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國語堂青年傳道
•錫安團契退修會
•本教會宣教士
• 4/12 Sat, 10am 梁牧師夫妇交谊

• 4/13, Sun, 9:15am 梁牧師證道

1:30pm Q/A

• 4/18 Fri 受難節

• 4/20 Sun 復活節 1:30pm (浸禮/入會)

• 4/27 Sun 40th周年聯合崇拜, 餐會



SCRIPTURE

讀經



Nehemiah 尼希米記

8:1-18

(pp. 733-735)



1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裡, 那
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前的寬闊處，
請文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色列
人的律法書帶來. 2 七月初一日, 祭司以斯
拉將律法書帶到聽了能明白的男女會眾面
前, 3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從清早到晌午,在
眾男女一切聽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讀這律法
書，眾民側耳而聽. 4 文士以斯拉站在為
這事特備的木臺上, 瑪他提雅, 示瑪, 亞奈
雅, 烏利亞, 希勒家和瑪西雅站在他的右邊
, 毗大雅, 米沙利, 瑪基雅, 哈順, 哈拔大拿,
撒迦利亞和米書蘭站在他的左邊.



5 以斯拉站在眾民以上，在眾民眼前展
開這書。他一展開，眾民就都站起來。
6 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的神，眾民都
舉手應聲說「阿們！阿們！」，就低頭
，面伏於地，敬拜耶和華。 7 耶書亞、
巴尼、示利比、雅憫、亞谷、沙比太、
荷第雅、瑪西雅、基利他、亞撒利雅、
約撒拔、哈難、毗萊雅和利未人使百姓
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8
他們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書，講明意
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9 省長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並
教訓百姓的利未人對眾民說：「今日是耶
和華你們神的聖日，不要悲哀哭泣。」這
是因為眾民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
10 又對他們說：「你們去吃肥美的，喝
甘甜的，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因為今
日是我們主的聖日。你們不要憂愁，因靠
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11
於是利未人使眾民靜默，說：「今日是聖
日，不要作聲，也不要憂愁。」 12 眾民
都去吃喝，也分給人，大大快樂，因為他
們明白所教訓他們的話。



13 次日，眾民的族長、祭司和利未人都
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裡，要留心聽律法
上的話。 14 他們見律法上寫著，耶和華
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節住棚，
15 並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傳報告說：
「你們當上山，將橄欖樹、野橄欖樹、
番石榴樹、棕樹和各樣茂密樹的枝子取
來，照著所寫的搭棚。」 16 於是百姓出
去，取了樹枝來，各人在自己的房頂上
，或院內，或神殿的院內，或水門的寬
闊處，或以法蓮門的寬闊處搭棚。



17 從擄到之地歸回的全會眾就搭棚，住
在棚裡。從嫩的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到
這日，以色列人沒有這樣行。於是眾人
大大喜樂。 18 從頭一天直到末一天，以
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書。眾人守節七日
，第八日照例有嚴肅會。





SERMON

信息

4/6/14



“聖城, 新耶路撒冷 ” (II)

(尼希米記 7:1-12:43)

邓牧師



你快乐吗?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美国梦; 中国梦

 追求快乐: 短暂,  不满足

 新车, 新房, 新工作, . . .
 “得不到, 有 . . .空虚; 得到了,有 . . .空虚!”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尼 8:10 

 喜乐:满足, 长久, 常青

 诗 16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约 16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
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
以满足.



CBCOC: “新的40 年: 新的轉變 --更新 (重建)”

尼 8:10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本教会: 喜乐的教会;  一群喜乐的基督徒

耶路撒冷 “教会” (旧约): 70年后的重建

诗篇 126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
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 
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
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
事, 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啊, 求你使我们被掳
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流泪撒种的
,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
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重建本教会: 喜乐的教会;  一群喜乐的基督徒

流泪撒种?

以斯拉記 & 尼希米記:

耶路撒冷 “教会” (旧约): 70年后的重建

死灰复燃; 死里复活; 流泪到欢呼:

A Miracle!

CBCOC本教会 (新约): 40年后的重建

神的喜乐, 能力的教会: 

A piece of Cake !

尼 1-6 重建城墙

尼 7-13 重建百姓 (Climax 高潮!)



尼 7-13 重建百姓 (Climax 高潮!)

CBCOC 本教会 (新约): 40年后的重建

流泪撒种?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尼 7):

 重建圣殿 (拉 1), 城墙 (尼 2; 6)

 耶路撒冷城市:人煙稀少 人丁興旺

 V. 5 “我的神感动我心, . . .”

 神的感动 + 神的恩手

 “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我们需要全民的动员 (尼 8): 

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 (尼 8): 



本教会 (新约): 40年后的重建 --流泪撒种?

上帝的帮助 (尼 7): 恒切祷告

我们需要全民的动员 (尼 8): 445 B.C.

 6/25 (尼 6:15): “以禄月 . . 修完” 重建城墙

 7/1 (尼 8:1-2):重建百姓 (五天后)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 那时他
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请文士
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书带来. 2七月初一日, 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
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谁带头,谁主动: 以斯拉? 尼希米?



7/1 (尼 8:1-2):重建百姓 (五天后)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 那时他
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请文士
以斯拉 . . . 2七月初一日, 祭司以斯拉将律法
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 女, 会众面前.”

谁带头,谁主动: 以斯拉? 尼希米?

以色列全会众: “男, 女, 听了能明白的 (孩子)”

全民的动员 (武侠小说):

8:4 “特备的木台上”: 13 “金刚” (长执)

8:7 “利未人 . . .”: 13 “罗汉” (小组长, 老师)

8:9 “省长尼希米 [带职]. . .文士以斯拉 [全职]”



重建百姓(尼 8):全民的动员

8:4 “特备的木台上”: 13 “金刚” (长执)

8:7 “利未人 . . .”: 13 “罗汉” (小组长, 老师)

8:9 “省长尼希米 [带职]. . .文士以斯拉 [全职]”

全会众的参与; 无袖手旁观者

8:12 “众民吃喝, 也分给人, 大快乐” [Banquet]

8:13 “众民的族长, 祭司和利未人” [同工预查]

全教会顺服 “神的律法书” (v. 18)

8:16 “于是百姓出去, 取了树枝来”

8:17 “从掳到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

8:18 “众人守节七日, . . .”



重建旧约百姓 (尼 8)/新约教会 :全民的动员

以弗所书 4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
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12为要成全 [prepare]
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13直等到
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14使
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
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 就随从
各样的异端, 15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
进, 连于元首基督. 16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
式,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重建旧约百姓 (尼 8)/新约教会 : 全民的动员

如何建造? –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The Truth)

(The Truth)上帝的话语 (尼 8): 更新教会的基础

“律法书/律法” (vv. 1,2,3,  7,8,9,  13,14,18)

渴慕神的话: v. 3 “从清早到晌午,”

倾听神的话: v. 3 “众民侧耳而听.”

敬畏神的话: v. 5 “. . 展开, 众民就都站起来.”

明白神的话: v. 8 “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 . .”

应用神的话: vv. 9-12 “不要哭泣, 要喜乐.”

宣讲神的话: v. 15 “宣传报告 . . 照着所写的.”

顺服神的话: vv. 17-18 “会众搭棚, 守节七日.”



上帝的话语 (尼 8): 更新教会的基础

“律法书/律法” (vv. 1,2,3,  7,8,9,  13,14,18)

渴慕, 倾听, 敬畏神的话

 读书会 (30-40)

 主日学 (90%)

 崇拜听道 (打盹儿的不多!)

 中国家庭教会: 老姊妹

 韩国教会: Daniel 父亲信主

 十八世纪大复兴: George Whitefield



渴慕, 倾听, 敬畏神的话
十八世纪大复兴: George Whitefield

 Farmer Nathan Cole: Middletown, CT, 10am
 Drop my tool, ran home, wife, horse, . . 

Fearing I should be too late to hear him,
 As fast as the horse could bear, . . . I get 

down, I ran until out of breath, . . .
 A cloud/fog rising, . . made by the running of 

horses feet, 灰头土脸, 满头大汗, no man 
speak a word, three miles, everyone pressing 
forward in great haste,  . . 3000-4000 people

 Ferry boats: all seem to be struggling for life!



明白, 应用, 宣讲, 顺服神的话: 大大喜乐

 v. 15 “众民都去吃喝, 也分给人, 大大快乐，
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v. 17 “从掳到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 住
在棚里. 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 
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 于是众人大大喜乐.”

“这日: 住在棚里”: 2nd Exodus is fulfilled

明白, 經歷: 救恩之樂

诗 118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
要高兴欢喜.”

赛 12:3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救恩之樂 (2nd Exodus) : “大大喜乐” (尼 8-9)

约 7 节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
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38信我
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
江河来.” 罗 14 “神的国 : 圣灵中的喜乐.”

约 16 “你们现在忧愁, 但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
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受难 (流泪) 复活/升天/再来 (欢呼)

New Exodus is fulfilled: “大大大大 . . .喜乐”

重建教会: “仍得救恩之乐”

诗篇 85 “你不再将我们救活, 使你的百姓靠你
欢喜吗?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66

Come, we that love the Lord

往天行走

CCLI#243983
By: Robert Lowry



凡敬愛主的人, 到主前來歡樂
同心同聲, 頌揚主恩
同心同聲, 頌揚主恩

來環繞主寶座, 來環繞主寶座
今同心, 往聖山

美麗的, 美麗的錫安
大家_同心齊往錫_安
那美麗的錫安聖城



不認識神的人, 任祂默然無聲
但屬天父的兒女們
但屬天父的兒女們

總要稱頌主恩, 總要稱頌主恩
今同心, 往聖山

美麗的, 美麗的錫安
大家_同心齊往錫_安
那美麗的錫安聖城



眾信徒當歡欣, 將眼淚都擦凈
同走以馬內利路程
同走以馬內利路程

直到美麗天庭, 直到美麗天庭
今同心, 往聖山
美麗的, 美麗的錫安
大家_同心齊往錫_安
那美麗的錫安聖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