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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讀經



Ezra 以斯拉記 1:1-5

Nehemiah 尼希米記 2:9-20



以斯拉記 1:1-5



1 波斯王古列元年, 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
米口所說的話, 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 使
他下詔通告全國說. 2波斯王古列如此說, “
耶和華天上的神, 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 又
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 為他建造殿宇. 3
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 可以上猶大的耶
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
殿. (只有他是神) 願神與這人同在.  4 凡剩
下的人, 無論寄居何處, 那地的人要用金銀
財物牲畜幫助他. 另外也要為耶路撒冷神的
殿, 甘心獻上禮物. 



5於是猶大和便雅憫的族長, 祭司利未人, 
就是一切被神激動他心的人, 都起來要上耶
路撒冷去建造耶和華的殿. 



尼希米記 2:9-20



9 王派了軍長和馬兵護送我, 我到了河西的
省長那裡, 將王的詔書交給他們. 10 和倫人
參巴拉並為奴的亞捫人多比雅聽見有人來為
以色列人求好處,就甚惱怒。

11 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裡住了三日。 12
我夜間起來，有幾個人也一同起來，但神使
我心裡要為耶路撒冷做什麼事，我並沒有告
訴人. 除了我騎的牲口以外, 也沒有別的牲口
在我那裡. 13 當夜我出了谷門, 往野狗井去,
到了糞廠門, 察看耶路撒冷的城牆, 見城牆拆
毀, 城門被火焚燒. 14 我又往前, 到了泉門和
王池,但所騎的牲口沒有地方過去.



15 於是夜間沿溪而上, 察看城牆, 又轉身進
入谷門, 就回來了. 16 我往哪裡去, 我做什麼
事, 官長都不知道, 我還沒有告訴猶大平民,
祭司,貴胄,官長和其餘做工的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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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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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起來建造吧!」於是他們奮勇做這
善工.



19 但和倫人參巴拉並為奴的亞捫人多比雅
和阿拉伯人基善聽見, 就嗤笑我們, 藐視我
們, 說: 「你們做什麼呢? 要背叛王嗎?」 20
我回答他們說: 「天上的神必使我們亨通.
我們做他僕人的, 要起來建造, 你們卻在耶
路撒冷無份,無權,無紀念.」





SERMON

信息

10/15/17



“Come, Let Us Rebuild!”

“來吧, 讓我們重建!” 

(以斯拉-尼希米记)



解经讲道 (教会健康成熟-首要):

•一段经文/一本书 (神的信息): 你我 & 教会

•摩西五经 (创-申): 创世/堕落 ---迦南边界

•历史书卷 (书-代): 攻占迦南 --- 赶出迦南!

•历史书卷 (斯-尼): 被掳归回(二次机会): 你我

归回百姓: 面对强敌, 百孔千疮, 百废待举

重建: 圣殿, 圣城, 圣民 CBCOC 重建?
教堂(年久失修); 教會(青黃不接);個人(軟弱無力)

A) 重建圣殿 (拉 1-6)

B) 重建百姓 (拉 7-10): 不与世界同流合污

A’) 重建城墙 (尼 1-6)

B’) 重建百姓 (尼 7-13): 却与上帝重新立约



拉-尼重建:圣殿,圣城,圣民 CBCOC重建?

Priority: 神的家首要

•以斯拉/尼希米:王朝高官 (波斯梦)

•归回百姓:拉2:1“从前掳到巴比伦. . . 现在他
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各归本城.”(巴比伦梦->“福音”移民,重建神家)

帖4焉知你得“王后位分,”不是为现今机会吗?

•路2为什么..?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忠心会员: 太6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拉2:68-69 神殿重新建造:甘心献上; 量力捐入!

•给钱: 会员 (>10%) & 教会 (>50%) “G-CBCOC”

•给人: 退休夫妇/Year (退休计划:65-85?)



拉-尼重建:圣殿,圣城,圣民 CBCOC重建?

Priority: 神的话首要

•圣殿开工/再開工拉5:1-2 “那时, 先知哈该和
撒迦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
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於是,..所罗巴伯和
约萨达的儿子耶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
撒冷神的殿, 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

•圣殿完工拉6:14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 . . 
撒迦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 凡事亨
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 
大利乌, 亚达薛西的旨意, 建造完毕.”

看哪, 神话语的大能!



拉5-6重建圣殿 & 尼8神的话: 更新教会基础
重建百姓:尼8:1-2以色列众人..聚集在水门前
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七月初一, 祭司以斯
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男,女,会众面前.“
律法书/律法” (vv. 1,2,3,  7,8,9,  13,14,18)

渴慕神的话: v. 3 “从清早到晌午,”
倾听神的话: v. 3 “众民侧耳而听.”
敬畏神的话: v. 5 “. . 展开, 众民就都站起来.”
明白神的话: v. 8 “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 . .”
应用神的话: vv. 9-12 “不要哭泣, 要喜乐.”
宣讲神的话: v. 15 “宣传报告 . . 照着所写的.”
顺服神的话: vv.17-18 “会众搭棚, 守节七日.”



拉-尼重建:圣殿,圣城,圣民 CBCOC重建?

Priority: 神的话首要 (重建圣殿/重建百姓)

信徒上好福分(路10马利亚)?教會最重要事工?

•耶路撒冷教会危机:徒6:1-7“..十二使徒叫众
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
食, 是不合宜的…选出七个有好名声, 被圣灵
充满, 智慧充足..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
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弟兄姐妹反应? v.5大
众都喜悦这话! v. 7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
冷门徒数目加增甚多,许多祭司信从这道.

聘请牧师/传道: “专心以关怀, 探访为事?”

会员: 拉7:10定志考究, 遵行,教训耶和华律法.



首要: 神的家/神的话/悔改认罪 (重建CBCOC)

拉9:3-4 我一听见这事, 就撕裂衣服和外袍, 拔
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 凡为以色列神
言语战兢的, 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
聚集到我这里来. 我就惊惧忧闷而坐, 直到献
晚祭的时候.10:1以斯拉祷告, 认罪, 哭泣, 俯
伏在神殿前的时候, 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
聚集到以斯拉那里, 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

尼9:1-2 “这月二十四日, 以色列人聚集禁食, 
身穿麻衣, 头蒙灰尘. .站着承认自己罪恶 . .”

使2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CBCOC健康?重建?(宣教反省!?):“有病的人…”



重建首要:神的家/神的话/悔改认罪/坚忍合一

拉4抵挡/仇恨v.24於是, 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
程就停止了, 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

尼2敌人参巴拉..多比雅听有人来为以色列人
求好处,就甚恼怒…参巴拉..多比雅和..基善听
见,就嗤笑藐视我们,说, ‘做什么?背叛王吗?’
Retreat speaker: healthy church?..very hard!!!

•“你们仇敌魔鬼如同..要用坚固信心抵挡它”

The gospel project/Healthy Church课程..持续?

合一:尼4一半做工,一半拿枪尼9省长尼希米,
祭司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的利未人对众民说..

牧师,长老,执事,会员:“若相咬相吞..彼此消灭”



神的家/神的话/悔改认罪/坚忍合一/迫切祷告

重建开始拉1 ..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就是
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

重建结尾尼6..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
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
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尼 1:3-4 “..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
,受凌辱,并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
烧. 我听见.., 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在天上的
神面前禁食祈祷.” (为教会流泪,祷告,禁食?)

西4以巴弗..常为你们竭力地祈求,愿你们在神
一切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



重建教會-心志首要: 1神的家室 2神的话語
重建行動首要:3悔改认罪4坚忍合一5迫切祷告
拉-尼高潮:尼12:27-43圣城,圣殿,圣民告成礼拜

v. 43 喜樂献(大)祭:”流泪撒种..欢呼收割!”
“那日, 众人献大祭而欢乐, 因为神使他们大大
欢乐 (2X), 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 甚至耶路
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 (5X欢乐)喜樂教會
重建CBCOC(教堂,教會,個人):神的荣耀/使命
彼前2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主啊,再作一次”: GCBCOC 橙縣大使命浸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