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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 尼希米記（上）耶路撒冷城牆的重建  12/16/18 

 

前言﹕ 

你或許會問在開始研讀一卷新書之前﹐為什麼不繼續撒迦利亞書未完的六章內容﹖原因是撒迦利

亞書最後六章預言式的信息所涉及的時間範圍，可能從希臘的統治一直到末日哈米吉多頓的大爭

戰與主耶穌的再來。同時在寫作的時間上也有可能與該書的前半段有所差距﹐所以從歷史事件發

生的時間背景來考量﹐介於撒迦利秉亞書一至八章與九至十四章之間的有關尼希米的故事﹐於此

時穿插進來應該是相當合理的。至於撒迦利亞書未完的預言部份將會在關於這段歷史的陳述結束

之後再繼續討論。 

A.  尼希米記的背景 

當尼希米於主前四百四十五年抵達耶路撒冷時﹐被擄的以色列餘民歸回該地已有九十年之久

了。還記得第一批隨同王室後裔所羅巴伯歸返的五萬人，他們開始著手重建聖殿，中間經

歷反對者的攔阻達十六年。然而在先知哈該及撒迦利亞的領導與鼓勵之下﹐他們又恢復了

建殿的工程。在此同時儘管反對者的攪擾不斷﹐但是憑著他們在神面前立下的心志與不住

的禱告﹐這群歸返的以色列百姓終於能夠在接下來的四年之內完成了重建聖殿的工作﹐之

後的六十年在耶路撒冷是一段平靜的時期﹐而在波斯境內﹐如以斯帖記所述﹐猶太人險遭

滅族命運的危機﹐很奇妙地經過神的介入而終於能夠化險為夷。在這一連串的事件之後﹐

以斯拉這位祭司兼史官﹐帶著第二批以色列百姓返回耶路撒冷。他發現儘管拜偶像的風俗

不復存在﹐但從祭司在上位的統治者一直到平民百姓﹐與鄰近地區外邦人通婚的情形郤是

極其普遍。除非此一情況得到改善﹐否則經由不斷增加的外邦人及其風俗習慣的攪擾﹐以

色列本身的定位必定會面對日漸模糊而終致被同化的命運﹐而神藉著以色列百姓要宣達於

普世的啟示也會隨之消失。以斯拉記最後幾章就記載了以斯拉對於這個問題的憂慮與洞見。

十二年後的現在﹐猶大和耶路撒冷地區的景況仍然令人灰心。雖然聖殿仍在﹐對神的敬拜

依舊﹐但真正的耶路撒冷城牆卻是在一片廢墟之中。當時回歸並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餘

民情緒低沈﹐他們雖然被神呼召要與四圍的外邦人有所分別﹐但他們的生活毫無喜樂﹐另

一方面﹐四圍的外邦人也不斷擾攪他們﹐更有甚者﹐連他們當中較富有的人也乘機以不合

理的借貸欺壓自己的同胞。此外﹐各種敬神的儀典與安息日的遵守也越來越商業化。以斯

拉身為祭司需要一位與他並肩同工的領袖來將百姓的日常﹐社交以及宗教生活歸正導向於

神的榮耀之中。因此﹐神呼召了尼希米﹐而尼希米記就是這樣一本描述神對尼希米的呼召，

以及尼希米在那個時代如何服事神與他百姓同胞的書。 

B.  尼希米記的大綱  

本書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城牆的重建(尼希米記1-6章) 

第二部分－百姓的重建(尼希米記7-13章) 

本課的重 點將放在第一部分。 

I. 尼希米自己的準備－尼希米記1-2章 

神在開始一件重要的事工之前﹐總是先在一個人的生命當中作預備的工作。因此尼希米記第一

章中所記載的﹐就是神如何呼召並預備尼希米出來服事祂的經過。當時(主前445年)尼希米是在

全世界最有權勢的君王所住的﹐位於書珊城內的宮殿之中。尼希米所擔任的酒政這個職位是當

時極受尊重且人人稱羨的官銜。根據史書記載，擔任這個職位的人在當時都是經過仔細挑選出

來的。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君王未飲之先品嚐各式醇酒，免得有人想藉酒毒害君王。酒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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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伴隨君王，因此其職位代表著與君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與對君王有無比的影響力。有一天

當尼希米陪伴亞達薛西王的時候，尼希米的兄弟哈拿尼和一群猶太百姓帶來一個十分擾人的消

息：居住在猶大境內被擄歸回的以色列餘民的不佳的近況。他們生活的情形很糟，耶路撒冷的

城牆是一片廢墟，斷垣殘瓦滿佈街頭，百姓其至不敢居住在城內，因為其間不甚安全，傾倒的

城牆，焚毀的城門讓環繞四圍，數目眾多的惡鄰有機可乘，使得居住城內的百姓隨時暴露在被

攻擊和掠奪的危險之中。在一片廢墟當中唯一聳立於城內的建築物就只剩下剛建成的聖殿。 

A. 禱告的準備－尼希米記１章 

當尼希米得知上述的消息後，他不禁憂心飲泣，想到自己目前生活的優裕，想到以色列和

耶路撒冷往昔神所賜下的榮耀，凡此種種，越發增添他心中的愁苦。因此，尼希米開始了

他個人前所未有的禱告－畫夜不停的禱告（尼希米記1:6），他的禱告與其他有真誠的禱告

一樣，包含了以下四個重點（尼希米記1:5-11）： 

第一，禱告是與神產生個別的接觸。 

第二，禱告應包括向神認罪。 

第三，禱告要重申神所賜下的應許。 

第四，禱告要帶出實際而具體的請求。 

首先，尼希米說到神是那位在諸天之上，全佑全能的神（尼希米記1:5），但祂同時也是一

位又真又活的神，祂願意像大人聆聽孩子呼求般地垂聽我們的禱告。其次，尼希米認識到

因為自己的罪，他不配得神的恩典和幫助，但他並不因此埋怨，自憐，怪罪別人。 尼希米

知道由於以色列百姓長期忽視神的存在，悖逆祂的教導，因此才導致今日他們被摒棄於神

的祝福之外（尼希米記1:6-7）。第三，尼希米在神面前謙卑懇求祂的恩典，祈求神成就祂

的應許，帶領以色列百姓重建應許之地，如果他們願意回轉。第四，尼希米的禱告十分具

體，他特別懇求神讓亞達薛西王允准他的要求，使他能幫助以色列百姓解決他們當時面臨

的問題（尼希米記1:11）。 
生活應用： 

1. 你的耳目和你的心為著自己迫切的需要（甚至是困難）向神真誠

地敞開嗎？或者你只是沈浸在瑣碎，次要的事上而不關心自己的

靈命，及自己在神面前真實的光景？你曾把握機會聆聽神所要你

了解，有關你的生命當中大大小小的廢墟的報告，進而認識到這

樣的景況必須徹底改變嗎？ 

2. 你曾如此關心自己屬靈生命，家庭生活，教會甚或社區活動中的

廢墟，以至於私下流淚嗎？你曾經禁食禱告，知道神必回應禱告，

並將以祂自己的形式挽回。重建你生命裡不合祂心意的廢墟嗎？ 

3. 你曾照著上面提到的重點禱告嗎？你曾先承認這位真神與你個

人的關係，然後向祂認罪，知道祂在聖經中的應許，並請求祂幫

助你解決自己生命中實際遭遇的問題嗎？ 

B.  亞達薛西王允准尼希米離開書珊城的準備－尼希米記2:5-8 

 尼希米這樣禱告了四個月卻似乎毫無動靜，或許尼希米不敢開口請求君王的允准，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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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的要求在當時是一項大罪。然而尼希米極度的憂愁卻無處隱藏，亞達薛西王發現他有所

 思，就趨前想要了解他面帶愁容的原因。經過一番禱告之後，尼希米勇氣十足地請求君王

允准他返回耶路撒冷，並提供他旅程上的一切需用，同時他也請求君王賜予他對付敵人的權

柄，有趣的是以斯拉先前拒絕了軍事上的保護，而尼希米則接受了它（比較以斯拉記8:22

和尼希 米記2:9）。在尋求神的帶領上，我們必須敞開心胸接受神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帶領，

同時避免在非關鍵的事情上批評他人從神所領受的指引。 

C.  尼希米抵達耶路撒冷時對全盤情勢先行了解的準備－尼希米記2:9-20 

1. 耶路撒冷城－尼希米記2:12-15 

尼希米在神的引導下並不急於行動，他先仔細地檢視了城牆受損的情形，指出需要重

修的部份。他不與人商議而先尋求神的旨意是何等有智慧的舉動（尼希米記2:12）。

在開始神的事工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神的呼召，而後靜下心來計算評估整體情

勢與所要花費的代價（路加福音14:28）。一旦我們著手動工之後，就要像尼希米一樣，

不要回頭，不要鬆手，直到我們能在神的面前向神說工作已經完成了(路加福音9:62) 

2. 幫助者－尼希米記2:16-18 

當尼希米確定神要他做的事情之後，他便召聚了一批百姓與他同工。一方面他讓他們

了解耶路撒冷所遭的困難與受損的程度（尼希米記2:17），另一方面他告訴他們神的

手已經參與重建的工作，君王以前對他請求的允准可以印證此點。而這百姓最後決心

奮勇作這善工，更進一步證明了在這整件事情當中有神的引導。 

3. 反對者－尼希米記2:9-10, 19-20 

就在尼希米剛抵達耶路撒冷的時候，他立即就遭遇了從四圍而來的外邦居民的強烈質

疑。羨慕和嫉妒無疑是他們敵對態度的主要成因。參巴拉是當時撒瑪利亞的省長，他

有一個手下名叫多比雅，他們兩人為著有人為以色列人求好甚為惱怒（尼希米記2:10）。

當這敵人得知尼希米的計劃後他們第一波的攻擊行動就是嗤笑和藐視尼希米的計劃以

及與他同工的神的僕人。這樣的舉動足以讓一些軟弱的以色列百姓放棄為神工作，尼

希米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卻絲毫不為所動。當尼希米面對這軟弱的百姓時，他不用自

己的話而是奉神的名提醒他們“神的僕人要起來建造，而你們卻要在耶路撒冷城重建

的事上無分，無權，無記念”（ 尼希米記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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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猶太人的表現－重建城牆－尼希米記3:1-32 

A. 各個不同的城門及每一個人的責任 

神的工作必須非常小心的計劃，每一個都有指定的工作，這讓我們想起羅馬書第十二章，

保羅說到那些將自己獻給神的人。“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

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羅馬書12:3）。每一個

人按照神所賜的恩賜在教會中每一個崗位上服事，不怠墯，要熱心的，勸奮的，以單純

的心來事奉神而不是討人的喜悅（羅馬書12:6-11）。當我們繼續往下看尼希米記第三章

時，我們看到不同小組的人從東北面靠近聖殿的羊門開始，以反時鐘的方向建築不同城

門與城門之間的城牆。有人說有八扇門，也有些人說有十二扇門。 

 

B. 如此努力築牆的重要性 

建城牆的重要性，就好像建殿一樣，這也提醒我們其中屬靈的意義。哥林多前書3:11-13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銀，

寶石，草木，禾楷，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

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在尼希米記第三章中記載了如此的實例，

以下的幾節經文提到一些人他們的工作成為永恒的記錄，例如尼希米記3:5“其次是提哥

亞人修造，但是他們的貴冑，不用肩擔他們主的工作”；尼希米記3:8“其次是銀匠哈海

雅的兒子烏薛修造，其次是作香的哈拿尼雅修造，這些人修堅耶路撒冷直到寬牆”； 尼

希米記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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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經文讓我們思想如何以屬靈的態度去服事神，重要字是“修造”與“建

造”，其中有四個人“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這是每一件事工所應該開始的地方），

大家同心合力的去完成使命，不論是百姓或是官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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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3:12）每個人都負起自己的責任去

重建罪在自己生命中所造成的破壞是一件榮耀神的事。在這重建中，你是扮演那一個角

色，負起那些責任呢？你是否與其他同工一起合作呢？你的工作態度如何呢？ 

 

III 克服反對的阻力－尼希米記4:1－6:4 

尼希米的工作（所有神的事工）受到很大的阻力，建築耶路撒冷城牆的工人不斷的受到敵人的攻

擊，這些敵人認為城牆不能被建起來，一旦建起來，這些神的子民就會安全的生活在神所賜給他

們的產業上。以色列人所面對的反對有四種，尼希米以神賜給他的智慧去應付每一項阻止神工作

的困難，每一種方法都充滿了屬靈的意義，對所有事奉神的人都提供很好的方向，方法，與心態。 

A. 以輕視與毀謗的態度來反對－尼希米記4:1-6 

1. 敵人的企圖－尼希米記4:1-3 

這些反對神的工作的人很生氣想要阻止他們的工作。首先他們嘲笑猶太人（尼希米記

4:!），他們稱猶太人為“軟弱的猶太人”，他們蔑視猶太人的工程說“從土堆裡拿

出火燒的石頭再立牆嗎？”又說“他們所修造的石牆，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跐倒”。這

也是屬靈的敵人所用的計倆，“如此軟弱不足的人，怎能去改變別人或改變狀況呢？”

“這短暫的改變是不會持久的，第二次遇到困難時，他們就會跌倒”，“如此背景的

小孩，你怎能使他成為基督徒呢？”“你無法造就如此無用的人。” 

2. 尼希米對付這些輕視他們的敵人的方法－尼希米記4:4-6 

第一，尼希米與跟隨他的人向神禱告，求神來對付這些輕視猶太人的敵人（尼希米記

4:4-5）（這是舊約中的態度）。我們也必須學習，求神親自對付那些蔑視我們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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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事工的人。但是相反的，在新約中，耶穌基督要我們為那些輕視我們的敵人向神

祈求，求神祝福他們（馬太福音5:44）。第二，當一個人一心要事奉神時，他已經對

這些輕視毀謗人的攻擊產生免疫的能力。 

3. 結果：“這樣，我們修造城牆”－ 尼希米記4:6 

 

B. 以公開的攻擊來反對－尼希米記4:7-23 

1. 敵人的企圖 

 第二個阻止神的僕人去完成神的工作是計劃公開的攻擊（尼希米記4:8），敵人用恐嚇

 並威脅要殺他們（尼希米記4:11）。這是令人懼怕的，因為猶太人知道自己是少數民 

 族 ，於是他們開始害怕，找理由不上工。猶太人說“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氣已經衰

敗 ，所以我們不能建造城牆”（尼希米記4:10），又說“我們的敵人且說，趁他們不

知 ，不見，我們進入他們中間，殺他們，使工作止住”（ 尼希米記4:11）。 

2. 克服的方法 

 尼希米以四種方法來對抗那阻擾神工作的敵人： 

a. 他們禱告－尼希米記4:9 

b. 他們用實際的方式來保護自己 

  每一個人都帶著刀工作（尼希米記4:13, 17），除此以外，他們一起合作， 

  一半的人工作，另一半的人防止敵人的攻擊（尼希米記4:16）。 

c. 他們放下懼怕 

  懼怕總是防止一個人工作，相反的，他們相信並且依靠神(尼希米記4:14, 20) 

d. 首領帶頭 

  他們立下榜樣，他們盡職到一個地步，穿著軍衣睡覺，如此的表現，才能激 

  勵屬下來跟隨他們。 

   3. 結果： 

  工作進行非常快速，他們在52天內完工（尼希米記6:15-16）。 

 

 

生活應用： 

如果你克服了別人對你的輕視，你就必須預備好去面對別人進一步的

攻擊你對神的服事，撒但要使你懼怕因堅持而承受的後果。你要得勝

的方式是與尼希米一樣，第一，“向神禱告”，第二，放下不是從神

來的懼怕（提摩太後書1:7），而以信靠神來取代，祂會保護你（尼

希米記4:20），第三，有實際的行動，隨時預期敵人的攻擊，不給他

們留地步（帖撒羅尼迦前書4:11-12；5:22；歌羅西書4:5），拿起你

的武器，戴上救恩的頭盔，用公義作護胸牌，穿上平安的福音的鞋子，

以神的道為寶劍，以信德為籐牌（以弗所書6:11-17），不要放棄一

直到神的工作完成了。當你持守如此的態度時，你就不會被克服，因

為神將會帶領你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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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內部不合的阻擾－尼希米記5:1-19 

1. 內部不合一的原因－尼希米記5:1-19 

如果外界的攻擊無法阻止神的工作，那麼內部的不合一就更危險，這一次造成不合一的

原因是由於食物的危機，整個耶路撒冷由於被擄歸回的猶太人，造成耕種之地減少，所

出產的食物不夠需求（尼希米記5:2）。除此之外，他們還要付稅給波斯王，那些富裕的

人不但沒有幫助那些窮苦的，反而控制物價想得更多的利益，那些本來就不夠的人被迫

抵壓房子，土地來代款（尼希米記5:3），那些有錢的甚至使貧窮人家的子女成為他們奴

隸，那些困苦的人毫無希望，很難鼓勵這些人去建城牆。 

 

2. 尼希米以兩種方法來解決這困難 

a. 首先自己先作榜樣 

過去的省長，按照他所應得的接受人民的供養，他們也拿省長的薪資（尼希米記

5:14-15），但是當尼希米看到人民的貧窮時，又看到奢侈的生活會阻擋神的工作，於

是他放棄他應得的工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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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

米記5:15）。不但如此，尼希米每天供養150位猶太人，因為這些人所處的困境（尼希

米記5:10; 17-18），尼希米也可以說“每一個人都這樣作，其他的省長也是一樣，這

是我應得的利益（工價）”，但是，以一個領袖的身份，他為了神的子民放棄了他的

權益，因此，當危機來臨時，他可以向達官貴族說“效法我”，就好像保羅在哥林多

前書4:16所說的。 

b. 其次，他鼓勵大家幫助別人甚至犧牲自己的權益－尼希米記5:8-9 

尼希米積極的鼓勵那些有錢的，放棄他們的利益去幫助窮困的人（請讀約翰一書

3:17-18），如此的犧牲是根據每一個家庭與神的關係（尼希米記5:8-9），尼希米就

是最有力的榜樣去影響那達官貴人，使他們也願意免除窮人的債。 

 

3. 結果： 

全部的猶太人再一次如同一人，恢復上工，並且一齊讚美神（尼希米記5:!3）。 

在早期哥林多的教會也有同樣不合一的現象,神藉著保羅告訴基督徒不要在“非信徒面

前”藉著法律去告另一位基督徒（哥林多前書6:6）“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而且告

在不信主的人面前”，“為什麼不損失自己的權益而去減少基督徒之間的摩擦與予盾

呢? ”多少失去合一的例子，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而阻擋了神的事工的進行，克服如

此的不合，其中一方必定要願意損失。 

D.  以狡猾的方式來反對－尼希米記6章 

1. 敵人最後的企圖 

其中有三個階段： 

a. 要求開會－尼希米記6:1-4 

城牆快要完工了（尼希米記6:1），因此，從表面看來好像很單純“只要暫時停工，讓

我們一起商量一下”，但是尼希米看出他們的計謀，這是他們阻擋事工進行的另一個

方法（尼希米記6:2）。 

尼希米以拒絕任何停止神的事工的要求來克服這種阻擾，他回答說“我們的工作正順

利的進行，為什麼要停下來去見你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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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們也面對如此看起來微小的阻擾，你是否放下主要的工作而去作次要的事情呢？

你是否妥協你最高的標準呢？克服如此的阻擾的方法就是“拒絕妥協”。 

b. 以污告使尼希米懼怕－尼希米記6:5-9 

尼希米以不顧自己的名譽，努力的完成神的工作，他的心思非常清楚，為什麼要浪費

時間去為自己辯解呢？他再一次以拒絕停止神的工作來克服污告的阻擾，同時，他也

禱告向神求能力。 

c. 危險的威脅－尼希米記6:10-14 

敵人威脅尼希米，如果他不停工，他的生命將有危險，敵人想用如此的方法來強迫尼

希米離開。 

2.  尼希米最後的勝利 

尼希米以拒絕討人的喜悅來完成主的事工（尼希米記6:13），這告訴我們，尼希米得到   

從神來的智慧，他能區分那些表面看起來合理的要求不是從神而來，如此區分的能力是   

必須要的（馬太福音16:23）。 

3.  最後的結果－城牆完工（尼希米記6:15） 

 

生活應用： 

你是否有用以上所提的方法，藉這完全的委身，禱告及充足的信心來完

成主的工作呢？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完成了父神的託付”，祂受到世人

的藐視，但不因此而動搖，祂完全預備好自己，當敵人來時，沒有留空

隙容他們有機會（約翰福音14:30），敵人要求祂從十字架上下來，祂拒

絕了，祂要完成救贖的大工作，所以不能下來，因此祂是我們的榜樣，

祂是我們的力量，祂給我們持守不變的鼓勵，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服事

不是徒勞無功的（哥林多前書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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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課  尼希米記 下      討論日期：12/23/18 

 

第一天及第二天：讀上一星期的講義 

1. 在I.A.的講義中，舉出引起你興趣並且給留下深刻印像的信息 

 

 

2.  a. 從尼希米的準備工作上，你學到什麼功課？ 

 

 

    b.從與反對神的工作的人敵對的方式上，你學到什麼功課？ 

 

 

 

第三及第四天：讀尼希米記7-10章 

3. a. 被指派去管理耶路撒冷的領導者必須具有什麼條件﹖ 

 

 

  b. 為什麼這些條件對一個事奉神的人是那麼重要﹖ 

 

 

4. 舉出五到六點有關在會眾中讀神的話的結果。 

 

 

 

 

 

 

 

5. a. 那一段經文記載到讀了神的話以立即帶來悔憾﹖ 

 

 

  b. 如何從我們所學的應用到我們每日的生活﹖ 

 

6.  a. 舉出至少五段經文，記載到在讀了神的話以後，雖然有短暫的悔憾，但不久卻帶給 

   我們無限的喜樂。 

 

 

 

    b. 你有沒有同樣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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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從尼希米記9:6-38舉出神對以色列人的解救及良善的經文。b.新約中神藉著耶穌基督來 

    解救我們並施恩我們的經文 

                   a                    |                      b 

        | 

       | 

       | 

       | 

       | 

| 

       | 

8. 在尼希米記9:6-38中，那幾段經文說到反對神的罪，也是我們今日的罪﹖ 

 

 

 

 

 

9. 根據尼希米記第十章，解釋十一奉獻的重要性及所帶來的祝福?(參閱尼10:32,37-39) 

 

 

 

第五天及第六天：讀尼希米記11-13章及以賽亞書58 

10. a. 分享守主日(七日的第一日)的態度及其重要性 

 

 

 

 

11. 根據尼希米記第十三章， 百姓如何違反安息日使尼希米傷心﹖ 

 

 

 

 

12. 從創世以來神就叫我們空出一天來親近祂並且休息。根據以賽亞書58及尼希米記13，你   

如何能持守主日，不被忙亂所轄制。因此你可以利用這一日敬拜祂及思念祂。(在這題上   

多花點時間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