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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記全書結構 

1:1-2:8 尼希米得聞耶路撒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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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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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性的重建 
1. 信仰（回到神的殿） 
2. 真理（回到神的話） 
3. 群體（回到神的家） 



以斯拉的讀經工程 

信仰的復興： 

回到神的話 

明白神的話 

活在神的話 

活出神的話 

 



9 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頭蒙
灰塵。 2 以色列人[a]就與一切外邦人離絕，站著承認自己
的罪惡和列祖的罪孽。 3 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
地方，念耶和華他們神的律法書；又四分之一，認罪，
敬拜耶和華他們的神。4 耶書亞、巴尼、甲篾、示巴尼、
布尼、示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臺上，大聲
哀求耶和華他們的神。 （尼九）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B0%BC%E5%B8%8C%E7%B1%B3%E8%A8%98+9&version=CUVMPT


5 利未人耶書亞、甲篾、巴尼、哈沙尼、示利比、荷第雅、示
巴尼、毗他希雅說：「你們要站起來稱頌耶和華你們的神，
永世無盡！耶和華啊，你榮耀之名是應當稱頌的，超乎一切
稱頌和讚美！ 6 你，唯獨你，是耶和華。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
並天上的萬象，地和地上的萬物，海和海中所有的，這一切
都是你所保存的，天軍也都敬拜你。 7 你是耶和華神，曾揀選
亞伯蘭，領他出迦勒底的吾珥，給他改名叫亞伯拉罕。 8 你見
他在你面前心裡誠實，就與他立約，應許把迦南人、赫人、
亞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革迦撒人之地賜給他的後
裔，且應驗了你的話，因為你是公義的。 



9 「你曾看見我們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聽他們在
紅海邊的哀求， 10 就施行神蹟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僕
並他國中的眾民身上。你也得了名聲，正如今日一樣，
因為你知道他們向我們列祖行事狂傲。 11 你又在我們列
祖面前把海分開，使他們在海中行走乾地，將追趕他們
的人拋在深海，如石頭拋在大水中。 12 並且白晝用雲柱
引導他們，黑夜用火柱照亮他們當行的路。 13 你也降臨
在西奈山，從天上與他們說話，賜給他們正直的典章、
真實的律法、美好的條例與誡命。   
（尼九） 



 14 又使他們知道你的安息聖日，並藉你僕人摩西傳給他
們誡命、條例、律法。 15 從天上賜下糧食充他們的飢，
從磐石使水流出解他們的渴，又吩咐他們進去得你起誓
應許賜給他們的地。 
16 「但我們的列祖行事狂傲，硬著頸項不聽從你的誡
命， 17 不肯順從，也不記念你在他們中間所行的奇事，
竟硬著頸項，居心悖逆，自立首領，要回他們為奴之地。
但你是樂意饒恕人，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
豐盛慈愛的神，並不丟棄他們…………………….  



 35 他們在本國裡沾你大恩的時候，在你所賜給他們這
廣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轉離他們的惡
行。 36 我們現今做了奴僕；至於你所賜給我們列祖享
受其上的土產並美物之地，看哪，我們在這地上做了
奴僕！37 這地許多出產歸了列王，就是你因我們的罪
所派轄制我們的。他們任意轄制我們的身體和牲畜，
我們遭了大難。」 38 因這一切的事，我們立確實的約，
寫在冊上，我們的首領、利未人和祭司都簽了名。 
（尼九）  
 



10 簽名的是：哈迦利亞的兒子省長尼希米和西底家； 2 祭司西萊雅、
亞撒利雅、耶利米、 3 巴施戶珥、亞瑪利雅、瑪基雅、 4 哈突、示巴尼、
瑪鹿、 5 哈琳、米利末、俄巴底亞、 6 但以理、近頓、巴錄、 7 米書蘭、
亞比雅、米雅民、 8 瑪西亞、璧該、示瑪雅； 9 又有利未人，就是亞散尼
的兒子耶書亞、希拿達的子孫賓內、甲篾， 10 還有他們的弟兄示巴尼、
荷第雅、基利他、毗萊雅、哈難、 11 米迦、利合、哈沙比雅、 12 撒刻、
示利比、示巴尼、 13 荷第雅、巴尼、比尼努； 14 又有民的首領，就是巴
錄、巴哈摩押、以攔、薩土、巴尼、 15 布尼、押甲、比拜、 16 亞多尼雅、
比革瓦伊、亞丁、 17 亞特、希西家、押朔、 18 荷第雅、哈順、比
賽、 19 哈拉、亞拿突、尼拜、 20 抹比押、米書蘭、希悉、 21 米示薩別、
撒督、押杜亞、22 毗拉提、哈難、亞奈雅、 23 何細亞、哈拿尼雅、哈
述、 24 哈羅黑、毗利哈、朔百、 25 利宏、 
哈沙拿、瑪西雅、 26 亞希雅、哈難、亞難、 
 27 瑪鹿、哈琳、巴拿。  
（尼十）  



 
28 其餘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門的、歌唱的、尼
提寧和一切離絕鄰邦居民歸服神律法的，並他們的
妻子、兒女，凡有知識能明白的， 29 都隨從他們貴
胄的弟兄發咒起誓，必遵行神藉他僕人摩西所傳的
律法，謹守遵行耶和華我們主的一切誡命、典章、
律例， 30 並不將我們的女兒嫁給這地的居民，也不
為我們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31 這地的居民若在 
安息日，或什麼聖日，帶了貨物或糧食來賣給我們，
我們必不買。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種，凡欠我們債的
必不追討。 （尼十）  
 



32 我們又為自己定例，每年各人捐銀一舍客勒三分之一，
為我們神殿的使用， 33 就是為陳設餅、常獻的素祭和
燔祭，安息日、月朔、節期所獻的與聖物，並以色列
人的贖罪祭，以及我們神殿裡一切的費用。 34 ….獻祭的
柴……地上初熟的土產…..頭胎的兒子和首生的牛羊……….
初熟之麥子所磨的麵和舉祭、各樣樹上初熟的果子、
新酒與油奉給祭司，收在我們神殿的庫房裡；把我們
地上所產的十分之一奉給利未人......39 …這樣，我們就不
離棄我們神的殿。 （尼十一）  



11 百姓的首領住在耶路撒冷，其餘的百姓掣籤，每十人中使
一人來住在聖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別的城邑。 2 凡甘心樂
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為他們祝福。 
 
3 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寧和所羅門僕人的後裔都住
在猶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業中。本省的首領住在耶路撒冷的
記在下面： 4 其中有些猶大人和便雅憫人，猶大人中有法勒斯
的子孫烏西雅的兒子亞他雅，烏西雅是撒迦利雅的兒子，撒迦
利雅是亞瑪利雅的兒子，亞瑪利雅是示法提雅的兒子，示法提
雅是瑪勒列的兒子。…. （尼十一）  
 



27 耶路撒冷城牆告成的時候，眾民就把各處的利未人招
到耶路撒冷，要稱謝、歌唱、敲鈸、鼓瑟、彈琴，歡歡
喜喜地行告成之禮 ……….  
 

31 我帶猶大的首領上城，使稱謝的人分為兩大隊，排列
而行。第一隊在城上往右邊向糞廠門行走。 32 在他們後
頭的有何沙雅與猶大首領的一半；…….都拿著神人大衛
的樂器。文士以斯拉引領他們。 37 他們經過泉門往前，
從大衛城的臺階隨地勢而上，在大衛宮殿以上，直行到
朝東的水門。 （尼十二）  
 





38 第二隊稱謝的人要與那一隊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
跟隨他們，在城牆上過了爐樓，直到寬牆， 39 又過了以
法蓮門、古門、魚門、哈楠業樓、哈米亞樓，直到羊門，
就在護衛門站住。 40 於是，這兩隊稱謝的人，連我和官
長的一半，站在神的殿裡。  …….歌唱的就大聲歌唱，伊
斯拉希雅管理他們。 43 那日，眾人獻大祭而歡樂，因為
神使他們大大歡樂，連婦女帶孩童也都歡樂，甚至耶路
撒冷中的歡聲聽到遠處。  
（尼十二）  
 



44 當日，派人管理庫房，將舉祭、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
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
的份，都收在裡頭。猶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職，就歡樂
了。 45 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並守潔淨的禮。歌
唱的、守門的照著大衛和他兒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
行。 46 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的伶長並有讚
美稱謝神的詩歌。 47 當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候，以色列
眾人將歌唱的、守門的每日所當得的份供給他們，又給利
未人當得的份，利未人又給亞倫的子孫當得的份。（尼十
二）  



尼希米的領導 

1. 平衡的領導：禱告、行政、督導、工作 

2. 禱告  

3. 計劃執行 

4. 動員鼓勵 

5. 辛勞工作 

6. 毋懼逆境：藐視、攻擊、陰謀、謊言、 
假先知、不公義  

7. 以身作則的領導  





尼希米的靈性 

1. 充滿禱告，也充滿策略   

2. 努力不懈，也依靠上帝   

3. 組織工作，也人本管治   

4. 勇敢正直，也謙卑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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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王問我說：「你要求什麼？」於是我默禱天上的神。（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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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頭上…. （尼4） 
19 我的神啊，求你記念我為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於我。（尼5） 
14 我的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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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4 我的神啊，求你因這事記念我，不要塗抹 
我為神的殿與其中的禮節所行的善。（尼13） 

我的神啊，求你記得他們的罪…… 
我的神啊，求你記念我，施恩於我。 
（尼13） 



小組分享討論：15 分鐘 

尼希米的靈性： 
 

1. 充滿禱告，也充滿策略   

2. 努力不懈，也依靠上帝   

3. 組織工作，也人本管治   

4. 勇敢正直，也謙卑無私  

 

小組分享： 
 

你在尼希米身上學習到
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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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告成 



13 在那日，百姓聽到人朗讀摩西的律法書，發現書上
寫着，亞捫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 神的會； 2 因為他們
沒有拿食物和水來迎接以色列人，卻雇了巴蘭詛咒他們，
但我們的 神使那詛咒變為祝福。 3 以色列人聽見這律
法，就與所有不同族羣的人分別出來。 （尼十三）  
 
 



4 在這之前，與多比雅結親的以利亞實祭司，受派管理我們 
神殿中的庫房， 5 為多比雅預備了一間大屋子，就是從前收存
素祭、乳香、器皿，和照例供給利未人、歌唱者、門口守衛
的五穀、新酒和新油的十分之一，以及歸祭司之舉祭的屋
子。 6 當這一切事發生的時候，我不在耶路撒冷，因為巴比倫
王亞達薛西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裏。過了多日，我又向王
告假。 7 我來到耶路撒冷，才知道以利亞實為多比雅所做、在 
神殿的院內為他預備屋子的那件惡事。 8 我非常憤怒，就把多
比雅的一切家具都從屋子裏拋出去。 9 我又吩咐人潔淨這屋子，
然後將 神殿的器皿、素祭和乳香搬回那裏。 
 



10 我發現利未人當得的份無人供給他們，甚至供職的利未
人與歌唱的都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 11 我就斥責官長說：
「你們為何不顧 神的殿呢？」於是我召集利未人，使他
們在自己的崗位上供職。 12 猶大眾人就把五穀、新酒和新
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庫房。 13 我派示利米雅祭司、撒督文士
和利未人毗大雅作司庫管理庫房，副手是哈難；哈難是撒
刻的兒子，撒刻是瑪他尼的兒子；這些人都是忠實的，他
們的職務是分派他們弟兄所當得的份。 14 我的 神啊，求
你因這事記念我，不要塗去我為 神的殿與其中的禮儀所
獻的忠心。 



15 那些日子，我在猶大見有人在安息日踹醡酒池，搬運
禾捆馱在驢上，又把酒、葡萄、無花果和各樣的擔子
在安息日扛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們賣食物的那日警
戒他們。 16 有一些住在城裏的推羅人也把魚和各樣貨
物運進來，甚至在耶路撒冷，在安息日賣給猶大
人。 17 我就斥責猶大的貴族，對他們說：「你們怎麼
會做這惡事干犯安息日呢！ 18 你們祖先豈不是這樣做，
以致我們的 神使一切災禍臨到我們和這城嗎？你們
竟干犯安息日，使憤怒越發臨到以色列！」  
（尼十三）  



 
19 安息日前一日黃昏的時候，我吩咐人把耶路撒冷
城門鎖上；我又吩咐，不過安息日不准開門。我也
派幾個僕人在城門口站崗，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挑擔
子進城。 20 於是商人和販賣各樣貨物的人，有一兩
次在耶路撒冷城外過夜。 21 我警告他們說：「你們
為何在城牆前過夜呢？若再這樣，我必下手辦你
們。」從此以後，他們在安息日就不再來了。 22 我
吩咐利未人潔淨自己來守城門，使安息日分別為聖。
我的 神啊，求你因這事記念我，照你豐盛的慈愛
憐憫我。 （尼十三）  
 



23 那些日子，我又看見猶太人娶了亞實突、亞捫和摩押的女子
為妻。 24 他們的兒女，一半說亞實突話，或其他種族的方言，
不會說猶大話。 25 我就斥責他們，詛咒他們，打了他們幾個人，
拔下他們的鬍鬚，叫他們指着 神起誓：「你們不可把自己的
女兒嫁給外邦人的兒子，也不可為自己和兒子娶他們的女
兒。 26 以色列王所羅門不也在這樣的事上犯罪嗎？在許多國家
中並沒有一位王像他，蒙他 神喜愛， 神立他作王治理全以
色列。然而，連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誘犯罪。 27 我們豈能聽憑你
們行這一切大惡，娶外邦女子干犯我們的 神呢？」 



28 以利亞實大祭司的孫子，耶何耶大的一個兒子是和倫人參巴
拉的女婿，我就把他從我這裏趕出去。 
 
29 我的 神啊，求你記得他們的罪，因為他們玷污了祭司的職
分，違背祭司和利未人的約。 
30 這樣，我潔淨他們，使他們脫離屬外邦人的一切；我又分派
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們各盡其職， 31 按定期奉獻木柴和
初熟的土產。 
 
我的 神啊，求你記念我，施恩於我。  
（尼十三）  
 完 



選民的重建 
1. 聖殿 
2. 律法 
3. 京城 

還欠甚麼？ 



以西結 

25 我必灑清水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
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絕一切的偶
像。 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
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結36） 570 B.C. 

耶利米 
 31 「看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
大家另立新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32 這約
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
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
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31）580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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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 

24 「為你百姓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要止
住罪過，除淨罪惡，贖盡罪孽，引進永恆的公義，
封住異象和預言，並膏至聖所[b]。 25 你當知道，當
明白，從發出命令恢復並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
的君出現，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耶路撒冷城
連街帶濠都必在艱難中恢復並重建。 26 過了六十二
個七，那受膏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百
姓來毀滅這城和聖所，它的結局必如洪水沖沒。必
有戰爭，一直到末了，荒涼的事已經定了。（但9） 
530 B.C.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4%BD%86%E4%BB%A5%E7%90%86%E6%9B%B8+9&version=RCU17TS


以賽亞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
卻以為他受責罰，是被 神擊打苦待。5 他為我們
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
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
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10 耶和華的旨意
要壓傷他，使他受苦。當他的生命作為贖罪祭時，
他必看見後裔，他的年日必然長久。 
（賽53）700 B.C. 



希伯來書
作者 

11 所有的祭司天天站着事奉 神，屢次獻
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罪。 12 但
基督獻了一次永遠有效的贖罪祭，就坐在 
神的右邊，（希10） 

37 耶穌大喊一聲，氣就斷了。  
38 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可15） 



保羅 

18 我也知道，住在我裏面的，就是我肉體之中，沒
有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
我。 19 我所願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願意的
惡，我反而去做。…… 22 因為，按着我裏面的人，
我喜歡 神的律， 23 但我看出肢體中另有個律和
我內心的律交戰，把我擄去，使我附從那肢體中
罪的律。 24 我真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必死的身
體呢？ 25 感謝 神，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
（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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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 

但以理 



靈性的重建 
1. 信仰 
2. 真理 
3. 群體 

1. 新約 
2. 基督救贖 
3. 聖靈 



小組分享討論：15 分鐘 

尼希米記 

1. 宗教的不足 

2. 聖靈的更新 

小組分享： 

看見以色列人的後退，你有何感覺？ 

怎樣才可以聖靈的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