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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王 20 年(BC445)地點：    城的宮中(一 1)，主角：       ，

問弟兄     那些被擄回、剩下逃脫的猶大人和      的光景(一 2)，其光景

如何？人：           ，城：               (一 3)。尼希米

聽見這話後的反應如何？                                                   

           (一 4)。尼希米的官階是    (一 11 下)。王允准尼希米所求，是因  

              (二 8 下)，仇敵聽見有人來為以色列人求好處就甚   

 (二 10)。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住了   日(二 11)，而後第一件事是做什麼？    

           (二 13)，【□是□否】告訴其餘的猶大人(二 16)？尼希米呼

籲百姓：來吧，我們    耶路撒冷的    ，免得      (二 17)，又告訴他

們：「我神    的手怎樣    我…」(二 18 上)，眾民便    做這善工(二 18

下)。有哪些仇敵嗤笑、藐視？                                              

                  (二 19)。尼希米如何回答？                               

                                                                         

        (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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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大祭司是      (三 1)【□是□否】要參與重建城牆？尼希米對參巴拉的嗤

笑有何反應？      (四 4-5)。這樣，我們修造城牆，城牆就都    ，高至一

半，因為          (四 6)，四 7-8 仇敵再度擾亂，然而，我們      

     ，又因他們的緣故，        ，晝夜    (四 9)。四 10-12 當百姓灰

心氣餒時，尼希米先查看，又勸慰：…不要怕他們，當記念           

   ，你們要為    ，    ，    ，    爭戰(四 14)，百姓如何做工？一

半    ，一半    (四 16)，一手    ，一手     (四 17)。尼希米做猶大

省長共    年之久(五 14)，【□是□否】吃俸祿？對仇敵的相邀會面，他回答：「我

現在      ，不能下去」(六 3)。六 10-14 中有兩位假先知敵擋神的工，名字是： 

    ，     。面對仇敵的挑戰，尼希米如何呼求神？                    

                              (六 9，14)。重建城牆共費時      天(六 15)，

令一切的仇敵      這工作完成是出乎        (六 16)。 
 

學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 

華神學號：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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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管理耶路撒冷的哈拿尼雅有何特性？                    (七

2)。耶路撒冷居民要各按班次看守              (七 3)。由七 61 看來「家

譜」有何作用？                         。   月   日祭司 

      向百姓宣讀律法書(八 2)，百姓有何反應？        (八 9)，守       節  

  日，廿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與一切外邦人    並認罪(九 2)，當日他們站在

自己的地方念        神的律法書，又認罪，敬拜耶和華他們的神(九 3)。發

咒起誓：             (十 30)；         (十 31)；      

         (十 32-39)。掣簽每   人中一人來住在聖城      (十一 1)。

猶大人因              ，就歡樂了(十二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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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聽見律法書說亞捫人等不得入神的會，就                (十三

3)。尼希米斥責他們的事有：              便招聚利未人，使他們      

      (十三 11)，然後禱告：我的神阿！求你因這事     ，不要塗抹我為     

                        所行的善(十三 14)；你們怎麼行這惡事干犯了       

呢？(十三 17)又吩咐利未人自潔，來守    ，使安息日為   。禱告說：我的神

啊！求你因這事                       (十三 22)；娶外邦女子

(十三 25)，以     王作鑒戒(十三 26)，祭司們【□是□否】也被玷污？(十三 29)。

這樣，尼希米潔淨了他們，使他們               派定班次，使他們     

         (十三 30)。最後以    為結束(十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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