusation 控告上書” (4:11-16)

反革命的罪名

半真半假与王的担忧 (統治與稅收)

Satan 撒旦: An accuser 控告者

“控告上書” (v. 11-16)

撒玛利亚人的控告

撒旦的控告 (Zechariah 亚 3:1)

“天使又指给我看: 大祭司约书亚站在
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但也站在约书
亚的右边, 与他作对 [控告他]”



敌人的抵挡 (以斯記拉 4:6-23)

“A Letter of Accusation 控告上書” (v. 11-16)

Vv. 12-13, 16 “王该知道, 从王那里上
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 已经到耶路
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 筑立根
基, 建造城墙. 13 如今王该知道, 他们
若建造这城, 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
进贡, 交课, 纳税, 终久王必受亏损. . . 
. 我们谨奏王知, 这城若再建造, 城墙
完毕, 河西之地王就无分了!”



敌人的抵挡 (以斯記拉 4:6-23)

“控告上書” (v. 11-16)

“停工御旨” (vv. 17-22)

Vv. 21-22 “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
人停工, 使这城不得建造, 等我降旨
。 22 你们当谨慎, 不可迟延, 为何容
害加重, 使王受亏损呢？”

V. 23 “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
和书记伸帅, 并他们的同党面前, 他
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 
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控告上書” (v. 11-16) “停工御旨” (vv. 17-22)

V. 23 “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
和书记伸帅, 并他们的同党面前, 他
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 
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耶路撒冷: 门户大开

遭大难, 受凌辱 (尼 1:3) “他们对我说: ‘那些
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 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尼 1:3

耶路撒冷: 门户大开

神的百姓: 遭大难, 受凌辱

尼 1:4 “我听见这话, 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

神的帮助, 王的诏书, 歸回行動, 呼召百姓

尼 2:17 “以后, 我对他们说: ‘我们所遭的难, 
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你们都看
见了. 来吧! 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
再受凌辱.”

重建城墙 (尼 1-7); 重建百姓 (尼 8-13; 5)



耶路撒冷教会 CBCOC 本教会

來吧! 讓我們重建 (尼 2:17)

Be Transformed 新的轉變: 夢想日 (1/25)

教堂重建

年久失修

教會重建

青黃不接

個人重建

軟弱無力

箴言 25:28 “人不制伏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
城邑没有墙垣.”



CBCOC 本教会: 來吧! 讓我們重建 (尼 2:17)

新的轉變: 教堂重建, 教會重建, 個人重建

效法尼希米 (1:4):

“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

神的幫助

讀書會 (2/3, 三個月): 保羅的禱告

使 9:9, 11 “也不吃也不喝. . . 他正祷告.”

敵人(龍的)恼怒

2:10 ..有人为以色列人求好处, 就甚恼怒!

弗 6神的军装: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
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2:10 “. . 听见有人 (Adam)来为以色列人求好
处, 就甚恼怒!” [敵人(龍的)恼怒]

尼希米 耶穌

耶穌:为我們求好处!

路加 19 “人子来 (Adam), 为要寻找, 拯救失
丧的人.” 

马可 10 “人子来 (Adam), . .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启 12 “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
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它, 是因羔
羊的血.”



敵人(龍的)恼怒

2:10 “. . 听见有人 (Adam)来为以色列人求好
处, 就甚恼怒!”

尼希米 耶穌

耶穌:为我們求好处!

诗篇 34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
他是美善 (Good).”

林后 5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新年成為新人!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401

“Lead on, O King Eternal” 

“永恆君王求前導”



永恆君王求前導,出征之時已到

戰地營幕為我家,惟你是我倚靠

準備時日已久長,靠恩我成剛強

永恆君王在前導,歡唱戰歌聲高

#401 Lead On, O King Eternal 1/3



永恆君王求前導,直到戰爭終了

聖善之靈低聲唱,阿門平安臨到

陣前不聞戰鼓聲,攻擊不用鎗刀

仁義兵器勝仇敵,天國榮光普照

#401 Lead On, O King Eternal 2/3



永恆君王求前導,我願勇敢跟從

喜樂湧出如晨光,因見我主聖容

十架高舉光照耀,指引艱險路程

冠冕留給得勝者,哦主導我前行

#401 Lead On, O King Eternal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