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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记第一章 1 - 11
7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
律例 典章
8 求你记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
说：『你们若犯罪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9 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
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
10 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11 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
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酒政的。

1 哈迦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珊城的宫中。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
我在书珊城的宫中
2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
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3 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
；
冷
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4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
5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
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6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
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尼希米 - 原点的威力
第一批是所罗巴伯 536BC 回来，第二批是以斯拉 458BC，
第三批归回的尼希米 445BC，回来以后写了十三章。
445BC 回来以后写了十三章

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非常接近 ─
 学者在写注释书的时候，常常是一起写的
 马索拉本圣经原文把它当作一本
 都先谈到外面的硬件的建造

尼希米记 一到七章 ─ 圣殿的建造
以斯拉记 一到六章 ─ 圣殿
 再谈内面的软件的建造
尼希米记 八到十章 ─ 圣约的更新
十一到十三章 ─ 圣民的成长
以斯拉记 七到十章 ─ 归回之后的圣民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异象主导方向‧高度影响深度‧天上决定地下

以斯拉记的开头是耶利米，尼希米记的开头是摩西，
之所以能归回，是神借着先知跟五经所说的话。
这两本书有相同的地方 ─
 前半段都有归回的名单，以斯拉记第二章 跟 尼希米记第七章
 前半段都在困难当中，圣殿城的修建最后是完成的
 都记载因为建圣殿之后带来的节庆、欢喜、献祭
 都提到祷告带来的复兴
 最后都记载异族通婚，以斯拉跟尼希米蛮挫折
挫折的，
的，
因为被掳归回没有真正的弥赛亚，
耶稣才是真正他们归回的弥赛亚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异象主导方向‧高度影响深度‧天上决定地下

尼希米跟以斯拉一样都在外邦出生长大，
归回之后祷告 ─ 原点，上帝的宝座带来事奉的开端。
的开端。
两本书基本神学很接近，谈更新、谈人论，
加尔文的人论 ─ 人是堕落，都需要耶稣来拯救。
人是堕落 都需要耶稣来拯救
被掳归回的这三批不是带给人真正的盼望，
犹太教里没有救恩 弥赛亚耶稣才是人类的救恩
犹太教里没有救恩，弥赛亚耶稣才是人类的救恩。
这两本书在共同见证 ─ 被掳归回都需要上帝的救恩，
可是上帝仍然用他们当中
像尼希米跟以斯拉 ─ 被上帝用的人，
关键是人生的第一章，
 第一章学会上帝给你的功课
 就可以面对后面 第二章到十三章 所有的挑战

这两本书先有硬件、先重建圣殿，再重建圣民；
先有外在的、再有内在的。
有相同的被掳的名单，都有复兴、祷告，也看到堕落。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异象主导方向‧高度影响深度‧天上决定地下
第一章祷告完，马上碰到他的王
祷告完 马上碰到他的王亚达薛西王，



亚达薛西王的父亲亚哈随鲁王，
以斯帖、末底改，以色列人差一点给灭族了

 再上去大利乌王，

但以理差一点被丢到狮子坑死了的…
─ 听到犹大归回的人说：
「耶和华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想为上帝大发热心，马上有困难团团围住
想为
帝大发热心，马上有困难团团围住 ─
 国王会不会让你回去？
 回去以后，家乡耶路撒冷的同胞会不会听你的指导？
的指导？
第二章第八节 ─ 带着国王的诏书回去，
但是天高皇帝远，家乡的百姓会听他吗？
第四章 ─ 河西的几个头头不听他的，外交是有困难的
第一章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异象主导方向‧高度影响深度‧天上决定地下
─ 百姓内在的困难，有钱的人借钱给没有钱的人，
百姓内在的困难 有钱的人借钱给没有钱的人
剥削没有钱的人要做劳力、甚至要犯安息日
他 外邦的酒政回去当省长 有办法搞定内政危机吗？
他、外邦的酒政回去当省长，有办法搞定内政危机吗？
第六章 ─ 把圣殿盖完
第七章 ─ 核定民数，
核定 数
请以斯拉读圣经、教导神的话、守住棚节
第八章 ─ 认罪悔改，请利未人称谢上帝
第九、十章 ─ 签约
十一、十二章 ─ 把附近耶路撒冷的民政问题解决掉
十三章 ─ 多比雅公物私用、犯安息日、跟异族通婚
第五章

尼希米一生充满了挑战，
但第
第一章
章 可以搞定你
可以搞定你一生的挑战。
生的挑战。
要被上帝用的人 ─人生的第一步、决定你一生！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 ‧异象主导方向‧高度影响深度‧天上决定地下

他是王酒政，在王宫里面帮忙倒酒，
他是王酒政
在王宫里面帮忙倒酒
一个神学问题 ─
 七十士译本认为可能他是太监，否则怎能到后宫去？
十
本 为 能 是太监
怎能到 宫去
 圣经马索拉本不同意这个；比较合理他不是太监
王面对国家的事情、回皇宫后宫，不希望有任何担心，
为王倒酒，他忠心的服事长期被信赖。
后宫是最复杂的，那个地方训练尼希米；
任何堕落、出生险恶的地方，仍然可以被上帝用
上帝用。
。
林前四2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小事上忠心，大事上忠心
小事上忠心
大事上忠心 ─ 当王酒政的，长期被信赖，
当王酒政的 长期被信赖
摩西在旷野牧养岳父叶忒罗的羊群，
才有办法四十年之后 四十年牧养以色列上帝的百姓
才有办法四十年之后，四十年牧养以色列上帝的百姓。

忠心之后被上帝高抬。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 ‧异象主导方向‧高度影响深度‧天上决定地下

─ 他把大祭司、所有的人，
他把大祭司 所有的人
按着圣殿的次序、沿着圣城，每人负责一块，
每
每一个人都有同工、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都有同
每
都 以参与
让神的家没有人闲耗；
他授权，尊重、关心每一个人。

第三章

管理学大师麦斯威尔「捶头原理」─
我们跟人家同工的时候，
不要用捶子去击打别人头上的一只苍蝇。
不要因为他小毛病就挑他麻烦，
要肯同工、肯团队，他就是如此。
他忠心、关心神家的事、离开安乐窝、肯团队，
上帝呼召他 他就跟上帝说 yes！
上帝呼召他，他就跟上帝说
这种工人被预备好，再多的挑战，上帝用他。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 ‧异象主导方向‧高度影响深度‧天上决定地下

他是第三批归回的人，被掳亡国已经一百四十余年，
第 批
被掳亡
他是外邦出生的，不需要把剩下逃脱的人找来，
问他们耶路撒冷的城墙…
仍然想到圣殿、圣城被火焚烧、被拆毁，他就痛哭。
这个人是有EQ的，他关心神家的事，
就像摩西要被上帝用，
他给他老大取名叫革舜 ─ 寄居的，
我是在外邦寄居的、准备随时回去…
尼希米肯离开安乐窝 ─
离开王酒政、最舒服的环境，甚至可能要冒死。
 不要因为位置的缘故，
不肯离开舒服的环境、不肯为上帝作见证
 摩西离开法老王接班的位置，被上帝记念写下五经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异象主导方向 ‧高度影响深度‧天上决定地下
第一章

祷告天上的异象，第二章 回去建圣城…

二13-15a当夜我出了谷门，察看耶路撒冷的城墙，
当夜我出了谷门 察看耶路撒冷的城墙

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到了泉门和王池，
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沿溪…
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沿溪
他就想 ─ 上帝啊，我如何来建圣城呢？
他先不招聚别人，先寻求上帝的异象，后面呼喊 ─
来吧，我们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名师才可以出高徒，要成为名师、要更清楚的异象。
 成为大海才能够养鲸鱼，要大的视野、大的高度
 慕迪 ─ 我不求主给我做一千个人的工作，

我求主使我能推动一千个人为主工作。
我求主使我能推动
千个人为主工作。
他不是看下面，被上帝感动 ─ 影响更多人被上帝用。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异象主导方向‧高度影响深度 ‧天上决定地下

他带着祷告…
祷告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
天上的神
的神…
…
碰到困难把高度抬高，那个神有慈爱，但是
但是之前
之前有公义
有公义
一7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
律例、
、典章
典章。
。
我们被掳是活该
一9 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
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
改朝换代，不会影响上帝要让你们回来
一4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异象主导方向‧高度影响深度 ‧天上决定地下

上帝宝座前紧紧抓住，养成祷告的习惯
祷告的 惯贯穿整章 ─
第一章 有一个高度，有那个高度难怪你有那个格局，

公义的神行慈爱、是全能的神…
公义的神行慈爱、是全能的神
他带着一个高度 ─ 你是公义的，我们也可经历慈爱的神，
因此三批归回关键是出于神 透过摩西 耶利米
因此三批归回关键是出于神，透过摩西、耶利米，
不是因为人自己的功德，完全是出于全能的神。

你不能没有那个视野，却要人家有那个视野
二4 王问他说「你怎么脸上有愁容呢？」他祷告
二8 王允许我，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他祷告
二20 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
亨 ，
来
，
起来建造是因为上帝帮助我们，他祷告
四4 外交有困难的时候，他祷告 ─
四
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
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
第五章有钱人剥削没有钱人的问题，
五15 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
我因为敬畏上帝不这么行。他祷告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异象主导方向‧高度影响深度 ‧天上决定地下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异象主导方向‧高度影响深度‧天上决定地下

参巴拉、多比雅来攻击、要瓦解他们的时候，
参巴拉
多比雅来攻击 要瓦解他们的时候
他祷告说 ─ 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七5 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上帝感动我写下家谱
我的神感动我心 招聚贵胄
上帝感动我写下家谱
第八章 找以斯拉来讲道、祷告、住棚节
第九章 认罪悔改
第十章 签约，第一个是尼希米，自己先祷告、先认罪、先签约
十三章 有公物私用、犯安息日、异族通婚的情况，
有公物私用 犯安息日 异族通婚的情况
是祷告结束的 ─
六9

我的神啊 求你记念我 施恩与我
我的神啊，求你记念我，施恩与我。
从第
第一章
章 到 最后
最后一章
章，通通是
通通是祷告。
要被上帝用，成为教导、讲道，领导的人，
一定要有高度
定要有高度 ─ 影响到深度、广度，
影响到深度 广度
因为你懂得原点有威力。

他祷告多久？
二1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犹太历隔年的一月
一月
什么时候祷告？
一1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是前一年的九月
五个月的祷告，圣城盖多久？
六15 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
两个月不到的建造、五个月的祷告。先祷告、后工作
作。
得胜的秘诀，戴德生所说的
得胜的秘诀
戴德生所说的 ─上帝的工作有三个阶段
上帝的工作有三个阶段，
不可能 Impossible、很难 Difficult、成了 Done。
透过祷告 天上决定地上
透过祷告，天上决定地上，
王当然屈膝 ─ 你可以回去建圣城、甚至给材料。
祷告愈长 工作愈短
祷告愈长、工作愈短，
要被上帝用的人，人生第一章要是一个祷告的人。

‧尼希米记 ‧工人带来工作‧异象主导方向‧高度影响深度‧天上决定地下

拿破仑带了六十万大军攻苏俄，
苏俄信奉东正教，就宣告禁食祷告；
拿破仑嘲笑 ─ 打仗是靠兵力，祷告有用吗？
这事情记载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所记载的。
结果六十万大军去了，只有八十几个人回来，
拿破仑铩羽而归 ─ 祷告带来的威力。
你要被上帝用、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天上国度、权柄、荣耀，都在上帝手中，
抓住他、仰望他，祷告、被上帝用。

原点有威力，
求主使用你成为这样的工人。

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的生命，
更忠心、更信实、更仰望、更可靠；

帮助我们有高度，
有高度
成为祷告、顺服你，更多的持续 ─
愿意更多委身你家事的人。
愿意更多委身你家事的人

帮助华人教会的领导们，
更多的委身像尼希米 ─
有异象才能主导方向。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