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 3/29 Sat, 2pm Memorial Service

• 4/18 Fri 受難節

• 4/20 Sun 復活節 (浸禮入會)

• 3/23, 3/30, 4/6, 4/13 會員班

• 4/27 Sun 40th 周年聯合崇拜, 餐會

• 6/20-22 (Fri-Sun) 国语堂退修會

• 主題: “心意更新; 重建教会” (羅 12:1-2)



SCRIPTURE

讀經



Nehemiah 尼希米記

5:1-19

(p. 726)



1 百姓和他們的妻大大呼號，埋怨他們
的弟兄猶大人。 2 有的說：「我們和兒
女人口眾多，要去得糧食度命。」 3 有
的說：「我們典了田地、葡萄園、房屋
，要得糧食充飢。」 4 有的說：「我們
已經指著田地、葡萄園借了錢，給王納
稅。 5 我們的身體與我們弟兄的身體一
樣，我們的兒女與他們的兒女一般，現
在我們將要使兒女做人的僕婢，我們的
女兒已有為婢的。我們並無力拯救，因
為我們的田地, 葡萄園已經歸了別人。」



6 我聽見他們呼號說這些話，便甚發怒。
7 我心裡籌劃，就斥責貴胄和官長說：「
你們各人向弟兄取利！」於是我招聚大會
攻擊他們。 8 我對他們說：「我們盡力贖
回我們弟兄，就是賣於外邦的猶大人，你
們還要賣弟兄，使我們贖回來嗎？」他們
就靜默不語，無話可答。 9 我又說：「你
們所行的不善。你們行事不當敬畏我們的
神嗎？不然，難免我們的仇敵外邦人毀謗
我們。10 我和我的弟兄與僕人也將銀錢,
糧食借給百姓, 我們大家都當免去利息。



11 「如今，我勸你們將他們的田地、葡
萄園、橄欖園、房屋，並向他們所取的
銀錢、糧食、新酒和油百分之一的利息
都歸還他們。」 12 眾人說：「我們必歸
還，不再向他們索要，必照你的話行。
」我就召了祭司來，叫眾人起誓，必照
著所應許的而行。 13 我也抖著胸前的衣
襟，說：「凡不成就這應許的，願神照
樣抖他離開家產和他勞碌得來的，直到
抖空了。」會眾都說：「阿們！」又讚
美耶和華。百姓就照著所應許的去行。



14 自從我奉派做猶大地的省長，就是從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
二年之久，我與我弟兄都沒有吃省長的
俸祿。 15 在我以前的省長加重百姓的擔
子，每日索要糧食和酒並銀子四十舍客
勒，就是他們的僕人也轄制百姓，但我
因敬畏神不這樣行。 16 並且我恆心修造
城牆，並沒有置買田地，我的僕人也都
聚集在那裡做工。



17 除了從四圍外邦中來的猶大人以外，
有猶大平民和官長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
吃飯。 18 每日預備一隻公牛、六隻肥羊
，又預備些飛禽；每十日一次，多預備
各樣的酒。雖然如此，我並不要省長的
俸祿，因為百姓服役甚重。

19 我的神啊，求你記念我為這百姓所行
的一切事，施恩於我。





SERMON

信息

3/16/14



“Filthy Rich 发横财”

(Nehemiah 尼希米記 5:1-19)

邓牧師



 高中老师/因伤退伍军人的义愤填鹰:

两位富贵妇人: “I hope this war doesn’t end 
soon. We’ve never had it so good! 盼望二次
大占不要太早结束; 因我们生意兴旺!”

 天灾人祸: 趁火打劫; 抬高物价; 无理要求.

 “几家欢乐几家愁 !”

 “Crimea Invasion” (苏联老大哥)

 耶路撒冷百姓: “发横财!”

 饥荒, 苛税, 外敌, 重建

 “富者更富; 穷者更穷”

省长尼希米: 危机处理



耶路撒冷穷困夫妻大大呼号 (v. 1): “有的说”

 v. 2 “我们人口众多, 要去得粮食度命.” 

 v. 3 “我们典了田地, . . 房屋, 要得粮食充饥.”

 vv.4-5 “我们 . . 借了钱, 给王纳税. . . 现在我
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 我们的女儿已有
为婢的. 我们并无力拯救, 因为我们的田地, 
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重建, 饥荒, 苛税, 抵押, 高利贷: 

 小康 佃户 奴仆 “无产阶级”

 v. 1“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有钱人]

林前 6 你們倒是所欺壓, 所虧負的就是弟兄!!!



 v. 1“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林前 6 你們倒是所欺壓, 所虧負的就是弟兄!!!

1) 违背诫命; 不敬畏神.

利 25:35-38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 
手中缺乏, 你就要帮补他, 使他与你同住, 像
外人和寄居的一样. 36 不可向他取利, 也不
可向他多要, 只要敬畏你的神, 使你的弟兄
与你同住。 37 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
；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 38 我是耶
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
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



 v. 1“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林前 6 你們倒是所欺壓, 所虧負的就是弟兄!!!

1) 违背诫命; 不敬畏神.

利 25:39-43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 
将自己卖给你, 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 
40 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 要
服侍你直到禧年. 41 到了禧年, 他和他儿女
要离开你, 一同出去归回本家, 到他祖宗的
地业那里去， 42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
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 43 不
可严严地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



 v. 1“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林前 6 你們倒是所欺壓, 所虧負的就是弟兄!!!

1) 违背诫命; 不敬畏神.

2) 不爱弟兄; 贪爱钱财.

约翰一书 3:16-18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
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17 凡
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
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18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
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v. 1“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林前 6 你們倒是所欺壓, 所虧負的就是弟兄!!!

1) 违背诫命; 不敬畏神.

2) 不爱弟兄; 贪爱钱财.

提摩太前书 6:9-10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
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
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10 贪财是
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
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弥迦书 6:8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v. 1“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林前 6 你們倒是所欺壓, 所虧負的就是弟兄!!!

1) 违背诫命; 不敬畏神.

2) 不爱弟兄; 贪爱钱财.

弥迦书 6:8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重建城墙 重建百姓

重建教堂 重建教会

反省: Is CBCOC better?!

路加 13 “不是!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尼希米的处理: 愛心的管教 (vv. 6-13)

 公义忿怒: v. 6 “我听见呼号 . . 便甚发怒”

 冷静勇气: v. 7 “我 . . 筹划. . 斥责贵胄, 官长”

 公开管教: v. 7 “招聚大会攻击他们.”

 确实罪状: vv. 7-8 “向弟兄取利; 你们卖弟兄”

 神学反思: v. 9 “所行的不善 . 不当敬畏神吗? 
. .难免我们的仇敌. . 毁谤我们!”

 悔改行动: vv. 10-11 “免去利息. . . 将他们的
田地, 葡萄园, 橄榄园, 房屋, 并向他们所取
的银钱 . . 和油百分之一利息都归还他们.”

耶稣洁净圣殿 (路加 19:45-48)



尼希米的处理: 愛心的管教 (vv. 6-13)

希伯来书 12 “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
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7 你们所忍受的, 是神
管教你们, 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焉有儿子不
被父亲管教的呢? 8 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 不是儿子了. . . 
凡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
是义. 12 所以, 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挺起来. . . .”

耶稣洁净圣殿 (路加 19:45-48): “杀耶稣!”

尼希米的管教: “杀尼希米?”



愛心的管教: 贵胄官长的回应 (vv. 6-13)

v. 8 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

vv. 12-13 “众人说: ‘我们必归还, 不再向他们
索要, 必照你的话行.’ . . 我也抖着胸前的衣
襟, 说: ‘凡不成就这应许的, 愿神照样抖他离
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 直到抖空了.’ 会众
都说: ‘阿门!’ 又赞美耶和华. 百姓就照着所
应许的去行.”

教會大復興!!!

 约翰福音 16:8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愛心的管教: 贵胄官长的回应 (vv. 6-13)

v. 8 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

vv. 12-13 “众人说: ‘我们必归还, 不再向他们
索要, 必照你的话行.’ . . 会众都说: ‘阿门!’ 又
赞美耶和华. 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

约翰 16:8 “为罪,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哥林多后书 7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
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
的忧愁是叫人死。 11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
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
、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
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贵胄官长的罪行 (vv. 1-5)

尼希米的义行 (vv. 14-18)

牺牲舍己: vv. 14, 17-18 “做犹大地的省长, 共
十二年之久, 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
禄. . . 有犹大 . . 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饭. . 
.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 因为百姓服役甚重”

秉公行义: v. 15 “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
担子, . . 辖制百姓, 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

神家为念: v. 16 “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 并没有
置买田地, 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

遵循两大诫命: 全心爱神, 爱人如己



尼希米的义行 (vv. 14-18)

牺牲舍己, 秉公行义, 神家为念

耶稣的义行

哥林多后书 8:9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恩典: 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
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马可 10:45 “你们知道, 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
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 . 你们中
间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
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
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尼希米的祷告 (v. 19): “我的神啊, 求你记念
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 施恩于我.”

 上帝的垂听: 重建城墙, 重建百姓

 耶稣的十架祷告: “成了!  . . . 父啊, 赦免他们
, . .父啊, . .我的灵魂. . ”

 上帝的垂听: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
天至大者的右边.”

 十架犯人(贵胄官长)的祷告: “耶稣啊, 你得
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记念我!”

 耶稣的垂听: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
我在乐园里了!”



 尼希米的祷告 (v. 19): “我的神啊, 求你记念
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 施恩于我.”

事奉的祷告 & 上帝的垂听:

 希伯来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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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可福音 9-10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
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
赏赐. . .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撇
下房屋或是弟兄, 姐妹, 父母, 儿女, 田地, 没
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 . . 并且要受逼迫; 在
来世必得永生.”



 尼希米的祷告 (v. 19): “我的神啊, 求你记念
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 施恩于我.”

事奉的祷告 & 上帝的垂听:

 哥林多前书 15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
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56 死的毒
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57 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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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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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