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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默想】──神見證的恢復 
 

本書的主要內容──神眷顧以色列餘民，在尼希米領導下重建聖城，使神子民獲得保障；並且進一步以律

法和與律法相配的生活，重建他們所失去的事奉和敬拜。 

本書的主要事實──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與重建神子民分別為聖的生活。 

本書的主要人物──尼希米。 

 

6月 15 日 

讀經 第 1章 第 2章 第 3章 

主題 尼希米決定返回猶大 籌建聖城城牆 建城的工程和建城的人 

鑰句 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 我們起來建造罷 其次是… 

鑰節：【尼一 3～4】「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在猶大省遭大難，受淩辱；並且耶路撒冷

的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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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默想：本書記載尼希米為耶路撒冷遭難禱告。以色列自所羅巴伯帶領歸回故土、重建聖殿、聖殿落成後約

六十年，以斯拉另帶領一批人返回，重建聖潔的生活，帶進屬靈的復興。可是周遭的敵人屢作破壞

性的攪擾，百姓遭大難， 受凌辱；耶路撒冷城牆被拆毀，城門被火焚燒。消息傳到在波斯國長大

之猶大貴族尼希米耳裡，他心如刀割，悲哀、哭泣，禁食禱告，決心放下高貴的地位和優裕的生

活，冒著生命的危險，向王懇求准他回去故土，重建城牆。這事發生在主前 445年，離猶太人第一

次回國大約九十年。 

本章我們看見尼希米是一個以神的事為念的人。當他听見哈拿尼報告聖城和神的選民的光景，他就

「坐下哭泣，悲哀幾日禁食祈禱」。弟兄姊妹，我們所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享受和前途呢？還是

神對於祂百姓的心意與計劃呢？尼希米為耶城的荒涼毀壞的光景禱告。今日，我們是否為所處的教

會的光景禱告呢？ 

鑰節：【尼二 1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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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罷！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淩辱。我告訴他們我神施恩的手怎樣幫助

我，並王對我所說的話。他們就說，我們起來建造罷！於是他們奮勇作這善工。」 

默想：本章記載尼希米返回耶路撒冷。尼希米是一個能影響眾人的人。現在他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牆異象

的和使命，成為全民的異象和使命。尼希米也是一個滿有負擔和行動的人。他抵到了耶路撒冷，夜

間起來，秘密巡視城牆倒塌的情況。當他瞭解了那荒涼的光景，就立刻勸勉百姓要起來重建城牆。

尼希米先是向他們指明聖城荒涼毀壞的光景(二 17上)，也說明重建城牆的目的──免得再受辱(二

17下)；後來又見證神施恩的手怎樣幫助他，就鼓勵他們說：「我們起來建造吧！」(二 18) 。於

是他們奮勇做這善工。 

「起來建造」是神對每一世代的基督徒的呼召。我們是否也答應了神的呼召，起來重建城牆(神家

的見證)，免得再受羞辱嗎？ 

鑰節：【尼三 1～2】「那時，大祭司以利亞實和他的弟兄眾祭司起來建立羊門，分別為聖，安立門扇，

又築城牆到哈米亞樓，直到哈楠業樓，分別為聖。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音利的兒子撒刻建

造。」 

默想：本章記載建城牆的工人和工程。本章我們看見全民全體總動員，分工合作地參與建牆的工程。尼希

米修建城牆有妥善的計畫。他把工程分成四十二組的工作小組，每組均修築對著自己房屋的城牆。

尼希米安排的工作都是近自己的家。這是啟示基督徒的見證的原則，是以家庭作起點；基督徒的家

庭如何，教會也必如何。當我們求神復興教會的時候，是否想到家庭方面有沒有復興？ 

  在修建城牆和城門的名單中，參與的人有銀匠、商人、作香的、貴冑、女兒，說出他們不論地位、

不分男女、不限族別和年齡，都承擔起他們修建的責任。本章有三個字出現的次數最多，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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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其次是…』，一共出現了三十一次，說出了他們是在交通中建造，而工程是按步就

班，彼此銜接，沒有疏漏。 

禱告：神啊！謝謝祢為我們立下尼希米這樣好的榜樣：為著神家著急甚至哭泣，隨時多方的禱告，因著異

象有那不妥協的使命感，為著神家付上代價，發揮屬靈的影響力帶下神子民的復興。此時求祢也激

動人我們的心，關切教會的荒涼，起來建造祢的教會。 

詩歌：【建造當趁今日】（《詩歌選集》242 首第 2，3節） 

(二) 我們何等眼瞎，只顧自己的事務，任憑神殿荒涼─哦主，你必須有路！ 

我們情願上山取木，為建你殿勞碌；絕不再說：『且等明日，』建造當趁今日！ 

(三) 哦主，此時此境，激動人起來建造， 正如大衛之日，自動答應你呼召。 

同心合意，配搭一起，受此託付，多好！我們所喜，是你心意，主，我們來建造。 

視聽──建造當趁今日～churchinmarlboro.org 

6月 16 日 

讀經 第 4章 第 5章 第 6章 

主題 勝過仇敵的反對 應付內部的危機 建城工程勝利完成 

鑰句 專心作工 但我因敬畏神不這樣行 城牆修完了 

鑰節：【尼四 6】「這樣，我們修造城牆，城牆就都連絡，高至一半，因為百姓專心做工。」 

默想：本章記載仇敵的阻擾與因應措施。面對外來敵人的攻擊，尼希米的反應就是信心的禱告、專心的工

作、和同心的爭戰。「百姓專心作工』照原文可另譯「百姓一心一意的工作」。當神的復興帶進來

的時候，我們看見神的選民分工合作，專心修造城牆。在此，仇敵有參巴拉、多比雅、亞拉伯人、

亞捫人和亞實突人起來阻止尼希米修造城牆。當仇敵攻擊他們的時候，他們沒有因為困難而放棄，

也沒有喪失信心，只是「一心一意的工作」。對仇敵的譏笑、毀謗、藐視，尼希米和他的眾同工，

沒有心灰手軟，也不答辯，也不報復，只是把全心全力，去完成神所呼召他們作的工。他們合成一

片，一半作工，一半拿著武器防御，時刻儆醒，夜不解衣，專心守望(四 16～17)。他們終於一共

用了五十二天，完成修好城牆的工程(六 15～16)。當神的子民同心合意，必能解決重大的難題，

完成神的託付。 

鑰節：【尼五 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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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我恆心修造城牆，並沒有置買田地；我的

僕人也都聚集在那裏做工。」 

默想：本章記載尼希米如何應付內部的危機。尼希米是一位應付和處理危機的高手。在重建城牆期間，他

們內部發生了嚴重的社會兩極化的問題。由於高利貸的壓迫，神的選民窮到甚至賣田、賣地、賣

屋、還賣身作奴僕。尼希米不但訴諸以理，並且動之以情，力勸富人歸還從取利而獲得的田地，並

歸還從所借的銀錢、糧食、新酒和油取得的利息。他們同心說：『阿們！』。尼希米本人也以身作

則：(1)放棄十二年任省長的俸祿，因為這是從百姓身上所取的人頭稅；(2) 也沒有向百姓苛索生

活所需，反而慷慨設席供應食物；(3)並且沒有為自己購買田產，把全部精力致力於讓百姓安居。

在今日的教會中，我們何等需要像尼希米這樣的神的僕人。 

鑰節：【尼六 15～16】「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們一切仇敵、四圍的外邦

人聽見了便懼怕，愁眉不展；因為見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 神。」 

默想：本章記載尼希米如何勝過敵人攻擊的陰謀和毀謗。本章我們看見敵人偽裝、造謠、威脅，想盡辦法

攻擊尼希米本人，叫建城牆的工程不能夠繼續進行；但尼希米不上當、不妥協、不懼怕、也絕不讓

步。本章中用了五次懼怕，前四次（9、13、14、19）是仇敵要讓尼希米懼怕，以致他手軟，工作

不能成就；但他不懼怕，結果仇敵反而懼怕（16），因為他們見重修城牆的工作完成是出乎神。雖

然尼希米不斷的遇到反對，面對的困難一個比一個的大，但城牆卻建得一天比一天高，結果城牆在

短短五十二天內修建完成了。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n%20tenderne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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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神啊！何等的美，「百姓專心做工」，當祢的子民復興的時候，仇敵就必定會來破壞。讓我們也要

學習尼希米和他的夥伴們，用信心的禱告堅定我們的手，專心地工作，不看環境，同心合意不中撒

但分裂的詭計，為著神的家付上代價來建造。 

詩歌：【堅定我手！焚燒我靈！】（《詩歌選集》 632 首 第 1，4 節） 

(一) 哦主，天天呼召祢僕人前去征討，靈裏火熱，心歡喜，我們來跟隨祢。  

我們是祢精兵，領我爭戰得勝。  

(和)  堅定我手！焚燒我靈！奉主大名，必定得勝；  

奉主大名，必定得勝！堅定我手！焚燒我靈！  

(四) 爭戰、受苦、禱告！勝利終必得到；贏得榮耀和冠冕，永遠同主掌權。  

爭戰、受苦、禱告！有日必得榮耀。  

視聽──堅定我手！焚燒我靈～詩歌音樂 

6月 17 日 

讀經 第 7章 第 8章 第 9章 

主題 看守城牆和被擄歸回的名單 使百姓明白神的律法 百姓禁食、悔改 

鑰句 忠信又敬畏神 將律法書帶到 承認自己的罪惡 

鑰節：【尼七 1～2】「城牆修完，我安了門扇，守門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

哈拿尼和營樓的宰官哈拿尼雅管理耶路撒冷；因為哈拿尼雅是忠信的，又敬畏 神過於眾人。」 

默想：本章記載看守城牆和被擄歸回之人的名單。哈拿尼雅被揀選看守城門。這是因為他是一個「忠信

的」，又是「敬畏神過於眾人」──意即信實且忠心的人。當時的環境險惡，為了防止敵人的破壞

和攻擊，需要像哈拿尼雅這樣的人，負起保護整個耶路撒冷的安危。而他這忠信和敬畏的特點正是

每一位神的僕人所不可少的。在教會的服事，我們是否照著神的旨意，忠心所託付的職份，並在任

何事工當中敬畏神呢？ 

鑰節：【尼八 1～2】「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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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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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本章記載以斯拉宣讀律法書和百姓的回應。本章我們看見耶路撒冷的大復興是從神的話語開始的。

當以斯拉宣讀律法，百姓都聚集在一處，認真地側耳而聽（尼八 3），並且都恭謹地一同站起來

（尼八 5）。百姓聽了律法之後，感動得竟然都哭了起來（尼八 9）；然後大大地快樂，因為明白

所教訓他們的話（尼八 12）；並且遵行神的話，喜樂地守住棚節（尼八 14～17）。本章記載了至

少三次不同的聚會（尼八 2， 13， 18）。所以，我們要格外珍惜教會的聚會；在每一次的聚會

中，更看重、更深地體驗到所聽到神的話語，必然能點燃教會復興的火。 

神的話語觸動了眾民的心靈，從而帶進屬靈的復興。我們是否專心、恭謹地聆聽神的話，讓祂的話

改變我們的生命，影響我們的生活呢？ 

鑰節：【尼九 1～2】「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頭蒙灰塵。以色列人就與一切外

邦人離絕，站著承認自己的罪惡和列祖的罪孽。」 

默想：本章記載百姓禁食禱告和認罪。本章我們看見以色列人復興的原則是真實的認罪禱告。他們認罪禱

告的內容如下： 

(1) 耶和華是造物者，也是呼召亞伯拉罕者，與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者（6～15）； 

(2) 以色列人在曠野任意妄為、背逆神，但神還是不停止施恩帶領他們（16～21）； 

(3) 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後，仍然背逆神、拒絕律法，不聽先知的警告，以致最終被擄（22～

31）； 

(4) 以色列人今日歸回，求神赦免，救他們脫離被擄的後果（32～37）。 

以色列人不分年齡、不分性別、不分階級，都一同來到神面前，整整用三個小時，向神認罪禱告。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們有沒有花時間向神認罪禱告呢？ 

hhttp://www.agvnacc.org/Hymns/C632_1_4.MP3
hhttp://www.agvnacc.org/Hymns/C632_1_4.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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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主啊！我們從前追求世福、貪享安樂，屢屢得罪了祢。求祢赦免我們！復興我們！讓我們從今更深

愛祢。 

詩歌：【願我愛你更深】《聖徒詩歌》224首第 2節) 

前我追求世福、 貪享安樂，今只尋求基督，解我乾渴； 

我今惟獨切慕：愛你更深，我主，愛你更深， 愛你更深！ 

我的主，我心愛你，我的主，我渴慕你， 

 願你愛來吸引我，使我心單單愛你， 

 哦耶穌，我需要你，煉淨我，完全屬你。 

 願你愛來摸著我，使我心，全然屬你。 

視聽──願我愛你更深～churchinmarlboro.org 

6月 18 日 

讀經 第 10章 第 11章 

主題 重新和神立約和約的內容 定居耶路撒冷的人 

鑰句 歸服神律法 凡甘心樂意住在耶路撒冷的 

鑰節：【尼十 2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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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隨從他們貴冑的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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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本章記載以色列人重新與神立約和約的內容。本章我們看見以色列人復興的另一原則是完全委身，

他們與神立約，重新調整與神和人的關係。這約說出他們最關心的是──神的誡命，神的殿，事奉

神的人。在舊約中，神的子民受律法的要求而順服神，而今天我們乃是因主的愛激勵而順服祂。 

在尼希米記八至十章中，我們看見屬靈復興的原則：(1)看重神的話語(八章)；(2)認罪禱告(九

章)；(3)完全委身(十章)。我們是否願付代價，將這樣的原則付諸行動，而得著屬靈的復興呢？ 

鑰節：【尼十一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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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甘心樂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為他們祝福。」 

默想：本章我們看見尼希米關心耶路撒冷人口稀少的問題，因為耶路撒冷仍然處於「城是廣大，其中的民

卻稀少，房屋還沒有建造」(七 4)。耶路撒冷是聖殿所在，為了避免耶路撒冷城繼續荒涼，尼希米

安排的對策就是首領，十分之一抽到的平民，以及樂意的人到耶路撒冷居住，而其他人各住在自己

的地業中。 

領袖沒有選擇的餘地，必須住在耶路撒冷城裏面。我們是否關心教會的見證並負見證的責任，甘願

付更多的代價守住神所召我們的服事範圍呢？另有「甘心樂意」的人定居在耶路撒冷。如果神要我

們去一個環境並不理想的地方，我們是否會甘心樂意前往呢？ 

禱告：主啊！求祢以愛吸引我們，重新調整與祢的關係，使我們對祢全然順服，全然委身。 

詩歌：【主我願單屬你】《我心旋律詩歌詩集 第一輯) 

我的主，我心愛你，我的主，我渴慕你， 

 願你愛來吸引我，使我心單單愛你， 

 哦耶穌，我需要你，煉淨我，完全屬你。 

 願你愛來摸著我，使我心，全然屬你。 

視聽──主我願單屬你～churchinmarlboro.org 

6月 19 日 

讀經 第 12章 第 13章 

主題 祭司名單與城牆告成之禮 尼希米的整頓和恢復 

鑰句 歡樂 求你因這事紀念我 

鑰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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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22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nlyforyo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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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本章我們看見在行城牆奉獻之禮的日子，神使每一個人的心受感動。奉獻之禮的過程，提到幾方面

重要的事：(1)所有利未人潔淨自己和城門並城牆；(2)兩大詩班隊感恩讚美和敬拜，並在聖殿會

合；(3)在歡樂聲中，獻上許多的祭物。 

「歡樂」(43～44節)這詞在本章出現四次，可見每個人看見了奉獻之禮的榮耀是何等的歡樂。我

們是否看見神大能的作為，心被恩感，而大大的歡樂呢？ 

鑰節：【尼十三 14】「我的 神啊，求你因這事紀念我，不要塗抹我為 神的殿與其中的禮節所行的

善。」【尼十三 22】「我吩咐利未人潔淨自己，來守城門，使安息日為聖。我的 神啊，求你因

這事紀念我，照你的大慈愛憐恤我。」【尼十三 29】「我的神啊，求你紀念他們的罪，因為他們

玷污了祭司的職任，違背你與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約。」 

默想：尼希米是一個禱告的人。本書記載尼希米至少有十一次的禱告；書中是以禱告開始（一 4～11；二

4），以禱告進行（四 4，9；六 9，14），以禱告結束（十三 14，22，29，31）。尼希米這名字的

原意是「耶和華是安慰」。我們在本書中常看見，當他遭遇患難和攻擊的時候，他只尋求耶和華作

他的安慰。而他也把安慰帶給了百姓及耶路撒冷。在本章中尼希米共有四次禱告：「我的神啊」」

(十三 14，22，29，31)，三次求神「記念」(十三 14，22，31)他為神所做的一切工作，施恩與

他。「記念」原文的意思是「想起」，有想念、顧念、追念、記念的意思。請記住：記念尼希米的

神就是記念我們的神。 

禱告：神啊，願我們也能像尼希米一樣，作個得勝者，帶進教會的復興；也能像他一樣的禱告：「我的神

啊，求祢記念我，施恩與我。」 

詩歌：【主，你正懷念我！】(《聖徒詩歌》512 首) 

一 當我遇見試煉災殃，經過荊棘豺狼之疆； 

我有一個甘美思想，就是主懷念我。 

(副) 主，你正懷念我！主，你正懷念我！ 

我怕甚麼？有你親近，並且還懷念我！ 

二 今生憂慮、苦難、折磨，使我心思都變昏黑， 

但是苦境使我記得：主，你正懷念我！  

三 所以，無論愁雲多少，無論安樂，或是苦惱， 

我已滿足，因我知道：主還是懷念我。   

視聽──主，你正懷念我～churchinmarlboro.org 

「讀完《尼希米記》，當我們看到神的見證的恢復，包括了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與重建神子民分別為聖的

生活。這對我們所處的教會的復興有什麽積極的意義？ 尼希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對我們現在的事

奉有什麽提醒呢？」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2-9-12%20weekly.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