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 2/23 (Sun), 1:30pm 會友大會

• “国语堂青年事工传道”

• 6/20-22 (Fri-Sun), 国语堂退修會



SCRIPTURE

讀經



Nehemiah 尼希米記

4:1-9

(p. 726)



1 參巴拉聽見我們修造城牆就發怒，大
大惱恨，嗤笑猶大人，2 對他弟兄和撒
馬利亞的軍兵說：「這些軟弱的猶大人
做什麼呢？要保護自己嗎？要獻祭嗎？
要一日成功嗎？要從土堆裡拿出火燒的
石頭再立牆嗎？」 3 亞捫人多比雅站在
旁邊，說：「他們所修造的石牆，就是
狐狸上去也必跐倒。」 4 我們的神啊，
求你垂聽，因為我們被藐視。求你使他
們的毀謗歸於他們的頭上，使他們在擄
到之地作為掠物。



5 不要遮掩他們的罪孽，不要使他們的
罪惡從你面前塗抹，因為他們在修造的
人眼前惹動你的怒氣。 6 這樣，我們修
造城牆，城牆就都連絡，高至一半，因
為百姓專心做工。

7 參巴拉、多比雅，阿拉伯人、亞捫人
、亞實突人，聽見修造耶路撒冷城牆，
著手進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發怒。
8 大家同謀要來攻擊耶路撒冷，使城內
擾亂。 9 然而我們禱告我們的神，又因
他們的緣故就派人看守，晝夜防備。





SERMON

信息

3/2/14



“修造與防禦 Repair and Defend” (II)

(Nehemiah 尼希米記 3:1-4:23)

鄧牧師



重建(地上的)耶路撒冷 (尼希米记 3-4)

 2:18-3:1 “ ‘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奋勇
做这善工. . . . 那时, 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
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 . . .”

暂时的, 影子, 预表, 石头 [Good]

CBCOC “更新变化”: 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启示录 21 “. . .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
整齐等候丈夫.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明如水晶. . . .”

永远的, 实体, 成全, “活石” [Better]



CBCOC 事奉: 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启 21 “新耶路撒冷: 城中有神的荣耀”

永远的, 实体, 成全, “活石” [Better]

 个人性: “. .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
样, . . .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
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团体性: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
基督的身体, . .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



重建(地上的)耶路撒冷 (尼希米记 3-4)

 2:18-3:32 “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 . .”

神的善工: 面对阻挡 (尼 2; 4)

 2:10 “和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扪人多比雅
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 就甚恼怒.”

 2:19 “但和伦人参巴拉 . . 亚扪人多比雅和阿
拉伯人基善听见, 就嗤笑 . . 藐视我们, 说: ..”

 4:1-3 “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 大
大恼恨, 嗤笑犹大人, . . .亚扪人多比雅 . . .”

 4:7-8 “参巴拉, 多比雅, 阿拉伯人, 亚扪人, 亚
实突人就甚发怒. . 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



重建(地上的)耶路撒冷 (尼希米记 3-4)

 2:18-3:32 “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 . .”

神的善工: 面对阻挡 (尼 2; 4)

 In the beginning 创造的善工

 创 1-3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 . . 唯
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 . .”

 At the end 救赎的善工

 启示录 12 “. . .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逼
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 . 龙向妇人发怒, 去
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 这儿女就是那守神
诫命, 为耶稣作见证的. . .”

CBCOC 事奉: 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 重建(地上的)耶路撒冷 (尼 3-4) 

CBCOC 事奉: 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神的善工: 面对阻挡 (尼 2; 4)

 起来建造: 一個聖召 (3 章): 彼此合一

 起来防禦: 一場聖戰 (4 章): 坚忍到底

神的善工 (聖召, 聖戰): 集体性 (Life Together)

 Personal, not private, nor individualistic

 Just me and Jesus?! -- 单打独斗?

 自扫门前雪?

 统战: 分化斗争, 化整为零, 个个击破

 加入教会: “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以色列人: 重建(地上的)耶路撒冷 (尼 3-4) 
CBCOC 事奉: 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神的善工: 面对阻挡 (尼 2; 4)
 起来建造: 一個聖召 (3 章): 彼此合一
 全民动员, 恩赐配搭 (vv. 1-32)
 敬虔领袖, 以身作则 (v. 1)
 (不) 自高自大, 袖手旁观 (v. 5)

 起来防禦: 一場聖戰 (4 章): 坚忍到底
 尼希米/ 犹大人的榜样: 凭着信心
 祷告与行动
 4:9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 又因他们 (
仇敌) 的缘故就派人看守, 昼夜防备.”



以色列人: 重建(地上的)耶路撒冷 (尼 3-4) 
CBCOC 事奉: 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神的善工: 面对阻挡 (尼 2; 4)
 起来防禦: 一場聖戰 (4 章): 坚忍到底
 尼希米/ 犹大人的榜样: 凭着信心

 彼前 5 “务要谨守,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
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
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
这样的苦难.”

 约一 5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
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起来防禦: 一場聖戰 (4 章): 坚忍到底
尼希米的榜样: 凭着信心: 祷告与行动

 敌人发怒, 大大恼恨, 嗤笑犹大人 (vv1-3):
 “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
 要保护自己吗?
 要献祭吗?
 要一日成功吗?
 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
 所修造的石墙, 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跐倒!”

唇枪舌剑: 心理战术, 打击士气, 心灰意懒
 “搞迷信, 弱者拐杖, 落後, 极端, 狭窄, 宗
教狂热, 恐怖分子!”



尼希米的榜样: 凭着信心: 祷告与行动
 敌人发怒, 大大恼恨, 嗤笑犹大人 (vv1-3):

唇枪舌剑: 心理战术, 打击士气, 心灰意懒
尼希米的回应: 对骂? 以牙还牙?

 vv.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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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们在掳到之地作为掠物. 5 不要遮掩他
们的罪孽, 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 
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
 神的报应, 报仇, 审判, 忿怒: 临到敌人
 咒诅性祷告: 诗篇 69; 109; 137; 139; 140; . 

. ; 耶利米书 18:19-23; . . .



尼希米的榜样: 凭着信心: 祷告与行动

尼希米的信心回应: 咒诅性祷告

 神的报应, 报仇, 审判, 忿怒: 临到敌人

 诗篇 137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
追想锡安就哭了. . .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记
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
,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
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 
以东人说: “拆毁! 拆毁! 直拆到根基! 耶和华
啊, 求你记念这仇! 8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
, 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 那人便为有福! 9 拿
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 那人便为有福!”



尼希米的信心回应: 咒诅性祷告

神的报应, 报仇, 审判, 忿怒: 临到敌人

 “不要与恶人作对. . .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
逼迫你们的祷告.”

 “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
可咒诅. . 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
了, 就给他喝. .不可为恶所胜, 要以善胜恶.”

 旧约与新约冲突?

 基督徒的祷告?



咒诅性祷告: 旧约与新约冲突?

 新约的咒诅:

 马太 11 “哥拉汛哪, 你有祸了! 伯赛大啊, 
你有祸了! 迦百农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
来必坠落阴间! . .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
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加拉太书 1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
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
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 现
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
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旧约的 “爱仇敌”: 利 19:17-18; 箴 25:21-22



咒诅性祷告: 旧约与新约的一致性
“爱仇敌”   张力 “咒诅仇敌”

神的慈爱, 怜悯 神的公义, 圣洁
“爱仇敌” (约 3:16) “恨仇敌” (路 19:27)

不以偏盖全
基督徒的 “咒诅性”祷告?

 非个人恩怨, 乃国度争战!
 “死鬼, 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CBCOC: 东方闪电 (加拉太书 1)
 CCCOB: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 沉在
深海里” (马太福音 18)



“咒诅性”祷告:
深感罪恶丑陋; 渴望最终平反

 “耶和华啊,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憎嫌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
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诗篇 139)

深仇大恨交托; 医治安慰泉源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因为他顾念
你们.” (彼得前书 5)

本为可咒可诅; 全靠恩典得赎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
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
之子, 和别人一样” (以弗所书 2)



“咒诅性”祷告:
深感罪恶丑陋; 渴望最终平反
深仇大恨交托; 医治安慰泉源
本为可咒可诅; 全靠恩典得赎

 “. .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弗 2)
 然而,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
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
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 .也因着
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
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
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穩當根基”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1/4

耶穌的門徒, 有極穩當根基; 

是神的言語, 在聖經有所記

救主已應許, 賜你永遠的福; 

投靠你救主, 祂必定要保護

How firm a foundation, ye saints of the Lord,

Is laid for your faith in His excellent Word!

What more can He say than to you He hath said

To you who for refuge to Jesus have fled?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2/4

請聽救主說, 不要懼怕驚慌; 

因為我是神, 我必賜你力量

我必幫助你, 使你站立得住; 

用我全能手, 時常將你扶助

"Fear not, I am with thee; O be not dismayed,

For I am thy God, and will still give thee aid;

I'll strengthen thee, help 

thee, and cause thee to stand,

Upheld by My righteous, omnipotent hand.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3/4

雖然有患難, 經過水火試煉; 

我必賜給你, 豐富足夠恩典

患難與試煉, 無法將你傷害; 

你必成精金, 必永遠不朽壞

When through fiery trials thy pathway shall lie

My grace, all sufficient, shall be thy supply:

The flame shall not hurt thee; I only design

Thy dross to consume and thy gold to refine.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4/4

靠近我的人,  靈魂必享安息; 

在我懷中的,  我永遠不丟棄

仇敵無法侵,  災害也不能臨; 

我必常保護,  一直到無窮盡

"The soul that on Jesus hath leaned for repose 

I will not, I will not desert to its foes;

That soul, though all hell 

should endeavor to shake,

I'll never, no, never, no, never forsa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