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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記第一章 1 -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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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書珊城的宮中。

2 那時，有我一個弟兄哈拿尼，同著幾個人從猶大來。

我問他們那些被擄歸回、剩下逃脫的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3 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在猶大省遭大難，

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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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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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願你睜眼看，側耳聽，

你僕人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祈禱，

承認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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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惡，

沒有遵守你藉著僕人摩西所吩咐的誡命、律例、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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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必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回來，

帶到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居所。』

10 這都是你的僕人、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的。

11 主啊，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祈禱，

和喜愛敬畏你名眾僕人的祈禱，

使你僕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酒政的。

尼希米尼希米 -- 原點的威力原點的威力

第一批是所羅巴伯 536BC 回來，第二批是以斯拉 458BC，

第三批歸回的尼希米 445BC，回來以後寫了十三章。

尼希米記跟以斯拉記非常接近 ─

學者在寫注釋書的時候，常常是一起寫的

馬索拉本聖經原文把它當作一本

都先談到外面的硬件的建造

尼希米記一到七章 ─ 聖殿的建造

以斯拉記一到六章 ─ 聖殿

再談內面的軟件的建造

尼希米記八到十章 ─ 聖約的更新

十一到十三章 ─ 聖民的成長

以斯拉記七到十章 ─ 歸回之後的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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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先有硬件、先重建聖殿，再重建聖民；

先有外在的、再有內在的。

有相同的被擄的名單，都有復興、禱告，也看到墮落。

以斯拉記的開頭是耶利米，尼希米記的開頭是摩西，

之所以能歸回，是神藉著先知跟五經所說的話。

這兩本書有相同的地方 ─

前半段都有歸回的名單，以斯拉記第二章跟尼希米記第七章

前半段都在困難當中，聖殿城的修建最後是完成的

都記載因為建聖殿之後帶來的節慶、歡喜、獻祭

都提到禱告帶來的復興

最後都記載異族通婚，以斯拉跟尼希米蠻挫折的，挫折的，

因為被擄歸回沒有真正的彌賽亞，

耶穌才是真正他們歸回的彌賽亞

‧尼希米記‧工人帶來工作 ‧異象主導方向 ‧高度影響深度 ‧天上決定地下

尼希米跟以斯拉一樣都在外邦出生長大，

歸回之後禱告 ─原點，上帝的寶座帶來事奉的開端。的開端。

兩本書基本神學很接近，談更新、談人論，

加爾文的人論 ─ 人是墮落，都需要耶穌來拯救。

被擄歸回的這三批不是帶給人真正的盼望，

猶太教裡沒有救恩，彌賽亞耶穌才是人類的救恩。

這兩本書在共同見證 ─ 被擄歸回都需要上帝的救恩，

可是上帝仍然用他們當中

像尼希米跟以斯拉 ─ 被上帝用的人，

關鍵是人生的第一章，

第一章學會上帝給你的功課

就可以面對後面 第二章到十三章所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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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禱告完，馬上碰到他的王亞達薛西王，

亞達薛西王的父親亞哈隨魯王，

以斯帖、末底改，以色列人差一點給滅族了

再上去大利烏王，

但以理差一點被丟到獅子坑死了的…

第一章 ─ 聽到猶大歸回的人說：

「耶和華的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

想為上帝大發熱心，馬上有困難團團圍住 ─

國王會不會讓你回去？

回去以後，家鄉耶路撒冷的同胞會不會聽你的指導？的指導？

第二章第八節 ─ 帶著國王的詔書回去，

但是天高皇帝遠，家鄉的百姓會聽他嗎？

第四章 ─ 河西的幾個頭頭不聽他的，外交是有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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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百姓內在的困難，有錢的人借錢給沒有錢的人，

剝削沒有錢的人要做勞力、甚至要犯安息日

他、外邦的酒政回去當省長，有辦法搞定內政危機嗎？

第六章 ─ 把聖殿蓋完

第七章 ─ 核定民數，

請以斯拉讀聖經、教導神的話、守住棚節

第八章 ─ 認罪悔改，請利未人稱謝上帝

第九、十章 ─ 簽約

十一、十二章 ─ 把附近耶路撒冷的民政問題解決掉

十三章 ─ 多比雅公物私用、犯安息日、跟異族通婚

尼希米一生充滿了挑戰，

但第一章可以搞定你一生的挑戰。

要被上帝用的人 ─ 人生的第一步、決定你一生！



林前四2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小事上忠心，大事上忠心 ─ 當王酒政的，長期被信賴，

摩西在曠野牧養岳父葉忒羅的羊群，

才有辦法四十年之後，四十年牧養以色列上帝的百姓。

忠心之後被上帝高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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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王酒政，在王宮裡面幫忙倒酒，

一個神學問題 ─

七十士譯本認為可能他是太監，否則怎能到後宮去？

聖經馬索拉本不同意這個；比較合理他不是太監

王面對國家的事情、回皇宮後宮，不希望有任何擔心，

為王倒酒，他忠心的服事長期被信賴。

後宮是最複雜的，那個地方訓練尼希米；

任何墮落、出生險惡的地方，仍然可以被上帝用上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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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肯離開安樂窩 ─

離開王酒政、最舒服的環境，甚至可能要冒死。

不要因為位置的緣故，

不肯離開舒服的環境、不肯為上帝作見證

摩西離開法老王接班的位置，被上帝記念寫下五經

他是第三批歸回的人，被擄亡國已經一百四十餘年，

他是外邦出生的，不需要把剩下逃脫的人找來，

問他們耶路撒冷的城牆…
仍然想到聖殿、聖城被火焚燒、被拆毀，他就痛哭。

這個人是有 EQ 的，他關心神家的事，

就像摩西要被上帝用，

他給他老大取名叫革舜 ─寄居的，

我是在外邦寄居的、準備隨時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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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大師麥斯威爾「捶頭原理」─

我們跟人家同工的時候，

不要用捶子去擊打別人頭上的一隻蒼蠅。

不要因為他小毛病就挑他麻煩，

要肯同工、肯團隊，他就是如此。

他忠心、關心神家的事、離開安樂窩、肯團隊，

上帝呼召他，他就跟上帝說 yes！

這種工人被預備好，再多的挑戰，上帝用他。

第三章 ─ 他把大祭司、所有的人，

按著聖殿的次序、沿著聖城，每人負責一塊，

每一個人都有同工、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

讓神的家沒有人閒耗；

他授權，尊重、關心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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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3-15a 當夜我出了谷門，察看耶路撒冷的城牆，

見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到了泉門和王池，

但所騎的牲口沒有地方過去。於是沿溪…

第一章 禱告天上的異象，第二章 回去建聖城…

他就想 ─ 上帝啊，我如何來建聖城呢？

他先不招聚別人，先尋求上帝的異象，後面呼喊 ─

來吧，我們來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

名師才可以出高徒，要成為名師、要更清楚的異象。

成為大海才能夠養鯨魚，要大的視野、大的高度

慕迪 ─ 我不求主給我做一千個人的工作，

我求主使我能推動一千個人為主工作。

他不是看下面，被上帝感動 ─ 影響更多人被上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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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著禱告…

公義的神行慈愛、是全能的神…
他帶著一個高度 ─ 你是公義的，我們也可經歷慈愛的神，

因此三批歸回關鍵是出於神，透過摩西、耶利米，

不是因為人自己的功德，完全是出於全能的神。

一4 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神天上的神……
碰到困難把高度抬高，那個神有慈愛，但是之前但是之前有公義有公義

一7 我們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惡，

沒有遵守你藉著僕人摩西所吩咐的誡命、律例律例、、典章典章。。

我們被擄是活該

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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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必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回來。

改朝換代，不會影響上帝要讓你們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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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寶座前緊緊抓住，養成禱告的習慣貫穿整章 ─

第一章有一個高度，有那個高度難怪你有那個格局，

你不能沒有那個視野，卻要人家有那個視野

二4 王問他說「你怎麼臉上有愁容呢？」他禱告

二8 王允許我，因為我神施恩的手幫助我，他禱告

二20 天上的神必使我們亨通，我們作祂僕人的要起來建造，

起來建造是因為上帝幫助我們，他禱告

四4 外交有困難的時候，他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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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有錢人剝削沒有錢人的問題，

五15 在我以前的省長加重百姓的擔子，

我因為敬畏上帝不這麼行。他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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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9 參巴拉、多比雅來攻擊、要瓦解他們的時候，

他禱告說 ─ 神啊，求你堅固我的手！

七5 我的神感動我心，招聚貴胄…，上帝感動我寫下家譜

第八章 找以斯拉來講道、禱告、住棚節

第九章 認罪悔改

第十章 簽約，第一個是尼希米，自己先禱告、先認罪、先簽約

十三章 有公物私用、犯安息日、異族通婚的情況，

是禱告結束的 ─

我的神啊，求你記念我，施恩與我。

從第一章到最後一章，通通是禱告。

要被上帝用，成為教導、講道，領導的人，

一定要有高度 ─ 影響到深度、廣度，

因為你懂得原點有威力。

他禱告多久？

二1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猶太曆隔年的一月一月

什麼時候禱告？

一1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是前一年的九月

五個月的禱告，聖城蓋多久？

六15 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

兩個月不到的建造、五個月的禱告。先禱告、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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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的祕訣，戴德生所說的 ─ 上帝的工作有三個階段，

不可能 Impossible、很難 Difficult、成了 Done。

透過禱告，天上決定地上，

王當然屈膝 ─ 你可以回去建聖城、甚至給材料。

禱告愈長、工作愈短，

要被上帝用的人，人生第一章要是一個禱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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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帶了六十萬大軍攻蘇俄，

蘇俄信奉東正教，就宣告禁食禱告；

拿破崙嘲笑 ─ 打仗是靠兵力，禱告有用嗎？

這事情記載在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

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所記載的。

結果六十萬大軍去了，只有八十幾個人回來，

拿破崙鎩羽而歸 ─ 禱告帶來的威力。

你要被上帝用、成為一個禱告的人，

天上國度、權柄、榮耀，都在上帝手中，

抓住祂、仰望祂，禱告、被上帝用。

原點有威力，

求主使用你成為這樣的工人。

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的生命，

更忠心、更信實、更仰望、更可靠；

幫助我們有高度，

成為禱告、順服你，更多的持續 ─

願意更多委身你家事的人。

幫助華人教會的領導們，

更多的委身像尼希米 ─

有異象才能主導方向。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