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二月: 午餐服务 (国语堂)

二月: 宣教差传月 (参加短宣): 3/7 培训

 2/28, Sat: 新年聚餐/福音分享 (6pm)

 同工筹备会 (午餐时间)

复活节浸礼 (4/5): 3 位

 “系統神學: 聖道論” (April to June)

 6/12-14: 全教會退修會

 主題: “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

月会 (1:30pm)



SCRIPTURE

讀經



Nehemiah 尼希米記

13:4-31



4 先是蒙派管理我們神殿中庫房的祭司以
利亞實與多比雅結親, 5 便為他預備一間大
屋子, 就是從前收存素祭, 乳香, 器皿, 和照
命令供給利未人,歌唱的,守門的五穀,新酒
和油的十分之一, 並歸祭司舉祭的屋子. 6
那時我不在耶路撒冷,因為巴比倫王亞達薛
西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裡.過了多日,我向
王告假. 7 我來到耶路撒冷, 就知道以利亞
實為多比雅在神殿的院內預備屋子的那件
惡事. 8 我甚惱怒, 就把多比雅的一切家具
從屋裡都拋出去, 9 吩咐人潔淨這屋子, 遂
將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進去。



10 我見利未人所當得的份無人供給他們，
甚至供職的利未人與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
的田地去了. 11 我就斥責官長說:「為何離
棄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們照
舊供職. 12 猶大眾人就把五穀, 新酒和油的
十分之一送入庫房. 13 我派祭司示利米雅,
文士撒督和利未人毗大雅做庫官,管理庫房
；副官是哈難，哈難是撒刻的兒子，撒刻
是瑪他尼的兒子。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
們的職分是將所供給的分給他們的弟兄。
14 我的神啊，求你因這事記念我，不要塗
抹我為神的殿與其中的禮節所行的善。



15 那些日子,我在猶大見有人在安息日榨酒,
搬運禾捆馱在驢上,又把酒,葡萄,無花果和各
樣的擔子在安息日擔入耶路撒冷, 我就在他們
賣食物的那日警戒他們. 16 又有推羅人住在
耶路撒冷, 他們把魚和各樣貨物運進來, 在安
息日賣給猶大人. 17 我就斥責猶大的貴胄說:
“你們怎麼行這惡事, 犯了安息日呢? 18 從前
你們列祖豈不是這樣行, 以致我們神使一切災
禍臨到我們和這城嗎? 現在你們還犯安息日,
使憤怒越發臨到以色列!”… 22 我吩咐利未人
潔淨自己,來守城門,使安息日為聖.我的神啊
,求你因這事記念我,照你的大慈愛憐恤我.



23 那些日子，我也見猶大人娶了亞實突、
亞捫、摩押的女子為妻。 24 他們的兒女說
話，一半是亞實突的話，不會說猶大的話
，所說的是照著各族的方言。 25 我就斥責
他們，咒詛他們，打了他們幾個人，拔下
他們的頭髮，叫他們指著神起誓，必不將
自己的女兒嫁給外邦人的兒子，也不為自
己和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26 我又說：「以
色列王所羅門不是在這樣的事上犯罪嗎？
在多國中並沒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愛
，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國的王，然而連他也
被外邦女子引誘犯罪。



27 如此，我豈聽你們行這大惡，娶外邦女
子干犯我們的神呢？」

28 大祭司以利亞實的孫子、耶何耶大的一
個兒子是和倫人參巴拉的女婿，我就從我
這裡把他趕出去。 29 我的神啊，求你記念
他們的罪，因為他們玷汙了祭司的職任，
違背你與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約。

30 這樣, 我潔淨他們, 使他們離絕一切外邦
人, 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 使他們各盡
其職. 31 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獻柴和初熟的
土產.我的神啊,求你記念我,施恩於我。





“好景不長”

(尼希米記 12:44-13:31)

邓牧師
2/22/2015



“可惜, 好景 (蜜月期) 不长, . . .” :
 “富不过三代!”
 “创业維艰, 守成不易” (CBCOC: 40/40?)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被掳归回 (波斯帝國)

 538 B.C. 所罗巴伯: 重建圣殿 (拉 1-6)
 458 B.C. 以斯拉: 重建百姓 (拉 7-10)
 445 B.C. 尼希米: 重建城墙 (尼 1-13)
“创业奇迹”: 重建圣城耶路撒冷 /“舊約教会”

尼 12: 27-43 高潮: 城墙告成礼拜
v. 43 那日, 众人献大祭而欢乐, 因为神使他们
大大欢乐, 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 甚至耶路
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



尼 12: 27-43 “好景 (欢乐期)”: 城墙告成礼拜

尼 12: 44-47 “好景 (欢乐期)”: 教会生活管理

 v. 44 信徒乐意奉献

 vv. 45-46 工人忠心事奉

 v. 47 信徒乐意奉献

v. 44 当日, 派人管理库房, 将举祭, 初熟之物和
所取的十分之一, 就是按各城田地, 照律法所定
, 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 都收在里头 . 犹大人
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 就欢乐了. . . v. 47当所罗
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 守
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 又给利未人当
得的份, 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



尼 12: 44-47 “好景 (欢乐期)”: 教会生活管理

 vv. 44, 47 信徒乐意奉献

 vv. 45-46 工人忠心事奉

45-46 “祭司, 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 并守洁
净的礼. 歌唱的, 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
罗门的命令, 也如此行. 古时, 在大卫和亚萨的
日子, 有歌唱的伶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

v. 47 “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 . . .”

圣城耶路撒冷:大卫/所罗门王朝再临 (汉唐)

“赞美称谢神, 歌唱洁净, 崇拜事奉神的王朝”

v. 44 “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 就欢乐了”

会友/长执 (代职) --欣赏? --牧师/传道 (全职)



尼 12:44-13:3 “好景 (欢乐期)”: 教会生活管理

12:44-47 乐意奉献, 忠心事奉 (喜乐教会)

13:1-3 听道行道 , 分别为圣 (圣洁教会)

“当日, 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 遇见书上
写着说 (申 23:3-6): 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
神的会, 2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
色列人, 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 但我们的神使
那咒诅变为祝福. 3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 就
与一切闲杂人绝交.”

非种族歧视; 乃信仰分别 (林后 6)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 . . .”

欣欣向荣; 复兴和睦: 9 Marks healthy church!



尼 13:4-31 “可惜, 好景不长, ”: 教会生活妥協

主要原因: 尼希米回京, 不在耶路撒冷 (v. 6)

“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 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
西三十二年, 我回到王那里. 过了多日, 我向王
告假. 7我来到耶路撒冷, 就知道 . . 那件恶事”

 445-433 B.C. 12 年省长: 欣欣向荣; 复兴和睦

 433-424 B.C. (?): 5-10年间[面目全非!] (短宣)

三件恶事:

聖殿事奉的妥協 (13:4-14)

安息聖日的妥協 (13:15-22)

異族聯姻的妥協 (13:23-31)



尼 13:4-31 “可惜, 好景不长, ”: 教会生活妥協

第一件恶事: 7 “我来到耶路撒冷. . .那件恶事.”

聖殿事奉的妥協 (13:4-14)

亚扪人多比雅: 入会, 入殿!

v. 4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雅结亲. (裙带关系)

v. 1 “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

利未人重操旧业: v. 10 “当得的份, 无人供给”

v. 11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

立约 10:39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背约的百姓!



尼 13:4-31 “可惜, 好景不长, ”: 教会生活妥協

聖殿事奉的妥協 (13:4-14): 背约的百姓

2nd恶事: 17 “怎么行这恶事, 犯了安息日呢?”

安息聖日的妥協 (13:15-22)

安息日作买卖: 经济挂帅,养家糊口,打拼小康

10:29, 31 “. . 发咒起誓, 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
西所传的律法, 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
诫命, 典章, 律例, . . 31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
日, 或什么圣日, 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 
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 . . .”

不信神的话: 背约的百姓!



尼 13:4-31 “可惜, 好景不长, ”: 教会生活妥協

聖殿事奉的妥協 (13:4-14): v. 7 背约的百姓

安息聖日的妥協 (13:15-22): v.17背约的百姓

3nd恶事: 27 “你们行这大恶, 娶外邦女子 . . .?”

異族聯姻的妥協 (13:23-31)

信仰妥协, 失去敬虔后代: v. 24 “他们的儿女
说话, 一半是亚实突的话, 不会说犹大的话, . .”

10:29-30 “. . 发咒起誓, 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
西所传的律法, . .30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
地的居民, 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违背神的话: 背约的百姓!



尼 13:4-31 “可惜, 好景不长, ”: 教会生活妥協

聖殿事奉的妥協 (13:4-14): v. 7 背约的百姓

安息聖日的妥協 (13:15-22): v.17背约的百姓

異族聯姻的妥協 (13:23-31): v.27 背约的百姓

12年心血泡汤, 怎办? --任凭腐滥?!

13章尼希米末后改革: 圣城耶路撒冷

 Puritans: 改革 “宗教改革 The Reformation”

 “Reformed, and always Reforming”

教会与个人: “悔改 & 相信”一生之久

13章尼希米末后改革: How?

教会纪律与管教 (A Mark of a True Church)



13章尼希米末后改革: 教会纪律与管教

动怒斥责 (vv. 8, 11, 17, 15, 21, 25)

“我甚恼怒, . . 我就斥责, . . 我就警戒 . .”

按照圣经 (vv. 7, 10, 17-18, 26-27)

耶 17 “从前你们列祖..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

王上 11 “所罗门...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

行动表现 (vv. 8, 11, 19, 25, 28)

“就把多比雅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

“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管理城门.”

“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

“大祭司…的孙子,…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



13章尼希米末后改革: 教会纪律与管教

动怒斥责 (vv. 8, 11, 17, 15, 21, 25)

按照圣经 (vv. 7, 10, 17-18, 26-27)

行动表现 (vv. 8, 11, 19, 25)

悔改果实 (vv. 9, 12-13, 22a, 25b)

“吩咐人洁净这屋子,将神殿的器皿…搬进去”

“犹大众人就把 … 十分之一送入库房; PC, FC, 
Deacons … 都是忠信的… 将所供给的分给..”

“利未人洁净自己, 来守城门, 使安息日为圣.”

“叫他们神起誓, 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
人的儿子, 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13章尼希米末后改革: 教会纪律与管教

动怒斥责 (vv. 8, 11, 17, 15, 21, 25)

按照圣经 (vv. 7, 10, 17-18, 26-27)

行动表现 (vv. 8, 11, 19, 25)

悔改果实 (vv. 9, 12-13, 22a, 25b)

华人教会 : 教会纪律与管教?

尼希米牧师? -- “脾气不好, 太凶了!”

私下议论; 庭外和解/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不按圣经; 息事宁人/爱面子/ “一点酵, . . .”

CBCOC 重建更新? – “对付信仰妥协, 罪恶?!”

 40 年: 热热闹闹, 忙忙碌碌, 草木禾秸!



13章尼希米末后改革: 教会纪律与管教

动怒斥责; 按照圣经; 行动表现; 悔改果实

叹息祷告 (vv. 14, 22b, 31b)

“我的神啊, 求你因这事记念我, 不要涂抹我
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

“我的神啊, 求你因这事记念我, 照你的大慈
爱怜恤我.”

“我的神啊, 求你记念我, 施恩于我!”

“不要涂抹”: 尼希米的见证 (圣经)

律法改革的限制: 摩西 约书亚

拉/尼: 十年之内就变质? – 100/500 年?



~ 500年后更大的尼希米: 重建耶路撒冷!

“我為你的殿心裡焦急, 如同火燒.”

洁净圣殿: “耶穌就拿繩子做成鞭子, 把牛羊
都趕出殿去, 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 推翻
他們的桌子, . . .”

为耶路撒冷哀哭: “巴不得你知道….” (路 19)

为耶路撒冷受死: “钉他十字架!”

为耶路撒冷复活: “好景 (欢乐)长长” (约 16)

为耶路撒冷再来: “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 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启 21)

福音重建: 圣城新耶路撒冷!



~ 500年后更大的尼希米: 重建耶路撒冷!

“我為你的殿心裡焦急, 如同火燒.”

耶稣的福音: 诞生,哀哭,受死, 复活, 升天, 再来

洁净圣殿 (教会) 

重建圣城新耶路撒冷 (教会)

2015 羔羊之年蒙福:

 福音相称: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慕道朋友:

“我的神啊, 求你记念我, 施恩于我!”

十架上罪人的祷告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好景长长”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Wonderful Love”

“主的妙愛”



#309 Cleanse Me 1/8

親愛的主！你今召我回來，

面臨你愛，使我深覺慚愧；

像我這樣，你竟還肯愛我，

阿主你愛，真是令人難猜！
O my dear Lord, “Come back,” you call to me.

As your pure love, stirs deepest shame in me.

To one like me, your boundless love extends;

Such love of yours, I cannot comprehend.



#309 Cleanse Me 3/8

我雖曾說：主阿，我深愛你；

雖曾自誇：我永不離開你；

曾幾何時，我又將你離棄，

向你背約，使你傷心歎息!
Though I have said, “I love you from my heart.”

And made this boast, “From you I’ll never part.”

Yet times I have, ignored you in my pride.

And caused you pain, and cast my vow aside.



#309 Cleanse Me 5/8

但是主阿，你不因此灰心！

你那妙愛, 催你將我找尋；

直到尋見，懷抱我在你心，

撫我領我，使我歸回羊群。
Yet my dear Lord, you never turn away.

Your wondrous love still seeks me every day.

And when I’m found, you bear me in your arms.

To your sheepfold, safe from all life’s alarms.



#309 Cleanse Me 2/8

主阿，你愛，奇妙的愛，

長闊高深，真是令人難猜；

雖然我曾, 一度叫你傷懷，

但主你愛, 卻又將我找回。
O Lord your love, such wondrous love,

Surpassing thoughts, all measurements above;

Though I have sinned and caused you so much pain,

yet Lord, your love has brought me back again.



#309 Cleanse Me 7/8

主阿現在, 我不敢離你懷，

我又何敢, 辜負你的恩愛；

我懇求你, 保守我不失敗，

直到你愛, 被我充分了解。
Now my dear Lord, I’ll never leave you more.

I could not bear to grieve your love so sore.

I plead, dear Lord, preserve me from all sin.

Until your love fills all my heart within.



#309 Cleanse Me 6/8

主阿你愛，奇妙的愛，

長闊高深，真是令人難猜；

雖然我曾, 一度叫你傷懷，

但主你愛, 卻又將我找回。
O Lord your love, such wondrous love,

Surpassing thoughts, all measurements above;

Though I have sinned and caused you so much pain,

yet Lord, your love has brought me back ag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