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IPTURE

讀經



Nehemiah 尼希米記

1:1-11

(p. 722)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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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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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可畏的神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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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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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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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訊

• 2/3 (Mon), 7:30pm 讀書會

• “保羅的禱告” [呼求復興]

• 2/5 (Wed), 10am 長青團契

• 2/9 (Sun), 12pm 中國新年午餐

• 2/13 (Thurs), 10am 福音講座 (华师母)

• 2/15 (Sat) 5:30pm 中國新年 (餃子,小菜)

• "人生的追尋?“ (黃姊妹)

• 2/21, 22 (Fri & Sat) 遠志明音樂佈道會

Today, 11:45am 主餐



SERMON

信息

2/2/14



“Come, Let Us Rebuild” (II)

“來吧! 讓我們重建” (II)

(Nehemiah 尼希米記 1:1-2:20)

鄧牧師



CBCOC: 新年新异象

A Vision of Macedonia 马其顿异象

使 16:9-10 “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 有
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
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10 保罗既看见这
异象,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
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保罗: “超自然”的启示

A Vision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异象?

尼希米: “请你过到耶路撒冷来帮助我们?”

“自然”的启示: 耶路撒冷的新闻



“超自然”的启示: 马其顿异象 (使 16:9-10)

“自然”的启示: 耶路撒冷的新闻 (尼 1:3)

“他们对我说: 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
在犹大省遭大难, 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
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尼希米: 耶路撒冷 “异象”

CBCOC 异象: 教堂重建, 教會重建, 個人重建

国语堂: “产生门徒”的宗旨 (Disciple-making)

“超自然”的启示 or  “自然”的启示

赛 6:8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耶路撒冷的新闻 (尼 1:3): “遭大难, 受凌辱”

城墙拆毁 , 城门被火焚烧, 门户大开

尼希米的回应 ? -- A Man of Action

立刻: 王的诏书, 歸回行動, 呼召百姓?

重建城墙, 重建百姓? (如同摩西的鲁莽!?)

尼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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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月的祷告, 禁食!

读书会:三个月的祷告 (禁食)

CBCOC的重建: 教堂, 教會, 個人

2014 (马年): 国语堂, 小组, 团契, 成长复兴?



尼希米的回应 (尼 1:4)

四个月的祷告, 禁食

“我们在天上的父” (太 6:9)

“天上的神” (尼 1:4)

尼希米的祷告 (尼希米記 1:5-11)

有信心的人 (A man of faith)

认识神

爱神的百姓

按照神的话语, 为神的百姓祷告



尼希米的祷告/哀歌: (1:5-11)

宣召/称谓 [“耶和华啊”] (vv. 5-6a)

宣言/认信: 以色列的罪 (vv. 6b-7)

基础:约的应许-归回 (vv. 8-9)

宣言/认信: 神的救赎 (v. 10)

宣召/称谓 [“主啊”]   (v. 11a)



Invocation 宣召/称谓 (vv. 5-6a, 11a)

vv. 5-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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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1a “主啊, 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 . ”

神的超越性 (“天上, 大而可畏的神”)

神的大能

神的关系性 (“守约施慈爱”)

神的大爱

神的亲密性 (“睁眼看, 侧耳听”)

神的顾念



超越性: 神的大能 (v. 5 “天上, 大而可畏的神”)

敌人, 列邦, 列国, 帝国, . . . : 不堪一击!

赛 40:15, 22-24 “看哪, 万民都像水桶的
一滴, 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 他举起众
海岛, 好像极微之物. . . 神坐在地球大
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 他铺张
穹苍如幔子, 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
。他使君王归於虚无, 使地上的审判
官成为虚空. 24 他们是刚才栽上, 刚才
种上, 根也刚才扎在地里, 他一吹在其
上, 便都枯乾; 旋风将他们吹去, 像碎秸
一样.”



关系性: 神的大爱 (v. 5 “守约施慈爱”)

“你向爱你, 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不是无条件的爱

神护理之爱 (马太 5:45)

神救赎之爱 (约翰 3:16; 彼得后书 3:9)

而是有条件的爱 (“旧约之爱”)

约中之爱

“爱神, 遵守神的诫命”

出 20:5-6 “. . .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
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6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
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有条件的爱 (“旧约之爱”)

约中之爱: “爱神, 遵守神的诫命”

出 20:5-6 “. . .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
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6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
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新约之爱?

约 15:10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
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
的爱里.”

效法基督: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犹 21)

以色列人?



尼希米的祷告/哀歌 (1:5-11)

宣言/认信: 以色列的罪 (vv. 6b-7)

“[我]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7 我们向你所
行的甚是邪恶, 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
摩西所吩咐的诫命, 律例, 典章.”

与百姓认同

没有藉口; 没有自义

单单得罪神 (诗篇 51:4): “没有遵守”

真正信心的表现

不信的表现: 不是罪人



宣言/认信: 以色列的罪 (vv. 6b-7)

宣言/认信: 神的救赎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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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靠恩典, 藉信心的救恩 (弗 2:9-10)

圣餐/主的桌& 主日崇拜

认罪与赦罪的确保

上帝垂听与赦罪的确保?

神的亲密性 (“睁眼看, 侧耳听”) [神的顾念]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尼希米的祷告/哀歌:  (1:5-11)

基础/中心: 约的应许-归回 (vv.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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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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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f. 申命记 30:1-10]

圣经: 神的命令, 神的应许

抓住神在圣经中的应许: 迫切呼求

神应许的实现: 已经实现, 但, 尚未完全实现



基础/中心: 约的应许-归回 (vv. 8-9)

(1) 效法尼希米的祷告:

抓住神在圣经中的应许: 为CBCOC 迫切呼求!

“Be transformed . . .” (罗 8:28-30; 12:1-2)

“Disciple-making church” (马太 28:19-20)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
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 你们不要
歇息， 7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
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2) 認識尼希米的預表 (1:5-11): 

尼希米: 旧约的中保

(摩西与以斯拉的角色)

与百姓认同

被虏归回的应许

为百姓代求

耶稣:

新约的中保

(更大, 更美的尼希米)



尼希米的預表 (1:5-11)

更大, 更美的尼希米

 耶稣: 新约的中保

与百姓认同

道成肉身, 替死, 复活

被虏归回的应许

万民的归回

为百姓代求

天上的宫庭--神的宝座右边



耶稣: 新约的中保

更大, 更美的尼希米

成就旧约的应许

不重蹈覆辙 (以色列人)

爱神, 遵守神的诫命

神的约中大爱



耶稣: 新约的中保

CBCOC: “爱神, 遵守神的诫命”的人

申 30:6 “耶和华 ─ 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
後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好叫你尽心尽
性爱耶和华 ─ 你的神, 使你可以存活.”

结 36:26-27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 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
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 27 我必
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
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耶稣: 新约的中保

CBCOC: 爱神, 遵守神的诫命

申 30:6 “耶和华 ─ 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
後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好叫你尽心尽
性爱耶和华 ─ 你的神, 使你可以存活.”

“心脏外科手术刀”: 信靠与悔改

除掉石心: 刚硬, 罪恶, 污秽之心

赐给新心: 新灵, 肉心, 耶稣顺服之心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09 

“Cleanse Me” 

“潔淨我”



#309 Cleanse Me 1/4

懇求救主, 來鑒查我心思

求主今試驗, 知道我私意

若在我心, 隱藏罪惡念頭

洗去諸般不義, 使我自由
Search me, O God, and know my heart today;

Try me, O Savior, know my thoughts, I pray.

See if there be some wicked way in me; 

Cleanse me from every sin, and set me free.



#309 Cleanse Me 2/4

讚美救主, 因將我罪洗清

願主的真道, 使我心潔淨

求主以火, 焚盡以往羞情

我今所求所望, 榮耀主名
I praise Thee, Lord, for cleansing me from sin;

Fulfill Thy Word and make me pure within.

Fill me with fire, where once I burned with shame; 

Grant my desire to magnify Thy name.



#309 Cleanse Me 3/4

懇求我主, 使我完全歸你

貧窮的心地, 充滿你愛意

管理我心, 不再自私驕傲

今願完全聽命, 求主引導
Lord, take my life, and make it wholly Thine;

fill my poor heart with  Thy great love divine.

Take all my will, my passion, self and pride;

I now surrender,  Lord in me abide.



#309 Cleanse Me 4/4

懇求聖靈, 賜下廣大復興

先復興我心, 燃起火熱情

倚靠聖言, 主供給我需要

求主今賜福氣, 是我祈禱
O Holly Ghost, revival comes from Thee;

Send a revival, start the work in me.

Thy Word declares Thou wilt supply our need;

for blessing now, O Lord, I humbly pl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