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二月: 午餐服务 (国语堂)

二月: 宣教差传月 (参加短宣)

 2/8 (Sun): Pastor Graham & Michelle

 2/12, Thur: 姊妹会 (9:30am)

 家庭健康講座: “愛在我家” (陳振威醫生)

 2/19, Thur: 常青組春節聚會 (9:30am)

 2/28, Sat: 新年聚餐/福音分享 (6pm)

一對一門徒造就 (2/2, Mon, 7:30pm)

醫治禱告: 谷弟兄/Susanna/Alice



SCRIPTURE

讀經



Nehemiah 尼希米記

11:1-12:26



11:1 百姓的首領住在耶路撒冷，其餘的百
姓掣籤，每十人中使一人來住在聖城耶路
撒冷，那九人住在別的城邑。 2 凡甘心樂
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為他們祝福。
3 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寧和所
羅門僕人的後裔都住在猶大城邑，各在自
己的地業中。本省的首領住在耶路撒冷的
記在下面： 4 其中有些猶大人和便雅憫人
，猶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孫烏西雅的兒子
亞他雅，烏西雅是撒迦利雅的兒子，撒迦
利雅是亞瑪利雅的兒子，亞瑪利雅是示法
提雅的兒子，示法提雅是瑪勒列的兒子。



7 便雅憫人中有米書蘭的兒子撒路，米書
蘭是約葉的兒子，約葉是毗大雅的兒子，
毗大雅是哥賴雅的兒子，哥賴雅是瑪西雅
的兒子，瑪西雅是以鐵的兒子，以鐵是耶
篩亞的兒子。 10 祭司中有雅斤，又有約雅
立的兒子耶大雅. 15 利未人中有哈述的兒
子示瑪雅，哈述是押利甘的兒子，押利甘
是哈沙比雅的兒子，哈沙比雅是布尼的兒
子。 19 守門的是亞谷和達們，並守門的弟
兄，共一百七十二名。 20 其餘的以色列人
、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猶大的一切城邑，
各在自己的地業中。



21 尼提寧卻住在俄斐勒，西哈和基斯帕管
理他們。22 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長官，管
理神殿事務的，是歌唱者亞薩的子孫、巴
尼的兒子烏西，巴尼是哈沙比雅的兒子，
哈沙比雅是瑪他尼的兒子，瑪他尼是米迦
的兒子。 23 王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給
他們必有一定之糧。 24 猶大兒子謝拉的子
孫、米示薩別的兒子毗他希雅輔助王辦理
猶大民的事。

12:1 同著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耶書亞
回來的祭司與利未人記在下面：祭司是西
萊雅、耶利米、以斯拉、



2 亞瑪利雅, 瑪鹿, 哈突, 3 示迦尼, 利宏, 米
利末, 4 易多, 近頓, 亞比雅, 5 米雅民, 瑪底
雅, 璧迦, 6 示瑪雅、約雅立、耶大雅、 7 撒
路、亞木、希勒家、耶大雅。這些人在耶
書亞的時候做祭司和他們弟兄的首領。

12 在約雅金的時候，祭司做族長的：西萊
雅族有米拉雅，耶利米族有哈拿尼雅
， 13 以斯拉族有米書蘭，亞瑪利雅族有約
哈難， 22 至於利未人，當以利亞實、耶何
耶大、約哈難、押杜亞的時候，他們的族
長記在冊上；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時候，
做族長的祭司也記在冊上。



23 利未人做族長的記在歷史上，直到以利
亞實的兒子約哈難的時候。 24 利未人的族
長是哈沙比雅、示利比、甲篾的兒子耶書
亞，與他們弟兄的班次相對，照著神人大
衛的命令，一班一班地讚美稱謝。 25 瑪他
尼、八布迦、俄巴底亞、米書蘭、達們、
亞谷是守門的，就是在庫房那裡守門
。 26 這都是在約薩達的孫子、耶書亞的兒
子約雅金和省長尼希米，並祭司文士以斯
拉的時候有職任的。





“聖城, 新耶路撒冷:

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

(尼希米記 11:1-12:26)

邓牧師
2/1/2015



基督徒, 教会生活常态?

“山上”: 特殊经历

 觉醒复兴, 神迹奇事, 异梦异象, . . .

 神的同在

“平地”: 平淡生活 (上班下班, 烧饭洗碗, . . .)

 月会, 委员会, 看停车场, 午餐服务, . . .

 神的同在

渎经: “山上”经文 & “平地”经文

神的话语

 “平地”经文: 尼希米記 11:1-12:26 (“枯噪”)

 “山上”经文: 尼希米記 12:27-43 (“刺激”)



尼希米記 11:1-12:43 耶路撒冷重建 “奇迹”

人煙稀少 人丁興旺

“平地-奇迹”: 忠心/守信的会员 (圣灵充满)

尼 8 章 教会更新的基础 : 渴慕神的话语

尼 9 章 教会更新的起步: 真诚认罪悔改

尼 10 章 教会更新的持续: 脚踏实地遵行

重新立约,遵行律法 (“教会公约, Covenant”)

9:38 “因这一切的事, 我们立确实的约, . . . ”

10:39 “这样, 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 . .”

“不离弃神的殿/悔改” 的果子: 尼 11:1-12:43



尼希米記 11:1-12:43 耶路撒冷: 人丁興旺

尼 10:39 “这样, 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尼 11 章 更新/悔改的果子 (1): 福音移民

需要/挑战: 闹空城计!

 尼 7:4 “城是广大, 其中的民却稀少, 房屋还
没有建造.”

 回应/解答: 移民/搬家!

 7:5 我的神感动我心, 招聚贵胄, 官长和百
姓, 要照家谱计算. 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
的家谱, 其上写着: vv. 6ff被掳归回英雄榜!

7:6-73 上一代的榜样 (重建圣殿): 这一代?

CBCOC: 新的四十年!?



 7:6-73 上一代的榜样 (重建圣殿): 这一代?
10:39 “这样, 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尼 11章 更新/悔改的果子 (1): 福音移民

11:1 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 其余的百姓掣
签, 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

 领袖: 以身作则; 百姓: 十一奉献 (人)
 “掣签”: 神的旨意 (箴 16:33 ..定事由耶和华)
 “中奖”: v. 2 “凡甘心乐意 ..百姓都为..祝福”

这一代: 移民搬家 (圣城耶路撒冷)英雄榜!
 vv. 4-9 犹大人, 便雅悯人 (管理 v. 24)
 vv. 10-21 祭司/利未人/守门/尼提宁 (22-23)

“勇士” (vv. 6, 14); 神的殿 (vv. 11, 12, 16, 22)



旧约百姓 (不离弃神的殿): 移民圣城!

新约百姓/CBCOC (不离弃神的殿): 移民圣城?

今日神的殿? – 基督 (约 2); 教会 (弗 4)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 .在我的殿中喜乐
. . .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赛 56)

 “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
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
民都要流归这山.” (赛 2)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喊着说, . . .” (启 7)

CBCOC (不离弃神的殿): 大使命 (太 28) 差传月



新约百姓/CBCOC (不离弃神的殿): 大使命!
“十一奉献 Tithe” & 大使命

 金钱 (给钱): 好榜样 (尼 10:34-39)
 坏榜样 (玛拉基书 3 夺取我的供物)
 新约百姓: Tithe? (耶稣大? 摩西大?)
 马其顿众教会: “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也
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 (林后 8-9)

 人才 (给人): 好榜样 (尼 11:1-2)
 CBCOC: 320/4 = 80; 80/10 = 8 (宣教士)?
 华人与非华人? 
 移民城市, 何乐不为? “没有房屋: Skid Row!”
 10/40 Widow?! - “当求庄稼的主 . . .” (太 9)



10:39 “这样, 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尼 11 章 更新/悔改的果子 (1): 福音移民

尼 12:1-26 更新/悔改的果子 (2): 福音交棒
祭司, 利未人 (守门)的族谱 : 神殿事奉的工人
 “. . . 的时候” (vv. 7, 12, 22, 23, 26 (X2))
 耶书亚的时候 (vv. 1-9): 第一代神殿工人
 大祭司族谱 (vv. 10-11)

 约雅金的时候 (vv. 12-26): 第二代神殿工人
 “省长尼希米, 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

今日神殿工人 (“祭司, 利未人”) 是谁?
 祭司 = 牧师 ???; 利未人 = 长执 ???
“君尊的祭司, 做他父神的祭司” (彼前 2; 启

1)



尼 12:1-26 更新/悔改的果子 (2): 福音交棒

祭司, 利未人 (守门)的族谱 : 神殿事奉的工人

“君尊的祭司, 做他父神的祭司” (彼前 2; 启 1)

今日 CBCOC /神殿工人: 牧师, 长执, 会员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第一代神殿工人 (1984-2014): 人丁興旺

 第二代神殿工人 (2015-2055): 福音交棒

 青黃不接! – “一对一门训” (提后 2:2)

 “. . . 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倚老卖老? –“我比你年资更久!?” (提前 4)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 . .做信徒的榜样”



10:39 “这样, 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尼 11:1-24 更新/悔改的果子 (1): 福音移民

尼 12:1-26 更新/悔改的果子 (2): 福音交棒

尼 11:25-36 更新/悔改的果子 (3): 应许实现

 “分地”: 犹大人, 便雅悯人 (书 15, 18)

 大卫王朝的再临 (二支派)

 11:23-24 “王为歌唱的..辅助王 ..犹大民 ..”?

 12:24 “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 . . .赞美称谢”

 11:36 “利未人中有几班 . .犹大地 . .便雅悯”

 摩 9:11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
新修造, 像古时一样.”



尼希米記 11:1-12:26 耶路撒冷市: 人丁興旺

“平地-奇迹”: 忠心/守信的会员 (圣灵充满)

脚踏实地遵行: “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10:39)

更新/悔改的果子: 移民, 交棒, 应许实现

使 2 耶路撒冷教会的增长: 人丁興旺

神的话, 神的灵: 悔改/更新的百姓 (果子)

脚踏实地遵行: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
接, 掰饼, 祈祷…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 
赞美神,…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CBCOC 人丁興旺?: 悔改/更新的百姓

教会退修会主题 & 周三祷告会: 梁牧师呼召



尼希米記 11:1-12:26 耶路撒冷市名册

脚踏实地遵行: “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10:39)

与神的殿挂钩; 为神的殿打拼!

天上耶路撒冷市名册: 你我的名字?

与基督挂钩; 为福音打拼?!

Vietnam Memorial Wall (1955-1975)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Titanic 乘客名单 (50 pages!)

 存活名单 (few pages)

 “然而, 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
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291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Consecrated”

“我一生求主管理”



#291 Take My Life, and Let I t Be Consecrated  1/4

我一生求主管理,

願獻身心為活祭,

使我手作主聖工

因被主慈愛感動;因被主慈愛感動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Consecrated, Lord, to Thee

Take my hands and let them move;

At the impulse of Thy love, 

At the impulse of Thy love.



#291 Take My Life, and Let I t Be Consecrated  2/4

使我腳為主行路,

步步都聽主吩咐,

使我常常讚美主, 

永遠只歌頌基督,永遠只歌頌基督

Take my feet and let them be, 

Swift and beautiful for Thee; 

Take my voice and let me sing;

Always, only for my King

Always, only for my King.



#291 Take My Life, and Let I t Be Consecrated  ¾

使我口時常頌揚, 

傳講救主榮耀王; 

使我金銀都歸你

不願留下為自己; 不願留下為自己

Take my lips and let them be 

Filled with messages for Thee; 

Take my silver and my gold, 

Not a mite would I withhold,

Not a mite would I withhold.



#291 Take My Life, and Let I t Be Consecrated  4/4

使我愛如火上升, 

全獻給我主我神; 

我願獻一切所有, 

完全屬主到永久; 完全屬主到永久

Take my love, my God, I pour

At Thy feet its treasure store; 

Take myself and I will be 

Ever, only, all for Thee, 

Ever, only, all for Th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