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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记第一至七章

第一章

我們来研讀尼希米記。

尼希米在第一章第一节介绍了自己，又讲明了写此先知书的日期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

亚达薛西王是以斯帖王后的继子。因此，按年代次序来排的话，以斯帖记将位于以斯拉记

和尼希米记之间。

这里的亚达薛西王实际上是以斯帖的继子。尼希米记的时间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所以以

斯帖记应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间。现在的时间是亚达薛西王统治第二十年，地点是书

珊城的宫中

尼希米的弟兄哈拿尼去了耶路撒冷，從第七章可知，它实际上是尼希米的弟兄。他從耶路

撒冷回來時，尼希米問他聖城的光景如何。

尼希米出生在被擄之地。事實上，以色列人被擄後首次歸回大致是在九十年前。

即主前 536 年，古列王命令以色列人歸回重建聖殿。現在，是主前 445 年。因此，已是九

十年或九十一年之後，也就是以色列人首次被擄巴比倫一百六十年以後。

尼希米从未见过耶路撒冷，也未见过圣殿。可他心里卻认同聖城与聖殿。诗篇 137 篇是被

掳的诗篇。

诗篇开头讲到哪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把琴挂在柳树上，坐在河边哀哭。他们哀叹：（诗篇

1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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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阿，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記念你，…情願我的舌頭貼於

上膛。（诗篇 137：5－6）

神把耶路撒冷铭刻在每个犹太人的心理，就连那些从未见过圣城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心里

对耶路撒冷有着深切的爱，这爱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可说是情不自禁。神把对耶路

撒冷的爱和思念植根到他们心中。

當然，聖經又要求他們為耶路撒冷的平安代祷。並且，不論猶太人在世界上哪個地方，他

們守逾越節時都宣告：「今年在這里，明年将在耶路撒冷。」似乎去耶路撒冷是每個猶太

人的願望和夢想。

一天，我收到好友大衛阿熱爾的來信。你們很多人都知道，大衛曾和我們一起去过以色列

旅行。他原打算今年夏天來加州，但沒來成。因為他們在耶路撒冷買到了一塊地蓋房子。

他寫道在耶路撒冷擁有一塊土地的激动心情。他接着說：「這是神拣選的聖潔美麗之

城。」他整封信都在講耶路撒冷的迷人风采。這些都扎根在他們的心中，讓他們情不自

禁，因為是神把這些放在他們心裡。

耶路撒冷城有一種靈氣，有它特有的光环和吸引力。第一次看見它時，會有不能自抑的想

哭的感覺。這就是耶路撒冷，它给人一種感觉，一種屬神的特质。神说他的眼目永不離開

耶路撒冷。

尼希米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雖然他從未見過耶路撒冷，但他的心却與那個城市在一起。

尼希米问他的弟兄哈拿尼耶路撒冷及猶太人的光景，却得到非常糟的消息。那些被擄歸回

剩下的猶太人遭了大難，受到了敵人的凌辱；而且，耶路撒冷的城牆也被拆毀，城門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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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燒。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尼希米记 1：4）

这些消息让他非常难过。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听到耶路撒冷悲惨的状况，他哭泣，悲

哀，禁食祷告了几天。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总是来到神面前祷告。在学习尼希米记

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认识尼希米的祷告生活，不一定总是长长的祷告。

有事发生时，因为需要特别的智慧或引导，他就默祷一下。「神啊，引导我。」或「神

啊，给我力量！」或「神啊，请你现在帮助我！」他常常这样向神作简短的祷告。

在第一章，尼希米这样祷告：

「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阿，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尼希

米記 1：5）

在禱告中，他承認神的信實。「神啊，你向你的百姓守約。」他也承認耶路撒冷被毀，以

色列人被擄，是神在信守自己说过的話，是祂的公義的一部分。尼希米承認神警告過他

們，如果他們离弃神，神离弃他们。他们早已受到过警告。所以尼希米在禱告中承認神的

信实，他说：「神啊，你曾借著摩西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背離你，必会被從這地趕出。」

他承認神信守祂自己的話。但神还應許说，如果百姓歸向神，就會帶他們歸回這地。

所以他提醒神祂给百姓的應許，说：

「求你记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

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

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记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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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醒神祂的应许，然后求神赐福百姓，显大能帮助他们。

幾天後，他在亞達薛西王面前擺酒，因為他是王的酒政。現在时间在往前走，故事開始時

是十二月，現在我們到了四月。尼希米拿酒奉給王，却還在為以色列的光景憂愁，王問他

愁煩的原因。

第二章

「你素来没有愁容，这是怎么了？」尼希米说出了他的心事。事实上是王看出了他有心

事，所以问道：「显然你心中愁烦，发生了什么事？」尼希米答道：

「願王萬歲．」（尼希米記 2：3）

他告訴王同胞的苦境，就是那些被擄歸回的人的情況，還有他接到的消息以及他心裡對聖

城耶路撒冷的负擔。

我默祷天上的神，对王说：（尼希米记 2：4－5）

他對王說的時候，又在向神禱告。——「我默禱天上的神。對王說：『我想求王恩准我回

耶路撒冷一段時間，看我能做點什麼来幫助那兒的百姓。』王說：『好，你要去多長時

間？』」他定了回來的日期，王就賜給他詔書，让他回耶路撒冷並赐他權力管理那個地

區。他這一去就是十二年。王命令他回去重建耶路撒冷。

王下命差遣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這一天，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日子。但以理書第九章告

訴我們，神為以色列國定了七十個七。

從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到有受膏君的時候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或說 483 年。（但以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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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25）

下命令给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是主前 445 年三月十四日。这个日子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重

要的，因为可由此查明弥赛亚来临的日子。期间的时日是 483 年。

这里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圣经中預言说，從出命起 483 年後（巴比倫年是 360 天一

年），耶穌将在主後 32 年 4 月 6 日榮耀進入耶路撒冷城。

但以理說：「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但以理書 9:26）民被分散。但以理的預言

如此准確，耶穌就在那一天來了。他被剪除，他沒有得國而是被釘死了。猶太人最後也被

分散了。所以，這一天在歷史上非常重要。

「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希米记 2：8）

尼希米與一些軍長和馬兵一同回來。有兩個人多比雅和參巴拉對他們的到來非常不安。他

們一個是亞捫人，一個是摩押人。和倫人实际上來自摩押的和倫。他們很快开始仇恨尼希

米，因他為猶太人谋福利。換句話說，他們恨一切想要幫助猶太人的人。

有意思而又可悲的是，今天仍有些人恨猶太人却又不知理由何在。他們也恨所有愛猶太

人，幫猶太人的人。

這個星期在鹽湖城，我們因著一部電影「將來的幸存者」與一些巴勒斯坦人发生了很大的

沖突。電影是在星期天晚上放映的。他們充滿了怒氣和敵意，因為我們膽敢說猶 太人歸

回以色列應驗了神的話——神說他要將他們帶回這塊地。

這大大激怒了那些巴勒斯坦人。那天，他們又喊叫又怒罵。真是「熱鬧」。他們很不安，

因為這部電影支持猶太人，或至少從聖經的立場確定了猶太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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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與猶太人敵對，多比雅和參巴拉就是其中兩個。尼希米求猶太人的好處，讓他們

很不舒服。所以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裡住了三天，沒讓別人知道他此行的目的。

三天後的夜裡，等人都睡了以後，尼希米沒通知任何人，就騎著牲口，和幾個一起從波斯

來的人去察看城牆和城門的情況。最後，他們到了一個满地碎石的地方，無法再往前走

了，就回到城里。他们這次短短的深夜圍城旅行沒有告訴任何人。之後，尼希米叫來領袖

們，告訴他們自己要重建耶路撒冷的計劃。這確實需要所有的人一起同工，每個家庭小組

修建一段特定的城牆。

这样，祭司就开始建立羊门，别的家族接着往下建立其他的门。这里列出了十个门。以

后，又列了以法莲门和另外一个门。一共约有十二个门。各个家族都在建门，筑墙。

第三章

第三章中，记录了所有修筑城墙的家族及他們修造的城牆。因為這些名字對我們真的不重

要，所以我們就不啃第三章了，直接進入到第四章。

第四章

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尼希米记 4：1）

他們召集猶太人的對頭撒瑪利亞的官兵，想借著嘲笑來阻止猶太人的工作。他们说：

「這些軟弱的猶大人作甚麼呢？」多比雅說：「他們所修造的石牆，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跐

倒。」（尼希米記 4：2－3）

有意思的是撒旦常利用嘲笑來攔阻神的工作。這是撒但常常用來對付我們的工具之一。你

可能也受過人的嘲笑。「哦，別告訴我你相信那些神話。」嘲笑，奚落是常用來攔阻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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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工具。不幸的是，它常奏效。我們似乎會被別人的譏笑嚇住。我們不喜歡被嘲笑，奚

落。嘲笑常用來使神的工人洩氣。

尼希米用禱告來面對敵人的嘲笑。

我們的神阿，求你垂聽，因為我們被藐視．求你使他們的毀謗歸於他們的頭上，使他們在

擄到之地作為掠物．（尼希米記 4：4）

尼希米用禱告來應對攻擊，就像我們提到的，尼希米像所有舊約的領袖一樣，是個禱告的

人。當王問：「你為什麼愁煩？我能為你做什麼？」他禱告求神的引導：「神啊，你知

道，請幫助我。」然後，他把情況告訴王。

現在有人嘲笑，他就向神禱告，求神攻擊他們。這有點像大衛的詩篇，有的地方不是求神

祝福他的敵人，而是要神打碎他們的牙。我有點像大衛，比較認同大衛，较难認同耶穌所

說的「愛你的仇敵。」我發現「愛仇敵」（馬太福音 5:44）真的很難。但在大衛說：「主

啊，願你的使者驅趕他們。擊碎他們口中的牙，打碎他們的鼻子！」的時候，我会深表認

同。這兒尼希米說：「神啊，攻擊他們，與他們為敵。」

尼希米也同样说：

不要遮掩他們的罪孽，不要使他們的罪惡從你面前塗抹．（尼希米記 4：5）

主啊，審判他們，送他們下地獄。

這樣，我們修造城牆，城牆就都連絡，因為百姓專心作工。（尼希米記 4：6）

當參巴拉，多比雅看見工程進展得很好，就決定用更直接的方式來进攻反对修建工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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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說是勃然大怒，因為修建城牆的人堵塞破裂的地方，專心做工，城牆在渐渐增高。因

此，他們想設法攔阻城墙的建筑工作。尼希米又用禱告來面對這一切。

然而我們禱告我們的神，又因他們的緣故，就派人看守，晝夜防備。（尼希米記 4：9）

「我們禱告我們的神，又派人看守。」禱告不能替代負責任的行動；也不應該替代負責任

的行動。神期待我們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有人却拿禱告作偷懶的借口，这实在不應該。

「我們禱告神又派人看守。」神期待我們在信靠他的同时，也慎重地考慮并智慧地行事。

我們知道：「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但是看守的人還是要警

醒。

我們不會說：「主，看守城池」，然後大家都去睡覺。看守的人還在那兒，但是如果主不

看守，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我們認識到，神看守城池是必需的，我們謹慎的行動也必不

可少。所以：「我們禱告神，又派人看守」。

接著又有別的問題出現了，因為：

猶大人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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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開始洩氣了。为了使我們對神的工作灰心丧气，仇敵常常采用这种手段。仇敌似乎有

滿肚子詭計，他先用嘲笑攔阻你；沒有效果，就来攻擊你；還不奏效，就設法讓你灰心。

仇敵做这么多事，都是為了讓你不做神的工作。一個人允許灰心攔阻他做神的工，或不回

應神的呼召，真是可悲的事！

你想為神做工时，总会有人来說泄氣話，「你没看到以前有人嘗試過？我們十年前就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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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可是砸鍋了。」你很受感動，想為神做點什麼，可總有人潑冷水。不幸的是，很多時

候人們允許灰心阻止他們为神做工。

尼希米就来鼓勵他們。他們回答說：「你知道我們的力氣有限。我們很累，又有敵人攻擊

我們。」他說：「不要怕他們，當紀念主。」紀念主是治愈懼怕的良藥。大衛說：「我雖

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詩篇 23:4）當我們忘記神時，懼

怕就会接踵而來。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詩篇 42:5）因為我忘記了神坐在寶座

上，我忘記了主曾說：「我永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希伯來書 13:5）。我忘記了神

的大能和同在，這樣，恐惧、灰心就抓住了我的心。因為我忘記了神。其实，不要怕他

們。当紀念主，主與你同在，要給你力量。你不必害怕。

仇敵聽見我們知道他們的心意，見神也破壞他們的計謀，就不來了。我們都回到城牆那

裡，各作各的工。從那日起，我的僕人一半作工，一半拿槍，拿盾牌，拿弓，穿鎧甲．官

長都站在猶大眾人的後邊。（尼希米記 4：15－16）

尼希米與他們站在一起，旁邊是吹角的人。他們作工時，一手拿著泥刀，一手拿著兵器。

敵人来袭扰時，大家听到角声，就放下泥刀，拿起兵器驱趕他们。

有意思的是，但以理预言，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到有受膏的君王的時期时，說：「正在艱

難的時候，城牆都必重新建造。」（但以理書 9:25）。城牆的建造確實碰到了各種困難，

因為敵人想阻止他們。他们就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一半人做工，一半人看守；從日出

开始，一直工作到星宿出現的時候，甚至累得不想脱衣服睡觉，當然偶爾洗澡的時候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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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每個建造城牆的人都一直呆在做工的地方。他们都帶着兵器，听到角聲响起，放下泥

刀，就投入戰斗。

第五章

在第五章裡，又出現了問題，這次是出自犹太人內部。撒旦不能從外部破壞你，就從內部

著手。教會最大的敵人常常不是教會外的無神論者，而是教會内部的分爭。通常這些背後

的就是從貪心而來的嫉妒。「哦，他们的教會比我們的教會更蒙福。」這樣的竟争悲剧常

常發生在教會当中。教會應該覺醒，要知道我們是一個身體，在為一位王、一位主工作。

今天早上，有人告訴我，橙縣的一些牧師警告會友不要去各各他教會。這沒關系，我們也

沒有多余的地方，也不會因你去其他的教會生氣。我感謝神，各各他教會的信徒充滿了周

邊地區的教會，因為不管他們去了哪兒，都帶著耶穌的愛同去。基督的愛就是復興的火，

就是神的工作臨到。對此，我十分興奮。

可歎的是，許多教會不明白我們應該為基督的緣故一起奮鬥。我們的問題是我們認不清誰

是敵人。我們的敵人不是街對面蒙神祝福的教會。那不是我們敵人，相反，我們該喜樂，

為神的工作頌贊神，而不是嫉妒。我們要認識到我們是一個身體，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

的肢體都得榮耀。一個地區蒙福，大家都蒙福，也是神的國蒙了福。我們都是神國的一部

分。

神將我從狹隘的宗派主義中帶出來，讓我看見整個身體的時候，我真是感恩。別的教會興

旺或蒙福時，我再也不嫉妒，而是滿心喜樂，因為整個神國在擴展。

我相信自己可以誠實的說——當然只有神知道我的心——我對神在全國的每個偉大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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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覺得喜樂。我為杰瑞·福尔威尔（Jerry Falwell）、派特·罗布森（Pat Robertson）、瑞

克斯·胡姆巴德（Rex Humbard）的事工感謝神。還有很多人，他們被神使用影響了許許多

多人的生命。贊美神！

當然，我不一定贊同他們的方法，也不一定認同他們的所有教義。但是，我不應該让這些

次要的不同拦阻了自己的喜樂，或不承認神在使用他們。借著他們，很多人被帶進了神的

國度裡。

保羅承認，羅馬人傳扬基督出於不同的動機。他說：「我不在乎，只要基督被傳开了。赞

美主！他們以为在增加捆鎖我的苦楚，在使我煩惱，但是结果並非如此，我却高興基督被

傳开了。」這應該是我們的態度。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来自他们內部，不再是多比雅，參巴拉等外部勢力企圖阻碍神的工

作。

撒旦常常在神国內部来搞破壞。不但在身體內部搞分裂，闹紛爭，还灌輸一些不結果子的

觀念或信念。這些不結果子的信念就是阻擋人結果子。一個人不育時，就不能繁衍後代。

有些信念就是在制造屬靈的不育症，它本身並不邪惡可怕，但受它影響后，就会停止為耶

穌基督結果子，成了不育症。

很多信條使人完全內向封闭，只看自己的光景。「我不配帶領任何人信耶穌，因為我不夠

成熟，不能帶領他們成長，成熟。直到我的牧者說我夠成熟了，我才能向人傳福音。」這

樣的後果是什麼呢?我停止作見證。這就是不育。很快，那些小組不再想成長，也不再為

所在社區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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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看看某些教會的「釋放」工作。魔鬼，魔鬼，誰被鬼附？人們緊張地四處尋找今晚

可能已經進來的鬼。如果你打了個嗝，可能被懷疑被暴飲暴食鬼所附，就要安排趕鬼。這

樣，大家都非常親近。當然，近親結合會生出低能兒。這也是一種不育症。那樣，你再也

不會繁殖出健康的羊。這是撒旦從內部攻擊所用的手段。

以色列人中有某些人，包括祭司和首領這時候趁機向百姓取利。百姓需要借錢來種植莊

稼。這些人索要過高的利息，以至於他們還不起，只好賣糧食還債，甚至把兒女賣為僕

婢。

他們的家庭人口眾多，無法養活。首領們趁機盘剥他們，致使他们陷入深深的困难当中。

一些家庭只好出賣兒女，度过灾难。因為富有階層向窮人索取高利，以至於百姓大大灰

心。事實上，壓榨窮人让富人变得越來越富。

尼希米甚為生气。他招聚首領們，說：「你們所行的不善！让大家免去高利貸。釋放所買

的僕婢。」他們都照尼希米的話去做。尼希米非常不安，为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他抖

著衣襟說：「凡向弟兄取利的，欺壓弟兄的，願神照樣抖他離開家產。」大家都贊同，都

說：「阿門。」他們就一起贊美神。

尼希米自身作了一个好榜樣。在那兒工作期間，他沒有享用省長的俸祿。他也不像以前的

省長，向百姓索稅，過奢華的生活。他都是用自己的錢，表明真的是在全心工作，而且這

不只是工作，是神對他的呼召。他還要花钱招待客人，每天有一百五十人在他席上吃飯，

需要預備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和別的食物。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在本章的最後，他說：

我的神阿，求你記念我為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與我。（尼希米記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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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的膽子比我大，我從未求過神紀念我所行的善。我總是說：「主啊，你是有恩典，

有憐憫的神，求你按你的恩典和憐憫对待我。」我以此為根基來到神的面前，不是因著我

所做的和我自己的善，而是靠著神的恩典和憐憫。

有時，做完某些慈善事情後，我也被試探靠著自己的善行來到神的面前。但我必須 抓緊

時間，因為我可能還沒保持十分鐘時間，就搞砸了。所以，我更願意靠著神的恩典和憐憫

來到神的面前。因為，我可以這樣隨時進到神的面前。因為，我可以這樣隨時進到神的面

前。這扇門永遠敞開著，不會關閉，因為神對那些求告他的人滿有恩典和憐憫。

但是尼希米做了極其偉大而高尚的工作，所以，他求神紀念他和他為這百姓所做的一切

事。

第六章

但他的敵人並不就此罷休。他們仍然想攔阻他的工作，使他灰心洩氣。但參巴拉和多比雅

看見城牆都建了起來，只剩下幾個缺口，就打發人來对尼希米說：「請你來，我們在平原

的一個村莊相會，商量和平共處的事宜。」尼希米說：「我知道他們打算害我。」他們前

后四次打發人送信過來，说：「我們需要見面商議一些事情，好達成共識。」尼希米都不

理他們。他說：「我忙著神的事，沒時間去。」他丝毫没有减缓神的工，坚持早日完成

它。

他們又送信來說：「現在有人说，一旦城牆建好了，你就要謀反，背叛波斯王。而且這個

消息馬上要傳到波斯王那裡了，你最好來我們這兒澄清這件事。」其實，这是一個訛詐和

威脅。「如果你不來，我們就要報告波斯王，城牆建起來後，你打算自己做王，背叛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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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當然，尼希米與亞達薛西王關系不錯，王也信任他。但是，一個人不在身邊時，你没法知

道他心裡想什麼。這樣的消息傳到王耳中一定不是好事。然而，尼希米仍拒绝下去。他

說，這完全是謊言。他置之不理，仍繼續修城牆的工作。

他宁願讓神來抵御這些正在散布的謊言。我們需要學習的重要功課就是，讓神成為我們的

保护。如果你想保護自己，神常常就不会保护你。「你要自我防衛嗎？好去做吧。」要知

道，为抵御所有的攻擊和流言，你全部的生活都會深陷其中，总是忙于澄清謠言。

如果我告訴你有關我的謠言，你一定會驚訝。他們說我擁有豪華的私人飛機和遊艇。對，

我的小孫子有一艘游艇，螺旋槳是以電池為動力。他常把它放在游泳池裡玩。這是最接近

我擁有游艇的謠言。而這與我孫子有關。我曾有過一把噴氣式除草鏟，卻從來沒有過噴氣

式飛機或普通飛機。可耶和華見證人和摩門教的人在上門傳教時就散布有關我的謠言。因

為在本城，我是摩門教和耶和華見證人最大的威脅。因為我們教導神的話和真理，這是對

謊言的最大威脅。

光明是黑暗最大的敵人，因為我們只教導神的話，他們很難接受；我們沒有那些繁瑣的禁

忌，他們也很難接受。當然，我們也難接受他們，他們上你們家時，常常被掃地出門，因

此他们变小心了，看見门上或汽車上有魚的標記就趕緊繞過去。如果你用聖經的真理向他

們挑戰，他們通常會說：「你去各各他教會嗎？你認識查克·史密思吧？」然後他們開始

講各種有意思的“小故事”——「有人跟查克·史密思 談話，他說…」什么什么之類。

現在，如果我試圖去抵御這些事，去問別人：「誰告訴你的？」去追查謠言的來源，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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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自己的全部時間。仇敵會喜歡我這樣，因為這樣我就沒有時間學神的話;也不能在神

面前好好預備自己给大家分享灵粮。仇敵会很高興我從服侍神的事情上轉移注意力;也很

高興你們在服侍主的事上分心。當你們試圖防衛自己，抵御攻擊，挑戰，謊言或什麼的，

仇敵就達到目的。

仇敵想使尼希米分心。「這些事都与你有關，馬上就要派人去告訴王了。你最好來和我們

商議一下。」尼希米說：「這是謊言，我不去，我得忙著做神的工作。」

他們又差一個假先知到尼希米那兒去,说：「這是主說的，他們要在夜裡來殺你。你最好

進入聖殿，在那裡過夜，這樣就安全了。你可以躲在聖殿中的桌子後面。」尼希米說：他

看明白這是在恐嚇他，好叫他懼怕。

我們常常對恐懼作出錯誤的反應，懼怕可能促使我們做出錯誤行動。他們想讓尼希米懼

怕，就編造了這種行刺的謊言。「有人要來殺你，你最好進到神的殿裡，關上門，晚上睡

在殿裡，免得被暗殺。」尼希米說：「我看明神沒有差遣他，這是個謊言。有人賄買他來

說這話，好叫我懼怕。我這樣的人，豈能進入聖殿裡去保全性命呢？」「我這樣的人，」

我是神的僕人，神看顧我，保護我，難道需要躲到殿裡去嗎？

我的神阿，多比雅，參巴拉，女先知挪亞底，和其餘的先知，要叫我懼怕，求你記念他們

所行的這些事。（尼希米記 6：14）

恐懼是撒旦常常使用的工具，因為恐懼是信心的敵人，恐惧和信心相互排斥。如果你心里

充满恐懼，就沒有信心；有信心，就不害怕。恐懼在哪裡受欢迎，信心就会離開。同樣你

在哪裡對神有信心，就會鼓勵别人不要懼怕，仰望神，並活出信心的生活。知道有神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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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我想再說，我們要智慧地、深思熟慮地做事情。但不是因为懼怕敵人的攻擊。所以尼希米

不尋求聖殿的保護，如果神要保護他，在牆外就可以保護他，不需要躲進神的殿中。

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尼希米記 6：15）

他們完成了修城牆的工程，城市的重建多年後终于完工了。虽然城內的房屋仍然破破烂

烂，但至少他們現在可以防御敵人了。城牆已经建好了，當然，城牆上的門還沒安。但他

們终于用五十二天修完了城牆。

有一些猶太人對尼希米不是完全忠心。他提到了他們的名字。他們向多比雅和參巴拉報告

尼希米的情況，同樣是想叫他懼怕，但尼希米不是恐懼能吓倒的人。

第七章

第七章，

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尼希米记 7：1－2）

哈拿尼就是那個去巴比倫報告耶路撒冷和百姓不幸光景的人。

我就派哈拿尼和哈拿尼雅，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雅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

说：「等到太阳上升，纔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尼希米记 7：2－3）

在太陽下山以前就要關上門，確保耶路撒冷的居民在城牆內可以安居。

從第五節開始的是一張登記單，是與以斯拉第二章一樣的記錄。這裡記下了那些第一次回

來的人，就是古列准許回來的約 49000 人，他們回到了耶路撒冷。這與以斯拉第二章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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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一樣，其中記載了回來的家族人數及他們帶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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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记第八至十三章

第八章

请大家翻到圣经尼希米记第八章。

在以色列人第一次回耶路撒冷约九十年后，也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约一百六十年

后，尼希米回到了耶路撒冷。这时，巴比伦已经被波斯帝国推翻，亚达薛西成了波斯王，

而尼希米作王的酒政。因尼希米在王面前现出愁容，这是他平常没有的，王就问他什么原

因。尼希米说是因为听到了有关耶路撒冷的报告说，那里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百

姓遭了大难。

因此，主前四百四十五年，亚达薛西王派尼希米去重建耶路撒冷。他作为王的特派官员，

回到了耶路撒冷，鼓励百姓重建城墙。尽管受到了从内到外的各种拦阻，这项工作还是以

创纪录的速度完成了。就这样，耶路撒冷城的城墙以五十二天时间就得以再一次修建起

来。尽管参巴拉，多比亚以及其他人为了阻拦以色列人的工作，组织突击队袭击耶路撒

冷，神的工作仍然在五十二天之内得以完成。以色列人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庆祝耶路撒冷

城墙得以修复。

现在，让我们进入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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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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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

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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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他提雅，示玛，亚奈雅，乌利亚，希勒家，和玛西雅，站在他的右边。毗大雅，米沙

利，玛基雅，哈顺，哈拔大拿，撒迦利亚，和米书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

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

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尼希米记 8：1

－6）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的画面。百姓们聚集在教堂门廊前的宽阔处，街道就在前面。

以斯拉站在一个专门为他制造的木制讲坛上，向百姓宣读律法书，而所有的百姓，无论男

女，都站立。从早上直到中午，以斯拉向他们读这律法书，百姓们侧耳而听。大约到了中

午，也就是在倾听神话语大概五六个小时后，以斯拉大声称颂耶和华神，向神献上赞美，

众民都举起双手回应说：「阿门！阿门！」

现在需要注意的是：「阿门」的意思是「是这样。」所以，众百姓说：「阿门」是表示他

们认同以斯拉对神的称颂。同时，他们举起的双手，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至大的神。

犹太人敬拜神时，感情非常外露。去西墙看他们祷告很有意思。不知道他们的举动是学来

的，还是发自内心的，他们一边读着祷告文，一边不断地点头。很投入时，他们的声音会

越来越高，动作也越来越快。这时，你就知道，他们真的进入了祷告之中。

星期五晚上是安息日的开始。年轻男子会从位于耶路撒冷老城上城的希伯来学校出来。他

们胳膊搭挽着胳膊，四人一排，一边走一边唱着欢迎安息日的歌和赞美神的歌。他们差不

多是踏着舞步下来，到西墙的大石头区时，就会边唱边跳，也会一边唱歌敬拜神，一边围

成圈跳各种舞蹈。做完这些以后，他们又会挽着胳膊，踏着小步回学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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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总喜欢在耶路撒冷观看的迷人景象！在星期五晚上安息日开始时，人们扬声赞美

敬拜神。在我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敬拜神时的确情绪高昂，不加掩饰。每每看到此情，

确实很迷人。

现在，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以斯拉宣读完神的律法时，已近中午，他称颂

神，百姓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弯下腰面伏于地敬拜神。这样，众民都

将自己委身于神的律法，承认神的律法是他们生活的指导准则。这是多么美的场景！

我们往下读时，看到还有一些利未人。

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

百姓明白所念的。（尼希米记 8：7－8）

我想这里有个关键地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话，使百姓都明白经文

的意思。

解经式讲道可能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但令人惊讶的是，你会发现，简单地朗读神的话

语，然后把它的解释讲出来，这样的讲道法实在是少得可怜。却只管解经。全美有成千上

万的人愿意做在你今晚的位子上。

在密执安州的底特律约有一百人跟我们联系说：「我们在祷告，相信神会从各各他教会差

派一个牧师来。我们已开始把十一奉献放在一个户头上等待神差派牧师来。我们期待在这

个城市有一个教会可象你们一样教导神的话，可让我们聚集一起学习神的话。」他们开始

听广播，听磁带，现在有一百多人在听磁带。他们说：「恰克是我们的牧师。」因他们找

不到可以聚集一起学习，教导神话语的教会。令人惊讶的是，要找到一个单单教导神的话



4/27
尼希米記第八至十三章

语，不参杂「兴奋剂」或激情主义或别的什么东西的教会，是如此之难。

圣经上说到新约教会恒守使徒的教训，掰饼，团契，祷告。但很难找到这样的教会。因

此，我们常收到信件，还接到一个从 Corpus Christi 打来的电话，说：那儿有一百多人在求

神从各各他教会差一个牧师去，因为他们一直在听磁带，他们每星期聚会，听磁带，祷告

神差一个牧师或教师去带领他们。我们从美国各地收到这样的恳求。他们聚在一起听神的

话，想要有人教导他们神的话。可在他们社区的教会里却找不到这样的人。

我真不明白此事。因为据我所知，这才是真正的教会生活。我们必须学习神的话，弄懂神

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不需要学我的或别人的哲学思想。那是大学的课程。你需要学习的

是关于生命，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标，生活的目的及生活方式，神到底怎么说。

这就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经文，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省长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

「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

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记 8：9－10）

他们读经文时，经文一被讲明，百姓就开始认罪，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违背神的律法太

远，神的话使他们知罪，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所以，他们听经文的时候都哭了。

神的灵在人的心里作工时，实在很奇妙。你会看见神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两刃的

剑更快，可以分开魂与灵。它深深地扎入人的心，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开始哭泣。祭

司安慰他们说：「不要悲哀，哭泣，今天是喜乐的日子。因为我们与神重新立约，归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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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神恢复了关系。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靠耶和华而

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在神里面的喜乐及靠神而得的喜乐有多大呢！这喜乐里的力量又是何等的大呢！神希望你

的生命中充满喜乐，这是他对你的旨意。彼得说这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彼得前书 1：8）。耶稣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 16：24）祂常常

谈到满足的喜乐。

很多人误解了神，以为神要我们背负重担，一生历经磨难，勉强度日。他们说：「我只求

神帮我能应付悲惨的结局，你知道，就是能忍耐。」但神想要你享受祂，让享受神成为你

的力量。而与主同行又是何等的喜乐呢！

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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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记 8：11－12）

明白了神的话后离开时，心里是多么喜乐呢！新约中讲到：在福音传开的地方，「在那城

里，就有大欢喜。」接受了神话语，接受了福音后总是大有喜乐。

这里，众民都大感快乐，因为他们明白了神的话。

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尼

希米记 8：13）

第一天是众民的聚会，所有男女和那些能明白的，大致相当于现在初中以上的孩子，都站

着来听神的律法及其讲解。到了第二天，只是领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以后可能要教导百

姓神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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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住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

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芭乐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

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各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

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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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记 8：14－17）

这个特别的节日叫住棚节，在犹太历的七月。摩西的律法规定，住棚节时，百姓要用树枝

搭棚，离开家在棚里住一个星期。所以，他们搭棚时，要在墙上留一些空处，让风吹进

来；也要在棚顶上留空，使他们晚上躺下时，可以看到星星。

设立住棚节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记得，他们的先祖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期间，神是如何看顾

他们。这是让以色列人搭棚的原因。「你们的祖先在帐篷里住了四十年，现在你们进了应

许之地，并住进了灰泥房子中。为了让你们真正记得祖先所经历的艰难，就叫你们搭棚，

并住在里面一个星期。」

这将提醒他们，神在四十年旷野漂流期间如何保守了他们的先祖；同时，让他们尝到住在

棚里及茅草屋里的味道，以免忘记他们先祖那四十年的经历。

这个节日也是为了纪念神实现了他的应许，把以色列人带进了祂早已应许赐给先祖亚伯拉

罕的土地。所以，住棚节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纪念先祖在旷野里曾住在帐篷里，另一方面

纪念神的信实——神实现了他的应许，四十年后把以色列人带入了的应许之地。

在耶稣的时代，他们这样庆祝住棚节：白天，有一队祭司从圣殿山下来，到西罗亚池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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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小水壶装满水，然后唱着歌走回圣殿山。在百姓都聚集在那儿敬拜神时，一个祭司会

把壶里的水倒出来，泼在地面上。这是为了提醒他们，神在旷野让盘石出水供先祖饮用。

在住棚节期间，祭司都会这样泼水在地上，同时又有百姓唱诗赞美在神。他们一连七天都

会这样做。

到第八天，不再去西罗亚池取水，也不会倒水在地上。这是为了纪念神把以色列人带进了

应许地，不再需要从盘石取水，而是从井里打水。现在他们已住在神的应许之地，所以第

八天不取水，也不倒水到地上。以此宣告神实现了祂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了把先祖带

进应许之地的应许。

圣经告诉我们，在住棚节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大的日子，耶稣刚好在耶路撒冷。祂大声喊

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一天没有取水的队伍。耶稣宣告他自己就是

从盘石涌出的生命之水。

直到今天，很多传统的犹太人仍在他们的房子旁边搭小棚子，并且在住棚节搬进去住七

天。几年前，我们在耶路撒冷和海法几栋房子旁边就看见人们在搭小棚子。他们至今仍会

在住棚节时，搬到小棚里住几天。在我们橙县（Orange County）可能也有传统的犹太人在

住棚节期间，住进小棚子当中去。

犹太人的节日很有意思。他们的三大节日是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这三个节日期间，

所有的犹太男人都必须去耶路撒冷守节。他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们是你的百姓，

我们在这儿。」因此，这期间内，总有盛大的庆祝活动。

其中两个节日是预言性的，现在都已应验。它们完全是预言，指向将来的事情。逾越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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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为以色列人的头生子被杀的羔羊，预表的是神的羔羊被杀，目的是让我们有生命：

「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所以，耶稣在逾越节时被钉十字架具有

非常重大的意义，就是应验了逾越节的预言：神的羔羊将为世人的罪被牵到宰杀之地。

五旬节是庆祝收割初熟之物。逾越节后五十天，以色列人会去地里收割初熟的庄稼，将之

捆成一捆作为摇祭献给神，对神说：「神啊，这是今年您赐给我们收获的初熟之物。因为

春麦和谷物等都是六月左右成熟，所以他们就在六月份五旬节将初熟之物献给神。

有意思的是，当年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刚好就是在五旬节这一天。突然，天上有响声下

来，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

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当天，有三千人加入教会。这是神在教会－基督的新妇里荣耀地收

获了初熟的果子。而这一天就是以色列人向神献上初熟之物的五旬节。因此，五旬节一直

预表神将在基督的新妇里大大收获初熟之物。

现在我们看住棚节。住棚节是纪念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游荡，也是在纪念神成就了祂的

约。让以色列人进入并住在了荣耀的应许之地。虽然土地经历了长时间的荒凉，但神将实

现他的应许。

彼得对我们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但在末世

必有好讥诮的人出来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

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

彼得说：不是这样，有一些事情你们故意忘记，就是洪水。你们故意忘记神在人类历史上

借洪水改变了整个情况。你们也没有思想在主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之后，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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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不是耽延。」这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不是耽延。彼得

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祂推迟来的原因是：「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彼得后书 3：9）

现在，地球已经历了一段长期的旷野历程，但我们即将进入荣耀的应许之地，神所应许的

国度，应许的时代。这件事就要发生了。我相信耶稣再来建立国度的时候必在住棚节期

间。这样，就应验了犹太人第三个主要节期。所以我预计耶稣再来的时候将在我们日历的

十月。千万别说：「恰克说耶稣今年十月会来。」我不是说这个十月。而是说耶稣再来建

立他的国度，站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将会在十月。

我知道至少还有七年。到底得等多少年，我不知道，但至少还有七年，因为以色列国还有

一个七年时期没应验。但我确信会发生在十月。这样犹太人的第三大节期就应验了。前两

大节期已经应验，第三个正在等待。经历了漫长的旷野生活之后，现在进入了神荣耀的应

许之地，多有意义啊！

犹太人发现住棚节条例记载在律法书上，他们以前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搭了小棚子，

从家里搬了出来。

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尼希米记 8：18）

住棚节实际上有八天。七天守节，然后是严肃会。就是在有严肃会的这一天，耶稣站起来

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第九章

下面进入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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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尼希米记 9：1）

我们再次看到一幅美好的场景。人们都聚集，禁食，身穿麻衣。无疑，粗糙的衣服一定让

人感到不适，何况头上又蒙着灰尘。在犹太文化中，这是悲伤的记号。你知道，一个人脸

上有灰尘，看起来会很可怜。

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尼希米记 9：2－3）

你能够想象吗？他们站在那里足有六个小时之久念神的律法书。并且又用了六个小时，单

单赞美神，敬拜神，

但有趣的是，我们如今在舒服的教堂长椅上坐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会烦躁不安。然

而，这里有一群人在烈日下站六个小时，聆听神的话语，又用了六个小时谦卑站着敬拜

神。绝不会象当今这样能混过去。

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阿，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

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惟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

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军也都敬拜你。（尼希米记

9：4－6）

这是荣耀的宣告，宣告神的伟大，神的荣耀和全能。「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你在万有之

上，你创造并维护着宇宙。」

有趣的是，保罗在歌罗西书中讲到，万有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整个宇



11/27
尼希米記第八至十三章

宙都是靠耶稣基督的能力维系在一起。根据库仑电子定律，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你试着

将两个同性的磁极放在一起，就可看见它们如何相斥。同极相斥，异极相吸是磁场固有的

规律。

同极或同性电荷或质子之间确实有巨大的斥力。如果你把一汤匙大小的固体质子放在北

极，把另一汤匙大小的固体质子放在南极，中间相距八千英里。它们相互的斥力真的太

大，需要三千吨的力才能把它们分别固定在两极上。即使相距遥远，同性粒子之间仍有巨

大的斥力。

我们知道一个原子的原子核里同性电荷是集聚的。但它们是如何聚集的呢？科学家们提出

了原子胶水的概念。

现在人们发现，可以用缓慢运行的中子去轰炸原子核。在原子核被扰动时，会让那些同性

电荷间发生自然的同性相斥反应。这就是所谓的原子弹爆炸。其全部的秘密就是用缓慢运

行的中子轰炸原子，扰乱原子核，使同性电荷发生自然的排斥反应。

这样的核裂变的反应发生时，巨大的能量就会释放出来，这就是原子弹爆炸。其威力来源

于同性电荷发生的自然相斥作用。

既然它们发生自然反应时，会释放如此大的能量。那么，反其自然属性，把它们维系在一

起，至少需要同样大的能量。如果整个物质世界都按自然法则发生同性相斥反应，那么所

有的一切就会立刻毁灭，发生巨大的爆炸。因为同性粒子彼此之间的排斥，整个宇宙顷刻

间就会变成碎片。但有一个力量把整个宇宙聚集在了一起。

请想象一下，托住这个物质的宇宙需要多大的力量。或者只想象一下，托住这个讲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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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投在广岛的原子弹里面的可裂变的物质只有一枚一角的硬币那么大，但时看看它

造成的巨大灾害！这都是因为任凭那些同性电荷子让地相斥引起的。可想而知，把这些物

质聚集在一起所需的力量有何等大呢！

这里，他们讲到：「神啊，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你何等伟大，你的能力超乎万有，你维

护着这一切。」保罗告诉我们，神托住万有，万有靠他而立。神的能力何等荣耀！

Francis Schaeffer 说，当今时代，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只说「神」或「神为我做了这个，神为

我做了那个。」因为今天人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关于神的概念。你说神的时候，他们想到的

是自己头脑中的「神」。而他们所想的「神」可能与你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一个人可能坐着对着他的肚脐冥想，说：「这就是神。」或者坐着闻手中拿着的玫瑰，

说：「这就是神。」因此，你提到神时，他可能想到的是玫瑰。所以，Francis 说，我们必

须明确的说明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周围的民族崇拜很多假神，比如巴力，摩洛和玛门。所以以色列人要

给神一个定义。周围的尾族都在崇拜各种假神，以色列人敬拜神时，真的需要明确表明他

们的神和那些假神不一样。「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

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

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

此时，他们在读摩西律法书中的创世记。「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 1：1）读了创

世记的前几章，他们就宣告神是创世记里所宣称的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有趣的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中，宗教领袖禁止使徒奉耶稣的名讲论。彼得，约翰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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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门徒，告诉他们在公会的经历。他们就祷告。一开始祷告，就说：「主啊，你是造天，

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使徒行传 4：24）

这与尼希米记里的祷告是一样的。「你是耶和华，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

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军也都敬拜祢。」天军应

指敬拜神的天使，神创造了天上的万象，创造了所有的天使。天使也敬拜神。

「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迦勒底的吾珥，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

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

革迦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尼希米记 9：7

－8）

宣告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并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在这里，在这块土地上。

因为神是公义的。」

「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

法老和…众民身上。」（尼希米记 9：9－10）

他们在复述历史，有人在读历史，其他人则在听。从早上到中午，他们一直在读神的律

法。这些故事都是他们在前五卷书里读到的。

「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

石头抛在大水中。」（尼希米记 9：11）

这里清楚地破解了不信的人的论调。他们说这其实是芦苇海，只有十八英寸深。但是经文

告诉我们深海把敌人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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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

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尼希米记 9：

12－13）

注意，神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

「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藉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

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盘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

地。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硬着颈项不听从你的诫命，」（尼希米记 9：14－16）

这是认罪。神啊，你是信实的，你是守约的。但我们的列祖失信了。犯错的总是我们。我

们多次想责怪神，但神是正直的，信实的，总是遵守祂的承诺。我们总是犯错，但神从不

犯错。

「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硬着颈项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记念你在他们中间

所行的奇事，竟硬着颈项，居心背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

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尼希米记 9：16－

17）

多美啊！有人说：「我不相信旧约的神，他总是易怒，审判人，喜欢报仇；我爱新约的

神，相信新约的神。」似乎圣经启示了两个神，绝不是这样！只有一位神，旧约这里启示

的神是：「有恩典，乐意饶恕人，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离弃他

们。」听起来这段话好像出自保罗之笔，好像保罗在新约中论到神的恩典时说的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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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多么有恩典，多么有怜悯，多么了解人，宽容人。

「他们虽然铸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尼希米记 9：18）

这里，他们再一次指出，神是信实的，虽然他们不信实，神还是信实的。他们造了金牛

犊。

「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

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

吗哪使他们餬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尼希米记 9：19－20）

虽然我们常常失败，但神对我们是何等良善；虽然我们常常硬着心肠，但神仍然以祂的信

实，恩典，忍耐待我们。祂永不撇下我们，永不丢弃祂的子民。虽然他们背离神，但神仍

然信实，不丢弃他们。我们的神是多么恩慈，还赐下良善的灵教训他们。

「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吗哪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

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

照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希实本王之地，和巴珊王噩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

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

地，你在他们面前制伏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

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

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

的大恩，心中快乐。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

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尼希米记 9：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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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是在宣告：神总是正直的，是人经常失败。这样做很重要。要承认：「神啊，你

是正直公平。是我们失败了，我们背离了你。」

「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

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

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

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

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尼希米记 9：26－28）

这是以色列历史多么真实的写照！

「你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

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

用你的灵藉众先知劝戒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

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尼希米

记 9：29－31）

这些话多有力量啊！我真喜欢！

「我们的神阿，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

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

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作的是邪恶。」

（尼希米记 9：32－33）

这是何等重要的宣告。神啊，你在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今天许多人常常对神的公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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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挑战。「慈爱的神怎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慈爱的神怎能做那样的事？怎能送一个人去

地狱？」这些都是在质疑神的公义。

但让我告诉你。神完全公平正直。「那些从没听过耶稣基督名字的可怜的非洲人怎么办

呢？他们一直到死都不知道福音，他们的结局怎样？」神完全公平正直，你不必为他们忧

虑，只要为自己忧虑。你听过福音，你认识了耶稣基督，最好多关心一下自己。

一个人不知道福音，神会公平对待他；你知道福音，神也会公平对待你。神是正直的，神

啊，你是公义的神。你所行的都是公义，诚实，是我们犯了错。

「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

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事奉你，也不

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作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

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作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

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

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尼希米记 9：34－38）

这是一个整体认识。「神啊，你是公平，诚实，正直的。但我们正在遭难，在地上做了奴

仆。列王辖制我们，用苛捐杂税抽走了地里一切出产。我们要和神重新立约，要和祢建立

正确的关系。」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步。「我们要立约，在约上签名，我们要行在约中，我

们要与神重新立约。」真是绝妙的主意和目标。之后，就是签名人的名字。

第十章

这些话都写在了册子上，大家都签了名，从首领尼希米开始。这里记下了所有签了名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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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的名字。

「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

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冑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

行神藉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尼

希米记 10：28－29）

这就是他们所立的约，他们还发咒起誓说：「不遵行的必受咒诅！」「我们一定遵行。」

他们同心合意地决定：「我们要服侍神，跟从神，遵守我们读的神的律法。」

「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

若在安息日，或甚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

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尼希米记 10：30－31）

他们将遵守安息年，按摩西的律法所命令的，在第七年免去别人所欠的债。他们每逢第七

年都不耕种，让地得到安息。事实上，你记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地就得以安息，

因为以前他们在这地四百九十年，没有遵守安息日，也没有遵守安息年。

所以神说：「你们没有让地安息，我要让这地得享安息，你们将被掳七十年，这地可以补

回以前没有享受的七十年安息。」但是，现在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守安息年。」并且免

去别人欠的债。

「我们又为自己定例，每年各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尼希米

记 10：32）

我们将捐这些钱给神的殿，使神的殿可以维持，有陈设饼，祭肉，燔祭，安息日的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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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节期等等。我们都立约，我们将支持神的殿和殿里的崇拜。

「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初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初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

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

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初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初熟的果子，新酒，与油，

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尼希米记 10：35－37）

这里讲的不是你的钱，而是初熟的麦子磨的面。

「并将初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初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

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城邑

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取十

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尼希米记 10：37－38）

「神啊，我们奉献自己来跟从你；我们要遵守你的律法；遵守你的一切诫命，律例；守安

息日，不在安息日买东西；又守安息年。我们要支持神的殿和殿里的崇拜。」这是百姓从

心里立的约：「神啊，我们要重新做你的子民。我们要服侍你。」

第十一章

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掣签，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

人住在别的城邑。（尼希米记 11：1）

他们回来时，实际上住在下至希布仑，别是巴，上到拉马拉（Ramalah），伯特利的大片

地区，总共只有五万人左右。所以他们决定每十人中抽一人，即约五千人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想维持首部，这样就有一个地方敬拜神。其余的人呢？当然耶路撒冷布是个适宜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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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耶路撒冷附近的村庄远比耶路撒冷更适合耕种，下到希布仑，以实各谷，或下到

伯利恒及其山谷则更适合耕种。所以他们掣签，使每十人中有一人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

人搬到周围的地区住。这里就是掣签后住在耶路撒冷的家族的名字。从二十节开始，则是

住在其他城邑的家族名单，及相应的城邑和村庄。

第十二章

下面是祭司和利未人（尼希米记 12：1）

这里是当时侍奉的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字。十节至二十一节记下了他们的家谱，提到了利未

人和祭司的首领。接着，我们来到二十七节：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

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 12：27）

行城墙告成之礼的时候，真是一个大节庆，充满了歌声，音乐，欢乐和敬拜。他们召集了

住在各处的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大部分是百姓中的音乐家

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迦巴和押玛弗的田地聚

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尼希米记 12：28-29）

这样，各处的人都聚集到一起。然后，作者说：

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厂门

行走。（尼希米记 12：31）

第二队称谢的人与第一队相迎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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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

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尼希米记 12：43）

那天，众人行告成之礼，敬拜神，大大欢乐。欢笑声，歌唱声满有荣耀，传到远处。

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

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分，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

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

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萨的日子，有歌唱的伶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

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分供给他们。又

给利未人当得的分。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分。（尼希米记 12：44－47）

第十三章

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

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

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尼希米记 13：1－3）

他们从早到晚读神的律法，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就马上处理。其中，读到一段写着：亚扪

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时，亚扪人和摩押人对

以色列人不好，不让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领地，又没拿食物帮助以色列人。而且，巴勤王

还雇了巴兰咒诅以色列人。所以神说：「他们永不可入神的会。」

以色列人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

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雅结亲，（尼希米记 13：4）



22/27
尼希米記第八至十三章

多比雅就是那个在尼希米重新建城墙时制造了很多麻烦的家伙。但是，有个祭司是他的朋

友。

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尼希米记 13：5）

在殿中，有一个地方用来收存祭物或素祭，乳香，器皿以及谷物的十分之一，新酒和油等

等。大祭司把库房中的一个屋子给了多比雅，放进他的家俱，成了他的住房。而多比雅就

是尼希米重建城墙时为难他的那个坏蛋。但是这个祭司因为是多比雅的朋友，就庇护他，

还让他住在圣殿里。这里，写道：

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尼希米记 13：6）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尼希米不在耶路撒冷。因为他回波斯去了，所以不知道祭司将圣殿

的一间房给了多比雅。

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

告假。（尼希米记 13：6）

在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管理事务十二年之后，尼希米回到了波斯，向王述职。过了一段时

间，不知多久，波斯王准许尼希米返回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时，他发现了什么事情

呢？

那个曾极力拦阻神的工作的多比雅，现在在神的殿中拥有豪华的住房，而且是祭司给他

的。他们腾空了储存谷物之类东西的地方，说：「多比雅弟兄，你搬进去吧！」

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实为多比雅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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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就把多比雅的一切家俱，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

素祭乳香又搬进去。（尼希米记 13：7－9）

尼希米回来洁净屋子，发现了多比雅的住房及家俱，就把他的一切东西丢出，将他赶了出

来。

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分，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

田地去了。（尼希米记 13：10）

记得在不久以前，每个人都读了律法书并且说：「哦，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立约签名，

我们要奉献十分之一，支持圣殿。我们要每年奉献一舍客勒，这些事我们都要做，我么要

遵守你的律法，守安息日等等。」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跌倒了。

我们这么快就违背了向神发的誓言，这难道不是很有意思吗？我们太容易背离自己的誓言

啦。我们违背了太多本来发自真心的誓言。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想做个好孩子，盼望变得

更好，做正确的事情。就说：「神啊，这个星期我要每天祷告，为你而活，我要服侍

你。」但是，这些事情并未发生。到了下个星期天晚上，我很有罪恶感，觉得需要被再次

拯救。于是又说：「神啊，这个星期会不一样，我真的要服侍你。」我是真心实意的。

就像耶稣对彼得说的：「你们心灵固然愿意。」（马太福音 26：41），这话真是太对了。

我心灵愿意，我爱主，要服侍主，但是我的肉体却软弱。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

得我。我内心愿意服侍神，但肉体上却实行不出来。我心里爱神，要服侍神，所以许下许

多诺言。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许愿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立约签名。」

我也签过约。每年夏令营，我们都与神立约。这一整年，我要为耶稣基督过得胜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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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喝酒，不抽烟，不去魔鬼的地方等等。我站在篝火旁边，流着眼泪说：「神啊，今年我

要服侍你。」我的愿望是真实的，问题中怎么行出来。

认识神的恩典时，我是多么感谢神。神赐福我不是取决于我是否忠实自己的诺言或誓言。

祂赐福我生命的是因为祂满有恩典和怜悯。

之后，我开始经历神在我生命中做的工，经历他的恩典和怜悯。我就不再许诺了。我发现

向神许愿不是真正信靠他的恩典，而是信靠自己的肉体，总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每一个

誓言都是在向神表示我对自己的肉体有信心。「神啊，我要为你做这个。」我真心愿意。

但我的肉体是软弱的。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所以，我并不怀疑以色列民立约时候的真诚。「神啊，我们要完全服侍你。」但是，首领

尼希米离开后，他们很快就回到了老路上。他们不供给利未人，利未人不得不回到自己的

田地之中。他们不得不去做农活，回去干活，这样，就撇下了圣殿的侍奉。

所以，尼希米说：

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

就把五榖，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雅，文士撒督，和利未人

毗大雅作库官管理库房。（尼希米记 13：11－13）

他列下了那些作库官的人的名字。

我的神阿，求你因这事记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那些日

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醡酒，〔原文作踹酒醡〕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

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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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

（尼希米记 13：14－16）

他们早就说过：「神啊，我们不在安息日买卖，我们要守安息日。」这里，他们违背了以

前的话。

我就斥责犹大的贵冑，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

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么。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忿怒越发临

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

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甚么担子进城。

（尼希米记 13：17－19）

尼希米为了解决犯安息日的问题。就命令在安息日开始的晚上，关锁城门，直到安息日过

了才打开。他在安息关闭了交通要道。

有意思的是，正如尼希米建立的制度规定的，现在犹太人周五下午两点就开始关门，在天

黑以前，开始停业，为安息日作准备。下午两点左右，商店就关门停止营业。太阳下山以

前，全家人都在家中聚集，由妈妈献上简短祷告，点燃安息日蜡烛，开始全家的安息日崇

拜。在耶路撒冷的一些地区，为了强化安息日，甚至不让任何车子在安息日驶过他们地

区。因此，就在耶路撒冷的一些街道设立路障，不让汽车在安息日经过。

在那里，一些男孩会堆一堆石头。如果你开车去那儿，就会被扔石头。当然在安息日背重

担，扔石头都是违规的。但他们觉得这样做很对。实际上，他们会向驶过他们地区的车子

扔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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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为了强化安息日，吩咐说：「天黑以前就关锁城门，直到安息日结束才打开。」

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

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

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阿，求你因这事记念我，照你

的大慈爱怜恤我。（尼希米记 13：20－22）

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实突，亚扪，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

实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

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

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尼希米记 13：23－25）

尼希米在严格整顿这些事情。扯下他们的头发，咒诅衣他们。当然，他们背约就是进到诅

咒之下。以前他们说过：「我们不会这么做，如果做了就受咒诅。」在前两章里，他们起

誓说若我们违约就受咒诅。现在他们已经息违背了自己的誓约，所以尼希米咒诅他们，拔

下他们的头发，打了其中几个人。他很严格。

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么。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

神所爱，神立他作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尼希米记

13：26）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外邦女子。所罗门王那样大有智慧，蒙上帝喜爱的人都被外邦女子引

诱犯罪。所以，这事一定非同小可。所罗门王在箴言中讲到用嘴谄媚，用眼示意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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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甚至说：「来吧，我丈夫出外旅行了，我的床用香熏了……」他说：「不要走进她的

家，因为那是地狱之门。」很多刚强的男子就是那样遭到败坏。所罗门说的很可能是自己

的亲身经历。他那么有智慧，蒙神喜爱，还被外邦女人引诱犯罪。女人就是他的陷阱。这

是一个咒诅，使他堕落了。

所以尼希米提醒他们：「你们要小心！否则，你们肯定没法胜过。像所罗门王这样有智慧

的人都被外邦女人引诱犯罪，你们犯同样的罪也一定会败坏。」

「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耶

何耶大的一个儿子，是和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尼希米记

13：27－28）

这里参巴拉是另外一个家伙，多比雅是一个，参巴拉是另一个人曾给尼希米带来不少麻烦

的人。

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耶何耶大的一个儿子，是和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

赶出去。我的神阿，求你记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

人所立的约。（尼希米记 13：28－31）

这就是尼希米的故事，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可敬的人。我喜欢他，喜欢他的精神，喜欢

他的勇气，喜欢他对神的奉献和委身。真高兴认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