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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hemiah 尼希米記

2:1-20

(pp. 722-724)

v. 18 “我告訴他們我神施恩的手怎樣
幫助我，並王對我所說的話。他們
就說: 「我們起來建造吧!」於是他

們奮勇做這善工.



1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擺
酒，我拿起酒來奉給王。我素來在王面前
沒有愁容。 2 王對我說：「你既沒有病，
為什麼面帶愁容呢？這不是別的，必是你
心中愁煩。」於是我甚懼怕。 3 我對王說
：「願王萬歲！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荒
涼，城門被火焚燒，我豈能面無愁容嗎？
」 4 王問我說：「你要求什麼？」於是我
默禱天上的神。 5 我對王說：「僕人若在
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歡，求王差遣我往猶
大，到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
新建造。」



6 那時，王后坐在王的旁邊。王問我說：「
你去要多少日子？幾時回來？」我就定了
日期。於是王喜歡差遣我去。 7 我又對王
說：「王若喜歡，求王賜我詔書，通知大
河西的省長准我經過，直到猶大。 8 又賜
詔書，通知管理王園林的亞薩，使他給我
木料，做屬殿營樓之門的橫梁和城牆與我
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 因我神施
恩的手幫助我. 9 王派了軍長和馬兵護送我,
我到了河西的省長那裡, 將王的詔書交給他
們. 10 和倫人參巴拉並為奴的亞捫人多比雅
聽見有人來為以色列人求好處, 就甚惱怒。



11 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裡住了三日。 12
我夜間起來，有幾個人也一同起來，但神
使我心裡要為耶路撒冷做什麼事，我並沒
有告訴人. 除了我騎的牲口以外, 也沒有別
的牲口在我那裡. 13 當夜我出了谷門, 往野
狗井去, 到了糞廠門, 察看耶路撒冷的城牆,
見城牆拆毀, 城門被火焚燒. 14 我又往前, 到
了泉門和王池, 但所騎的牲口沒有地方過去.
15 於是夜間沿溪而上, 察看城牆, 又轉身進
入谷門, 就回來了. 16 我往哪裡去, 我做什麼
事, 官長都不知道, 我還沒有告訴猶大平民,
祭司, 貴胄, 官長和其餘做工的人。



17 以後，我對他們說：「我們所遭的難，
耶路撒冷怎樣荒涼，城門被火焚燒，你們
都看見了。來吧，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
牆，免得再受凌辱。」 18 我告訴他們我神
施恩的手怎樣幫助我，並王對我所說的話
。他們就說: 「我們起來建造吧!」於是他們
奮勇做這善工. 19 但和倫人參巴拉並為奴的
亞捫人多比雅和阿拉伯人基善聽見, 就嗤笑
我們, 藐視我們, 說: 「你們做什麼呢? 要背
叛王嗎?」 20 我回答他們說: 「天上的神必
使我們亨通. 我們做他僕人的, 要起來建造,
你們卻在耶路撒冷無份, 無權, 無紀念.」





家訊

• 2/3 (Mon), 7:30pm 讀書會

• “保羅的禱告” [呼求復興]

• 2/9 (Sun), 12pm 中國新年午餐

• 2/13 (Thurs), 10am 福音講座 (华师母)

• 2/15 (Sat) 5:30pm 中國新年 (餃子,小菜)

• "人生的追尋?“ (黃姊妹)

• 2/21, 22 (Fri & Sat) 遠志明音樂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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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重建與神施恩的手”

(Nehemiah 尼希米記 1:1-2:20)

鄧牧師



Nehemiah 尼希米

 A Man of Prayer 祷告之人 (一章)

 A Man of Action 行动之人 (二章)

基督徒: A person of faith 信心之人

祷告: Empowered by God 倚靠神

 约翰 15:5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
甚麽.”

行动: Obedience to God 顺服神

 马可 1:18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
如得鱼一样.”



尼希米的行动 (二章)

尼希米的祷告 (一章)

 1:11 “主啊, 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 使你仆
人现今亨通, 在[这人]面前蒙恩.”

 “众仆人”: 代祷勇士 [祷告会/读书会]

 “亨通?”

 “This man 这人?”

 “天上的神, 大而可畏的神” (1:5)

祷告蒙垂听?



尼希米的行动 (二章)

书珊城 (vv. 1-10)

 (A) 一日侍立王前 (vv. 1-4)

 (B) 王的支持允准 (vv. 5-8)

 (C) 敌挡 (vv. 9-10)

耶路撒冷城 (vv. 11-20)

 (A’) 一夜巡视城墙 (vv. 11-16)

 (B’) 百姓奋勇作工 (vv. 17-18)

 (C’) 敌挡 (vv. 19-20)



尼希米的行动 (2:1-10, 书珊城)

(A) 一日侍立王前 (vv. 1-4)

 Vv. 1-2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 在王面
前摆酒, 我拿起酒来奉给王. 我素来在王面
前没有愁容. 2王对我说: ‘你既没有病, 为什
么面带愁容呢? 这不是别的, 必是你心中愁
烦.’ 于是我甚惧怕 .”

甚惧怕?

王的面前 (箴言16:14) “王的震怒如杀人的
使者; 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

王的政策 (以斯拉记 4): “搞反革命?!”



(A) 一日侍立王前 (vv. 1-4)

“我甚惧怕?” -- 王的面前/王的政策

胜过惧怕人的毛病:

祷告 (v. 4b) “於是我默祷天上的神”

常常祷告 (一章: 四个月的祷告, 禁食)

即刻祷告 (v. 4b)

惧怕神 (马太10:28) “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
魂的, 不要怕他们; 惟有能把身体和灵
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跪在神前 站在人前



(B) 王的支持允准 (vv. 5-8)

胜过惧怕人的毛病: 祷告/敬畏神

尼希米的请求/勇气 (vv. 3-5) “我对王说: 愿
王万岁!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 城门
被火焚烧, 我岂能面无愁容麽? 4 王问我说: 
你要求甚麽? . . 5 我对王说: 仆人若在王眼前
蒙恩, 王若喜欢, 求王差遣我往犹大, 到我列
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 我好重新建造.”

王的回应 ? (vv. 6-8): “超出所求所想!!!”

英雄人物? (v. 8) “王就允准我 , 因我神施恩
的手帮助我.” (God’s Gracious/Good Hand) 



我神施恩的手 (v. 8):
重建 B.C. 的教会 [舊約]
538 B.C. 所罗巴伯: 重建圣殿 (拉 1-6)
458 B.C.     以斯拉: 重建百姓 (拉 7-10)
445 B.C.     尼希米: 重建耶路撒冷 (尼 1-13)

重建 A.D. 的教会 [新約]
CBCOC 的重建: 教堂, 教會, 個人
2014: 国语堂, 小组, 团契, 成长复兴?

使徒行传 1-2
“受圣灵的洗, . . .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
就必得着能力, . . . 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 . 
. 约有一百二十名, . . 五旬节. . .被圣灵充满.”



箴言 21:1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陇沟
的水随意流转.”

我神施恩的手 (v. 8):

改变: 王心 (vv. 1-10) & 神百姓的心 (vv. 11-20)

v. 11 “我到了耶路撒冷, 在那里住了三日.”

 (A’) 一夜巡视城墙 (vv. 11-16)

 V. 13 “当夜我出了谷门, 往野狗井去, 到了
粪厂门, 察看耶路撒冷的城墙, 见城墙拆毁
, 城门被火焚烧.”

 亲临现场



(A’) 一夜巡视城墙 (vv. 11-16)

 V. 13 “当夜我出了谷门, . . . 察看耶路撒冷的
城墙, 见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亲临现场

vv. 12, 16 “我夜间起来, 有几个人也一同起
来; 但神要为耶路撒冷做甚麽事, 我并没有告
诉人。. .  我往哪里去, 我做甚麽事, 官长都
不知道. 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 祭司, 贵胄, 
官长, 和其馀做工的人.”

夜间: 神的旨意隐藏

“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甚麽事”



(B’) 百姓奋勇作工 (vv. 17-18)

夜间: 神的旨意隐藏

白日: 神的旨意显明

Vv. 17-18a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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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罢, 我们重建耶
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凌辱! 18 我告
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 并
王对我所说的话.”

教会的光景 (羞辱)

神的能力 (恩手)



(B’) 百姓奋勇作工 (vv. 17-18)

夜间: 神的旨意隐藏 (vv. 11-16)

白日: 神的旨意显明 (vv. 17-18a)

教会的光景 (羞辱) “遭难” (evil/bad)

神的能力 (恩手) “good hand”

百姓的回应 (v. 18b) “他们就说: 我们起来建
造罢! 於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good work).”

Unity 合一

Diligence 勤奋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全民皆祭司



神的恩手/圣灵动工 (二章)

改变王心 (vv. 1-10)

改变神百姓的心 (vv. 11-20)

改变我的心? --- “神啊; 改变我的心!”

“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
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 你们不要
歇息， 7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
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耶和华啊, 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神的恩手/圣灵动工 (二章)

改变王心 (vv. 1-10)

改变神百姓的心 (vv. 11-20)

Unity 合一

Diligence 勤奋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全民皆祭司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過程?:

A smooth ride 一帆风顺?

Happily ever after白头谐老?

撒旦的抵挡 (vv. 10, 19)! 



神的恩手/圣灵动工(二章)

改变王心 (vv. 1-10): 支持重建

(C) 抵挡 (v. 10): “和伦人参巴拉, 并为奴的
亚扪人多比雅, 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
好处 [“good”], 就甚恼怒 [“evil”].”

为教会求好处

 “就甚恼怒”: 撒旦的忿怒 [cf. 启 12]



神的恩手/圣灵动工(二章)

改变王心 (vv. 1-10): 支持重建

(C) 抵挡 (v. 10): 撒旦的忿怒 [cf. 启 12]

改变神百姓的心 (vv. 11-20): 开始重建

(C’) 抵挡 (v. 19): “但和伦人参巴拉, 并为
奴的亚扪人多比雅和亚拉伯人基善听
见就嗤笑我们, 藐视我们, 说: 你们做甚
麽呢? 要背叛王麽?”

撒旦的攻击: 两位 三位 [敌人包围]

恼怒不安 唇枪舌剑

1-7章



神的恩手/圣灵动工: CBCOC 的重建
抵挡 (vv. 10, 19): 撒旦的忿怒/撒旦的攻击
V. 20 “我回答他们说: 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
通. 我们作他仆人的, 要起来建造; 你们却在
耶路撒冷无分, 无权, 无纪念.”

被鼓励: 要起来建造 [作他的众仆人]
“天上的神”: 必使我们亨通!     ---- GOOD ----
马太 16:18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马太 28:20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被警告: “无分, 无权, 无纪念!” [在救恩门外]
抵挡上帝的重建工程: 撒旦的差亿! -- EVIL ---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谁在主一边 “good”?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01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誰順從主耶穌”



#301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1/4

誰順從主耶穌? 誰尊主為王?

誰與主同勞苦? 領人出死亡?

誰願意離世俗? 誰與惡抗拒?

誰順從主耶穌?  誰肯為主去?

蒙救主呼召我,  因主恩無比

我願順從耶穌, 主啊我屬你



#301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2/4

並非要得榮耀 , 並非要冠冕

我才入主軍中, 願奉主差遣

乃因主所贖者, 皆為主所愛

凡被主所召者,  必順其元帥

主慈愛激勵我,  因主恩無比

我願順從耶穌 , 主啊我屬你



#301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3/4

主耶穌救贖我, 並非用金銀

乃是用祂寶血, 贖我作主民

主既將我釋放, 使我心受感

來到恩主面前 , 恩賜就充滿

主受死我得生 , 因主恩無比

我願順從耶穌 , 主啊我屬你



#301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4/4

戰爭雖然兇猛，仇敵雖頑強，

基督親為元帥，無人能抵擋；

救主旗下列隊，信徒志氣昂,

因主永不失信，我們必勝利!

快樂投效作戰，因主恩無比; 

我已屬於救主，我在主陣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