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度
第二階段 (5-12 月)：尼希米記

讀經計劃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詩 1:2)

由今個月開始，我們會細讀尼希米記，更深入了解這卷書每一章的內容。弟兄姊妹讀尼
希米記時，可嘗試一邊讀一邊想像當時的情形，想像一下如果自己是尼希米、或是當時
的百姓的話會有什麼感受，你又會如何抉擇。
第一週 (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 (第一章)
內容綱要：
第一章主要記述尼希米的一個祈禱：

一、祈禱之原因 (1-3 節)
二、祈禱之態度 (4 節）
1. 在神面前——祈禱之要端，即“在神面前”
2. 坐下哭泣——“哭泣”是表明祈禱之懇切
3. 禁食祈禱——不但哭泣，且是禁食
4. 悲哀幾日——此祈禱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乃是一連數日，晝夜禁食祈禱
三、祈禱的事項 (5-10 節)
1. 認罪 (6-7 節)
2. 抓緊神的應許 (8-11 節)

釋經節錄：
1:1
1:2
1:2
1:3
1:4
1:5
1:7

1:8
1:8-9
1:11
1:11

原文沒有「亞達薛西王」字，基斯流月即是宗教年曆的九月。
「書珊」意即百合花，書珊城是波斯王四個都城之一，歷代波斯王時常在書珊城的
王宮內過冬。但以理書(8:2)和以斯帖記(3:15)亦有提及這個地方。
「弟兄」原文的字面意思是「親兄弟」
，因此，這節和 7:2 的意思都是指哈拿尼是尼
希米的親弟弟。
這裡所描述的光景，是指回歸的猶大人試圖重建耶路撒冷城時所遭遇的災難
(拉 4:8 – 23)。
「坐下」
：這是舊約時代猶大人習俗上舉哀和禁食的姿勢 (伯 2:8,13；詩 137:1)
「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引自十誡中第二誡。
「誡命」是上帝在盟約中規定百姓有義務履行的一些責任。
「律例」是指所規定的條例，如守逾越節的定例。
「典章」是指法律規則。
「記念」是尼希米在祈禱中常用的詞語 (參考 5:19、6:14、13:14,22,29,31)
參考申 30:1-4。
在原文中，尼希米並不是稱呼亞達薛西王為「王」
，而是稱呼他「這人」
。
酒政的職分在波斯帝國極其重要，其職責是為王挑選美酒、試酒、倒酒、防範人在
酒中下毒，以及陪伴王喝酒作樂。酒政需時常跟隨著王。

思考問題：
1. 在被擄時期，能夠在王宮中過著豐足的生活，身處於安逸的環境已經十分難得，是什麼使尼希米
願意返回耶路撒冷，進行艱辛的重建工程？
2. 尼希米的禱告對於他日後的工作有什麼影響？你在做任何決定或行動前有沒有先向神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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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7 月 10 日至 7 月 16 日)：(第二章)
內容綱要：

一、向王提出請求 (1-8 節)
二、遭受仇敵的反對 (9-10 節)
三、夜間隱密勘察城牆毀壞情況 (11-16 節)
四、勸勉猶太人重建城牆 (17-18 節)
五、不顧仇敵的反對(19-20 節)

釋經節錄：
2:1
2:2
2:6

2:10

2:13-15
2:13

2:14

2:15

2:16

尼散月即是宗教年曆的正月 (等於西曆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即是 1:1 所提及的基
斯流月後四個月。
因為服侍王的必須面帶笑容，面帶愁容代表對王不敬，所以尼希米就懼怕。
「我就定了日期」根據以後的記載，尼希米一去十二年，這樣長的時間，王不會批
准，或許他起先所定的是一段較短的時間，後來蒙王批准延長逗留在耶路撒冷，並
擔任猶大地的省長。
參巴拉是反對城牆重建的領袖之一，尼希米記錄此人參與擾亂破壞活動達十次之多
(2:10,19、4:1,7、6:1,2,5,12,14、13:28)
多比雅與耶路撒冷望族聯婚，並藉著婚姻關係與猶大貴冑結盟 (6:17-18、13:4)，他
在耶路撒冷有一定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為奴」原文雖可解作「奴隸」,，但此字在
經文中較常指「領袖」或「作官的」
。
尼希米在耶路撒冷住了三日後，便在晚上進行巡視城牆，看看城牆的損毀情度，從
而訂定重建的策略。
谷門是尼希米考察城牆的起點和終點，他從西北邊的谷門出發，以逆時針方向走，
巡視整個耶路撒冷城牆。
糞廠門和谷門相距 440 米，位於耶路撒冷城的西南角，城內的廢物垃圾都是經過這
一城門棄置在城外。
泉門在城的東南面，城牆修成的時候，是在這裡舉行奉獻禮的。
行到這裡時，大概是因為所經過的地方多為陡峭的山腰，廢物滿地，以致所騎的驢
子寸步難行，尼希米只好下驢步行，繼續向前行。
「溪」較合適的翻譯是「山谷」
。
行到這裡時，已很難再向前行，尼希米不能再沿著城牆巡視，所以就轉頭按原路返
回谷門。
「貴冑」的意思是自由者，此名詞專用於王族或貴族階級，一般來說，他們在猶大
人的社會中可以享受政治與經濟等特權。

思考問題：
1. 在第 2 節中，尼希米很懼怕，但在第 5-8 節，尼希米卻向王提出要求返回猶大，還 要求王提供物
資，是什麼令尼希米有如此重大的轉變？
2. 尼希米向王提出重建城牆會面對什麼困難？如果你是尼希米，你會向王提出這要求嗎？你曾否遇
到類似的經歷？
3. 尼希米為什麼不在日間巡視城牆？又為什麼不讓其他人 (包括官長和猶大平民)知道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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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7 月 17 日至 7 月 23 日)：(第三章)
內容綱要：
通過這一章，我們可以看見尼希米背後仔細的安排，以及眾人分工合作的精神。
一、北面城牆的修建 (1-6 節)
二、西面城牆的修建 (7-14 節)
三、東面城牆的修建 (15-32 節)
這章的記錄手法由第一人稱轉為第三人稱，(3:5)的「主」字是指監督城牆重建的負責人 (很可能是指
尼希米)。另外，此章提到城門的門扇已安立 (第 1、3、6、14、15 節)，但門扇應是在城牆修好後才安
立 (7:1)，因此有聖經學者認為這一章不是尼希米親自記錄的。 (3:16 的「尼希米」是另一個尼希米，
並不是本書卷的作者。)
這一章有一個很好的圖畫， 所有的百姓在這裡都同心地參與。第三章最常出現的詞，就是「其次是」，
「其次是」一共出現了 31 次，你就發現一批一批的人在這裡參與。他們包括了不同的身份的人：有大
祭司、有利未人、有貴冑、有銀匠(3:8)、有作香的(3:8)、有守門的、有商人(3:31)，甚至連女人也有份
參與(3:12)。
聖城的防衛要道以城門為主，耶路撒冷城共有十座城門，包括：
1. 北面城牆的城門：羊門、魚門、古門
2. 西面城牆的城門：谷門、糞廠門
3. 東面城牆的城門：泉門、水門、馬門、東門、哈米弗甲門
各城門豫表的意思：
1.『羊門』(1 節)豫表信徒重生的經歷：主是羊的門，人必須從基督入門，才能得著基督作生命(約 10:9-10)
2.『魚門』(3 節)豫表信徒傳福音『得人如得魚』的經歷(太 4:19)：凡是真有基督生命的人，裏面就有
喜歡向人傳福音的傾向和負擔
3.『古門』(6 節)豫表行在『古道』上的經歷(耶 6:16)：背起古老的十字架，經歷與主同死和同活，是
靈命長進的要素(太十六 24)
4.『谷門』(13 節)豫表信徒為主受苦、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的經歷(詩八 14:6；西 1:24)：信徒必須經過
受苦(腓 1:29)，藉苦難被神成全(來 2:10；12:10)
5.『糞廠門』(14 節)豫表信徒對付一切消極事物的經歷：棄絕一切污穢的事物，也就是脫去舊人的行為
(西 3:5-9；弗 4:17-22)
6.『泉門』(15 節)豫表信徒被聖靈充滿並湧流生命活水的經歷：從信徒裏面湧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
7:38；民 21:17)
7.『水門』(26 節)豫表信徒被生命的水洗滌的經歷(約 13:4-10)：主話中的水具有滋潤、甦醒、洗淨、更
新的能力(弗 5:26)
8.『馬門』(28 節)豫表信徒屬靈爭戰的經歷：我們吃飽喝足之後，就要投入屬靈的爭戰(參出 17 章)
9.『東門』(29 節)豫表信徒儆醒等候主再來的經歷：守東門的首先看見太陽東昇，人子降臨如閃電從東
邊發出(太 24:27)
10.『哈米弗甲門』(31 節)字義『數點百姓』
，它豫表那日基督臺前的審判：當主再來時，審判要從神的
家起首(彼前 4:17)，要試驗出我們今日的工程如何(林前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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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羊門至泉門 (3:1-15)，每一座城門都會提到「立門、安門扇和閂、鎖」
，但由水門至哈米弗甲門 (3:15-31)
卻沒有這句說話，這是因為東面城牆的破壞程度十分嚴重 (正如2:15所描述的一樣)，尼希米決定放棄
舊有的城牆，在較高的地方重新建造。

釋經節錄：
3:2
3:5
3:8
3:11
3:16
3:22

「其次」直譯是「緊接他的手」，即「在他之後」。
「不用肩擔」的意思是不願意工作。提哥亞的貴冑拒絕重建城牆，但提哥亞人的參
與並不因此而受影響，第 27 節提到他們還額外修葺一段城牆。
「作香的」即是專門製作香料的人。
「爐樓」位於谷門與寬牆之間，
「爐」是用來烤餅的，當時有餅鋪街(耶 37:21)，可
能是因為附近有烤餅爐而得名。
「伯夙」是猶大省的五個分區之一。
「平原」應該譯作周圍的區域。

思考問題：
1. 耶路撒冷城原本一片荒涼，現在卻四圍都有百姓一起重建城牆，是什麼造成這個轉變？
2. 由重建工作的安排上，你看見尼希米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有什麼值得你學習的？
3. 你認為教會的弟兄姊妹也能像這一章的百姓一樣齊心合力建造教會嗎？你認為你可以怎樣為神的
家出一分力？

第四週 (7 月 24 日至 7 月 30 日)：
金句背誦：
1. 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 (尼 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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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 (尼 2:17)
3. 我回答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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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無分、無權、無紀念。 (尼 2:20)
思考問題：
1. 在這幾章中，聖經並沒有直接提到神做了什麼，你認為在神怎樣參與在這件事中？
2. 猶大人離棄神，以致亡國被擄。重建城牆困難重重，有人不願參與，又受到敵人嗤笑藐視，是什
麼令尼希米相信神會幫助他們，使他們亨通？
3. 你曾否看到教會有些事工無人理會？或教會某些聚會/活動無人參與？團契變得荒涼等？你會怎
樣做？你相信神會像昔日一樣興起他的子民進行重建嗎？
祈禱：
請為教會祈禱，求神加力量給教會領袖，興起弟兄姊妹一起事奉，保守弟兄姊妹同心合力共建教會，
又為教會的各項事工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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