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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讀經



Nehemiah 尼希米記

3:1-32

(pp. 724-726)



1 那時，大祭司以利亞實和他的弟兄眾祭
司起來建立羊門，分別為聖，安立門扇，
又築城牆到哈米亞樓，直到哈楠業樓，分
別為聖。 2 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
音利的兒子撒刻建造。3 哈西拿的子孫建
立魚門，架橫梁，安門扇和閂、鎖。 4 其
次是哈哥斯的孫子、烏利亞的兒子米利末
修造。其次是米示薩別的孫子、比利迦的
兒子米書蘭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兒子撒督
修造。 5 其次是提哥亞人修造，但是他們
的貴胄不用肩擔他們主的工作。



6 巴西亞的兒子耶何耶大與比所玳的兒子
米書蘭修造古門，架橫梁，安門扇和閂、
鎖。 7 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崙人雅頓
與基遍人，並屬河西總督所管的米斯巴人
修造。 8 其次是銀匠哈海雅的兒子烏薛修
造。其次是做香的哈拿尼雅修造，這些人
修堅耶路撒冷，直到寬牆。 9 其次是管理
耶路撒冷一半，戶珥的兒子利法雅修造。
10 其次是哈路抹的兒子耶大雅對著自己的
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兒子哈突修造
。 11 哈琳的兒子瑪基雅和巴哈摩押的兒子
哈述修造一段，並修造爐樓。



12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羅黑的
兒子沙龍和他的女兒們修造。13 哈嫩和撒
挪亞的居民修造谷門，立門，安門扇和閂
、鎖，又建築城牆一千肘，直到糞廠門。
14 管理伯哈基琳，利甲的兒子瑪基雅修造
糞廠門，立門，安門扇和閂、鎖。15 管理
米斯巴，各荷西的兒子沙崙修造泉門，立
門，蓋門頂，安門扇和閂、鎖，又修造靠
近王園西羅亞池的牆垣，直到那從大衛城
下來的臺階。 16 其次是管理伯夙一半，押
卜的兒子尼希米修造，直到大衛墳地的對
面，又到挖成的池子並勇士的房屋。



17 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兒子利宏修造。其
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沙比雅為他所管
的本境修造。 18 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
基伊拉那一半，希拿達的兒子巴瓦伊修造
。 19 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書亞的兒子以
謝修造一段，對著武庫的上坡城牆轉彎之
處。 20 其次是薩拜的兒子巴錄竭力修造一
段，從城牆轉彎直到大祭司以利亞實的府
門。 21 其次是哈哥斯的孫子、烏利亞的兒
子米利末修造一段，從以利亞實的府門直
到以利亞實府的盡頭。 22 其次是住平原的
祭司修造。



23 其次是便雅憫與哈述對著自己的房屋修
造。其次是亞難尼的孫子、瑪西雅的兒子
亞撒利雅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 24 其次
是希拿達的兒子賓內修造一段，從亞撒利
雅的房屋直到城牆轉彎，又到城角。 25 烏
賽的兒子巴拉修造對著城牆的轉彎和王上
宮凸出來的城樓，靠近護衛院的那一段。
其次是巴錄的兒子毗大雅修造。 26 （尼提
寧住在俄斐勒，直到朝東水門的對面和凸
出來的城樓。） 27 其次是提哥亞人又修一
段，對著那凸出來的大樓，直到俄斐勒的
牆。



28 從馬門往上，眾祭司各對自己的房屋修
造。 29 其次是音麥的兒子撒督對著自己的
房屋修造。其次是守東門示迦尼的兒子示
瑪雅修造。 30 其次是示利米雅的兒子哈拿
尼雅和薩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
是比利迦的兒子米書蘭對著自己的房屋修
造。 31 其次是銀匠瑪基雅修造到尼提寧和
商人的房屋，對著哈米弗甲門，直到城的
角樓。 32 銀匠與商人在城的角樓和羊門中
間修造。





SERMON

信息

2/23/14



“修造與防禦 Repair and Defend”

(Nehemiah 尼希米記 3:1-4:23)

鄧牧師



城墙 (Walls)

当拆之墙

 柏林围墙: “Tear down this wall!” (1987)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 , 拆
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当建之墙

 箴言 25:28 “人不制伏自己的心, 好像毁
坏的城邑没有墙垣.” (lack self-control)

 Fire wall, 免疫系统

 “来吧, 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
再受凌辱.” (2:17)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尼希米记 3-7)

 2:18, 20 “ ‘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奋勇
做这善工. . . .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 我们
做他仆人的, 要起来建造.”

 3:1 “那时, 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
司起来建立羊门. . . .”

与我/CBCOC何关?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 永生神的城邑, 就是
天上的耶路撒冷. . . .”

 “重建 (地上的)耶路撒冷城墙, 不再受凌辱.”

CBCOC “更新变化”: 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起来建造 (“修造” 34 次) 耶路撒冷城墙 (尼 3)
羊门 (vv. 1, 32)

鱼门 (v. 3)
哈米弗甲门 (v. 31)

古门 (v. 6)
东门 (v. 29)

马门 (v. 28)
谷门 (v. 13)

水门 (v. 26)
泉门 (v. 15)

粪厂门 (v. 14)

“Repair修造”
Make it strong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尼希米记 3-4)

起来建造: 一個聖召 (3 章)

 彼此合一

起来防禦: 一場聖戰 (4 章)

 坚忍到底

CBCOC “更新变化”: 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叫我
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那里, 可以听见你们
的景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 站立得稳, 为
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是证明他们沉沦, 你们得救, 都是出于神.”



起来建造: 一個聖召 (3 章)

组织, 计划, 汗流浃背 (George (s)): 圣灵充满

 不只是医病, 赶鬼, 异梦, 异象 (弗 5-6)

圣灵充满: 彼此合一 (3:1-32)

圣灵充满的教会:

 合一相爱 --月会, 同工会, 小组, . . .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就
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
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 一信, 一洗, 一神, . . .”



圣灵充满, 起来建造: 彼此合一 (3:1-32)

全民动员, 恩赐配搭 (vv. 1-32)

 众祭司 (v. 1), 利未人 (v. 17), 尼提宁 (v. 26)

 全职工人

 银匠, 做香的 (v. 8), 商人 (v. 32), “管理 . . ”

 代职工人

 提哥亚人 (v. 5), 基遍人 , 米斯巴人 (v. 7), . .

 台湾, 香港, 大陆, 东南亚, 美国, 澳洲, . . .

 女儿们 (v. 12): “妇女事奉的角色?!”

敬虔领袖, 以身作则 (v. 1)

 (負面) 自高自大, 袖手旁观 (v. 5)



圣灵充满, 起来建造: 彼此合一 (3:1-32)

全民动员, 恩赐配搭 (vv. 1-32)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 . .”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
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
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
美德.”

 大布道家: Tong, Sung, Graham, Moody, . . .

 小信徒: Edward Kimball (Moody)

 一对一门训

 20%动员?



全民动员, 恩赐配搭 (vv. 1-32): 分段进行

 有条不紊, 彼此配合: CBCOC 事奉结构

 “万物的结局近了, , ,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
赐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若
有讲道 (Word) 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
有服侍 (Deed)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
服侍, 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 . 圣灵显在
各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 . . 身子原不是一
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 . 身上肢体人以为
软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CBCOC “更新变化”: 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全民动员, 恩赐配搭 (vv. 1-32)

敬虔领袖, 以身作则 (v. 1) “那时，大祭司以
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
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
楼，直到哈楠业楼，分别为圣.”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
意照管他们,  . . .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到了牧
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
冠冕.”



敬虔领袖, 以身作则 (v. 1): “效法我, 像我 . .”

牧师, 长执, 传道, 实习, 团长, 小组同工, . . .

提摩太前书 4:12-16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
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13你要以宣读、劝
勉、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 14你不要轻
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
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15这些事你要
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
的长进来。 16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
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CBCOC “更新变化”: 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全民动员, 恩赐配搭 (vv. 1-32)

敬虔领袖, 以身作则 (v. 1)

自高自大, 袖手旁观 (v. 5) “其次是提哥亚人
修造, 但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

 尼希米: New sheriff in town!

 “. . .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
地里. 请看, 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
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Matt 25)

 “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 . . 请你们来赴席
.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 一个到自己田里去，
一个做买卖去, . . .” (Matt 22)



起来建造: 一個聖召 (3 章)

CBCOC “更新变化”: 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组织计划, 汗流浃背, 灰头土脸, 吃力不讨好!

值得吗?

主的纪念: Hall of fame 圣经名人录 (尼 3 章)

 马太福音 10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
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马可福音 14 “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 她
是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预先浇在 . . .告诉
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 以为纪念.”



起来建造: 一個聖召 (3 章)

CBCOC “更新变化”: 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组织计划, 汗流浃背, 灰头土脸, 吃力不讨好!

值得吗?

主的纪念: Hall of fame 圣经名人录 (尼 3 章)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 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工和
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 就是先前伺候圣徒, 
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
的殷勤,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务要坚固, 不
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因为知道, 你们
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起来建造: 一個聖召 (3 章)

主的纪念: Hall of fame 圣经名人录 (尼 3 章)

羊门 (3:1, 32): 主纪念浪子, 迷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 . 我
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
得草吃.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的
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得救, 丰盛的生命?



羊门 (3:1, 32): 主纪念浪子, 迷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 . 我
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
得草吃.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的
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得救, 丰盛的生命?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主乃活石
,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选, 所宝
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
成为灵宫,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
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城外的死石 城内的活石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45

“I Will Serve Thee"

“我願事奉你”



#345 I Will Serve Thee  1/5

I will serve Thee because I love Thee,

You have given life to me;

I was nothing before You found me,

You have given life to me.

我願愛你, 全心事奉你; 你已將生命賜我

我無所有, 你將我尋回; 將生命白白賜我



#301 I Will Serve Thee 2/5

Heartaches, broken pieces,

Ruined lives are why You died on Calvary;

Your touch was what I longed for,

You have given life to me.

憂傷, 破碎心靈; 使你為我在各各他受死

慈愛, 滿足我需求; 又將生命賜給我



#301  I Will Serve Thee 3/5

我願愛你, 全心事奉你; 你已將生命賜我

我無所有, 你將我尋回; 將生命白白賜我

I will serve Thee because I love Thee,

You have given life to me;

I was nothing before You found me,

You have given life to me.



#301 I Will Serve Thee 4/5

憂傷, 破碎心靈; 使你為我在各各他受死

慈愛, 滿足我需求; 又將生命賜給我

Heartaches, broken pieces,

Ruined lives are why You died on Calvary;

Your touch was what I longed for,

You have given life to me.



#301 I Will Serve Thee 5/5

我願愛你, 全心事奉你; 你已將生命賜我

我無所有, 你將我尋回; 將生命白白賜我

憂傷, 破碎心靈; 使你為我在各各他受死

慈愛, 滿足我需求; 又將生命賜給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