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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項目 - CANTONE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Dp9EkiVs6E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
帶領回歸

1. 拉1-6章：回歸重建聖殿

 波斯王居魯士元年(538)，猶大省總督所羅巴伯
與祭司約書亞帶領回歸。

2. 拉7-10章：回歸教導律法

波斯王亞達薛西第七年(458)，文士以斯拉帶領
回歸，將神的律法教訓以色列人。

3. 尼1-13章：回歸重建城牆

波斯王亞達薛西二十年(444)，酒政尼希米回歸
作猶大省長，重建城牆。52日完成。



巴比倫皇家記錄
主前594年 （大英博物館）

 在巴比倫皇家記錄中﹐記載了巴比倫征
服亞述帝國和巴勒斯坦（王下24）。
並記載尼布革尼撒王攻佔耶路撒冷﹐並
擄走約雅斤王及立西底家為猶大首長﹐
猶大（以色列）國終於亡國了﹐在世界
歷史版圖中消失﹐正如聖經所記。



波斯王皇家記錄 主前538年（大英博物館）

 巴比倫帝國衰亡﹐波斯帝國取而代之﹐在這波斯帝
國皇家記錄中﹐記載波斯王寬容猶太人﹐容許他們
回國重建家園﹐正如聖經所記（以斯拉1﹕1-2）



尼希米城牆

2007年確認，
近糞廠門 30米長

https://watchjerusalem.co.il/793-discovered-nehemiahs-wall




尼希米記全書結構

1:1-2:8 尼希米聞耶路撒冷困境

2:9-20 仇敵阻撓

3:1-32 猶大人起來重建城牆

4:1-23 回應仇敵的攻擊

5:1-19 重整社會公義

6.1-14 仇敵謀殺計劃

6.15-7.3 城牆工程完畢

7.4-73 被擄歸回者的名單

8.1-12 眾民讀律法書

8.13-18 眾民守住棚節

9:1-38 眾民悔禱立約

10:1-27 立約守道者名單

10:28-39 立約之規條內容

11:1-36眾民名單

12:1-47 聖殿事奉者名單

13:1-31 繼續改革



哈迦利亞的兒子尼希米的言語如下：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書珊城堡中。 2那時，我
有一個兄弟哈拿尼，同幾個人從猶大來。我問他們那些被擄
歸回、剩下殘存的猶太人和耶路撒冷的情況。 3他們對我說：
「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餘民在猶大省那裏遭大難，受凌辱；
耶路撒冷的城牆被拆毀，城門被火焚燒。」 4我聽見這話，
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 神面前禁食祈禱

（尼一）




4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 神面前
禁食祈禱， 5說：「唉，耶和華—天上大而可畏的 神，向
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的 神啊， 6願你睜眼看，
側耳聽你僕人今日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人的祈
禱，承認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犯了
罪。 7我們向你所行的非常敗壞，沒有遵守你吩咐你僕人摩
西的誡命、律例、典章。 （尼一）



打好呢份工？


8求你記念所吩咐你僕人摩西的話，說：『你們若犯罪，我
就把你們分散在萬民中； 9但你們若歸向我，謹守遵行我的
誡命，你們被趕散的人雖在天涯，我也必從那裏將他們召集
回來，帶到我所選擇立為我名居所的地方。』 10他們是你的
僕人和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的。 11唉，
主啊，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祈禱，聽喜愛敬畏你名眾僕人的
祈禱，使你僕人今日亨通，在這人面前蒙恩。」

我是王的酒政。（尼一）



尼希米的靈性


4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

在天上的 神面前禁食祈禱…..


11…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祈禱……使你僕人今
日亨通，在這人面前蒙恩。我是王的酒政

1. 關懷、求知、上心

2. 禱告、認罪、祈求

3. 禱告、依靠、行動



小組分享討論：10 分鐘

尼希米說：

1. 我是王的酒政

2. 你的百姓

3. 你僕人

4. 聽你僕人的祈禱

5. 使你僕人今日亨通

你說：

1. 我是 __________

2. 你的百姓

3. 你僕人

4. 你僕人的祈禱是…..？

5. 你要修理的是甚麼？



你要修理的是甚麼？

靈命破口：不認真的信仰

事工破口：可支援的事工

聖潔破口：未清理的污垢

關係破口：要修補的感情

生命破口：未停止的惡習

使命破口：待突破的自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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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酒擺在王面前，我拿起酒來奉給
王。我在王面前從來沒有愁容。 2王對我說：「你既沒有病，
為甚麼面帶愁容呢？這不是別的，必是你心中愁煩。」於是我
非常懼怕。 3我對王說：「願王萬歲！我祖先墳墓所在的那城
荒涼，城門被火焚燒，我豈能面無愁容呢？」 4王對我說：
「你想求甚麼？」於是我向天上的 神祈禱。 5我對王說：
「王若以為好，僕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求王差遣我往猶大，到
我祖先墳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 6那時王后坐在
王的旁邊，王對我說：「你要去多久？幾時回來？」王看這事
為好，就派我去。我給王定了日期。（尼二）




7我又對王說：「王若以為好，求王賜我詔書，通知河西的省
長准我經過，直到猶大； 8又賜詔書，通知管理王園林的亞薩，
叫他給我木材，作為殿的營樓之門、城牆，和我自己要住的房
屋的橫梁。」王就允准我，因為我 神施恩的手幫助我。


9王派了軍官和騎兵護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長那裏，將王的
詔書交給他們。 10和倫人參巴拉和作臣僕的亞捫人多比雅，聽
見有人來為以色列人爭取利益，就很惱怒。（尼二）




11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裏停留了三天。 12夜間我和跟隨我
的幾個人起來；但 神感動我心要為耶路撒冷做的事，我並
沒有告訴人。只有我自己騎的牲口，沒有別的牲口在我那
裏。 13當夜，我出了谷門，往野狗泉去，到了糞廠門，察看
耶路撒冷的城牆，城牆被拆毀，城門被火焚燒。 14我又往前，
到了泉門，又到王池，但所騎的牲口沒有地方可以過去。


15於是我夜間沿溪而上，察看城牆，又轉身進入谷門，就回
來了。 16我往哪裏去，我做甚麼事，官長都不知道。
我也沒有告訴猶大人、祭司、貴族、
官長和其餘做工的人。（尼二）






17以後，我對他們說：「我們所遭的難，耶路撒冷怎樣荒涼，
城門被火焚燒，你們都看見了。來吧，讓我們重建耶路撒冷
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 18我告訴他們我 神施恩的手怎
樣幫助我，以及王向我所說的話。他們就說：「我們起來建
造吧！」於是他們使自己的手堅強，做這美好的工作。
（尼二）



小組分享討論：10 分鐘

尼希米說：

1. 我們所遭的難，耶路撒
冷怎樣荒涼…

2. 我告訴他們我神施恩的
手怎樣幫助我

3. 他們就說：「我們起來
建造吧！」

你說：

1. 我告訴他們我神施恩的手
怎樣幫助我 ……

2. 「我們起來建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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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但和倫人參巴拉、作臣僕的亞捫人多比雅和阿拉伯人基善
聽見就嗤笑我們，藐視我們，說：「你們所做的這事是甚麼
呢？要背叛王嗎？」


20我回答他們的話，對他們說：「天上的 神必使我們亨通。
我們作他僕人的，要起來建造；你們卻在耶路撒冷無份、無
權、無名號。」（尼二）



 4 參巴拉聽見我們建造城牆就發怒，非常惱恨，並嗤笑猶太
人。 2他對他的弟兄和撒瑪利亞的軍兵說：「這些軟弱的猶太人
做甚麼呢？要為自己重建嗎[a]？要獻祭嗎？要一日完工嗎？要使
土堆裏火燒過的石頭再有用嗎？」 3亞捫人多比雅在一旁說：
「他們所修造的石牆，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崩裂。」


4我們的 神啊，求你垂聽，因為我們被藐視。求你使他們的毀
謗歸於他們自己頭上，使他們在被擄之地成為掠物。 5不要遮掩
他們的罪孽，不要使他們的罪惡從你面前塗去，因為他們在修造
的人前面惹你發怒。 6這樣，我們修造城牆，整個城牆就連接起
來，到一半高，因為百姓一心做工。（尼四）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B0%BC%E5%B8%8C%E7%B1%B3%E8%A8%98+4&version=RCU17TS



7參巴拉、多比雅、阿拉伯人、亞捫人和亞實突人聽見耶路撒冷
城牆正在修造，破裂的地方開始進行修補，就非常憤怒。 8大家
同謀要來攻打耶路撒冷，使城混亂。 9然而，我們向我們的 神
禱告，又因他們的緣故，就派人站崗，晝夜防備他們。


10但猶大有話說：「扛抬的人力氣衰弱，瓦礫太多，我們自己不
可能建造城牆。」


11我們的敵人說：「趁他們不知道，看不見的時候，我們進入他
們中間，殺了他們，使工作停止。」


12那靠近敵人居住的猶太人十次從各處來見我們，說：「你們必
須回到我們那裏。」 （尼四）




13我叫百姓站在城牆後邊低窪的空處，使百姓各按宗族站着，
拿刀、拿槍、拿弓。 14我察看了，就起來對貴族、官長和其
餘的百姓說：「不要怕他們！當記得主是大而可畏的。你們
要為你們的弟兄、兒女、妻子、家園爭戰。」


15仇敵聽見我們知道了他們的計謀， 神也破壞他們的計謀，
我們就都回到城牆那裏，各做各的工。 16從那日起，我的僕
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槍、拿盾牌、拿弓、穿鎧甲，官長都站
在猶大全家的後邊。 （尼四）




17他們建造城牆；扛抬材料的人扛抬的時候，一手做工，一手
拿兵器。


18建造的人都腰間佩刀建造，吹角的人在我旁邊。 19我對貴族、
官長和其餘的百姓說：「這工程浩大，範圍遼闊，我們在城牆上
彼此相離很遠。 20你們一聽見角聲在哪裏，就聚集到我們那裏
去。我們的 神必為我們爭戰。」


21於是，我們做這工程，一半的人拿槍，從天亮直到星宿出現的
時候。 22那時，我又對百姓說：「各人和他的僕人當在耶路撒
冷過夜，好為我們夜間守衛，白晝做工。」 23這樣，我和弟兄
僕人，以及跟從我的衛兵都不脫衣服，
各人打水時也拿着自己的兵器。（尼四）



小組分享討論：10 分鐘

尼希米面對藐視、恐嚇、
焦慮、自保說：

1. 不要怕他們！當記得主
是大而可畏的…

2. 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3. 一聽見角聲在哪裏，就
聚集

你面對藐視、恐嚇、焦慮、
自保說：

1. ……

2. ……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