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 3/20 (Thur), 9am-3pm 看櫻花

• 6/20-22 (Fri-Sun), 国语堂退修會



SCRIPTURE

讀經



Nehemiah 尼希米記

4:7-23

(p.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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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猶大人說：「灰土尚多, 扛抬的人力
氣已經衰敗, 所以我們不能建造城牆。」
11 我們的敵人且說：「趁他們不知不見,
我們進入他們中間, 殺他們, 使工作止住
。」



12 那靠近敵人居住的猶大人十次從各處
來見我們, 說：「你們必要回到我們那裡
。」 13 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
拿槍、拿弓站在城牆後邊低窪的空處。
14 我察看了，就起來對貴胄、官長和其
餘的人說：「不要怕他們，當記念主是
大而可畏的，你們要為弟兄、兒女、妻
子、家產爭戰。」

15 仇敵聽見我們知道他們的心意，見神
也破壞他們的計謀，就不來了。我們都
回到城牆那裡，各做各的工。



16 從那日起，我的僕人一半做工，一半
拿槍、拿盾牌、拿弓、穿鎧甲，官長都
站在猶大眾人的後邊。 17 修造城牆的、
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18 修造的人都腰間佩刀修造，吹角的人
在我旁邊。 19 我對貴胄、官長和其餘的
人說：「這工程浩大, 我們在城牆上相離
甚遠. 20 你們聽見角聲在哪裡, 就聚集到
我們那裡去. 我們的神必為我們爭戰。」



21 於是，我們做工，一半拿兵器，從天
亮直到星宿出現的時候。 22 那時，我又
對百姓說：「各人和他的僕人當在耶路
撒冷住宿, 好在夜間保守我們, 白晝做工
。」 23 這樣, 我和弟兄, 僕人並跟從我的
護兵都不脫衣服, 出去打水也帶兵器。





SERMON

信息

3/9/14



“修造與防禦 Repair and Defend” (III)

耶和華是戰士

(Nehemiah 尼希米記 3:1-4:23)

鄧牧師



基督徒的生活: War or Peace 战争? 和平?

 和平:

 耶稣: 和平之君 (Prince of Peace)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
于他所喜悦的人.” 路加福音 2

 和睦的福音: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马太福音 5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
战事.” 弥迦书 4



基督徒的生活: 战争!

 耶稣: 和平之君 (Prince of Peace)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
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 . . 人
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马太福音 10)

 和睦的福音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 乃是与那
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
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以弗所书 6)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
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提摩
太后书 4)



基督徒的生活: 争战!

 歷史/争战的开始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
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
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创世记 3

 歷史/争战的结束 – the Final Battle

 “我观看, 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
的称为 “诚信真实”, 他审判, 争战都按着公
义. . . 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 “
神之道”.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 穿着细
麻衣, 又白又洁, 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
出来，可以击杀列国. . . .” 启示录 19



基督徒的生活: 争战!

 争战的结局 (启示录 19): “我看见那兽和地
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
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 那兽被擒拿, 那在兽
面前曾行奇事, 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
的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
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其余的被骑
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 飞鸟都吃饱了他
们的肉.”

创世记 3 启示录 19

尼希米记 3-4: 宇宙性/歷史性争战的缩影



重建耶路撒冷 (尼希米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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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起来防禦: 一場聖戰 (4:1-7:3)

序幕 (4:1-6): 耶路撒冷被藐视

 上半场 (4:7-23): 攻击教会

 休息 (5:1-19): 平息内乱

 下半场 (6:1-19): 攻击领袖

尾声 (7:1-3): 耶路撒冷被重建



起来防禦: 一場聖戰 (4:1-7:3)
 尼希米/ 犹大人的榜样: 凭着信心

祷告与行动
序幕 (4:1-6): 耶路撒冷被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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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4-6 祷告 (vv. 4-5); 行动 (v. 6)

上半场 (4:7-23): 攻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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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 又因他们的
缘故就派人看守, 昼夜防备 (vv. 10-23)”



序幕 (4:1-6): 耶路撒冷被藐视
 4:1-3 唇枪舌剑: 心理戰, 打击士气, 心灰意懒
 “搞迷信, 弱者拐杖, 落後, 极端, 狭窄, . .”

尼希米/犹大人的回应: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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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不要自己申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因为
经上记着: ‘主说: 申冤在我, 我必报应.”

 行动 (4:6) “这样, 我们修造城墙, 城墙就都连
络, 高至一半, 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First thing first: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序幕 (4:1-6): 耶路撒冷被藐视 [動口]
上半场 (4:7-23): 攻击教会 [動手動腳]

 4:7-8 “参巴拉, 多比雅, 阿拉伯人, 亚扪人, 亚
实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 着手进行堵
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 大家同谋要来攻击
耶路撒冷, 使城内扰乱.”

尼希米/犹大人的回应: 信心
 4:9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 又因他们的缘
故就派人看守, 昼夜防备 (vv. 10-23)”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
的诡计. . . . 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做藤牌, 可
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以弗所书 6



4:7-8 “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 使城内扰乱.”
4:10-12 城内扰乱

 4:10 “犹大人说: ‘灰土尚多, 扛抬的人力气已
经衰败, 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 

 4:11 我们的敌人且说: ‘趁他们不知不见, 我
们进入他们中间, 杀他们, 使工作止住.’ 

 4:12 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
来见我们, 说: ‘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
 懼怕手軟, 垂頭喪氣
 心灰意懒, 半途而廢



4:7-8 “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 使城内扰乱.”

 4:10-12 “. . . 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 . . ”

 懼怕手軟, 垂頭喪氣, 心灰意懒, 半途而廢

 4:21-23 “于是, 我们做工, 一半拿兵器, 从天
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 . 好在夜间保守我
们, 白昼做工.’ 这样, 我和弟兄, 仆人并跟从
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 出去打水也带兵器.”

 剛強壯膽, 抬頭挺胸, 士氣高昂, 晝夜趕工

尼希米的兩篇講章 (4:14, 19-20)

Not like Pastor Kurt’s long sermons !

尼希米回应: 信心



尼希米回应: 信心講章 (4:14, 19-20)

 4:14 “我察看了, 就起来对贵胄, 官长和其余
的人说: ‘不要怕他们, 当记念主是大而可畏
的, 你们要为弟兄, 儿女, 妻子, 家产争战.”

15-18 得勝: “仇敌 . . . 不来了 . . .”

 4:19-20 “我对贵胄, 官长和其余的人说: ‘这
工程浩大, 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 你们听
见角声在哪里, 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 我们
的神必为我们争战.”

 神的争战: “大而可畏的神必为我们争战”

 教会的争战: “听见角声, . . 你们 . .要争战”

 勝過懼怕: “不要怕他们!”



尼希米回应: 信心講章 (4:14, 19-20)

耶和華是戰士 (Warrior)

 神的争战: “大而可畏的神必为我们争战”

 法老王的奴隸得解放 (出埃及记 15)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
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 .耶和华是
战士, 他的名是耶和华.”

 教会的争战: “大而可畏的神透過我们争战”

 與亚玛力人争战 (出埃及记 17)

 “耶和华已经起了誓, 必世世代代和亚玛
力人争战.”



耶穌是戰士: “更壮的壮士” (路加福音 11)

 神的争战: “大而可畏的神必为我们争战”

 罪的奴隸得解放 (马太 1; 歌罗西书 2)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既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掳来, 明显给众
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教会的争战: “大而可畏的神透過我们争战”

 完成主的大使命 (使徒行传 9; 马太 16)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
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懼怕手軟, 垂頭喪氣, 心灰意懒, 半途而廢?

尼希米回应: 信心講章 (4:14, 19-20)

 4:14 “不要怕他们, 当记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你们要为弟兄, 儿女, 妻子, 家产争战.”

 不要怕:    主是帮助我的

 记念主:    十字架的戰士

 要争战:    神必为我争战.



懼怕手軟, 垂頭喪氣, 心灰意懒, 半途而廢?

不要怕: 主是帮助我的 (马太 10; 来 13)
 “不要怕他们; . .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 . . 所以, 不要惧怕.”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
么样呢?”

记念主: 十字架的戰士 (林前 11; 来 12)
 “要如此行, 为的是记念我.”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 . 那忍
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
灰心. . .所以, 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
腿挺起来, . . .”



懼怕手軟, 垂頭喪氣, 心灰意懒, 半途而廢?

不要怕: 主是帮助我的 (马太 10; 来 13)

记念主: 十字架的戰士 (林前 11; 来 12)

要争战: 神必为我争战 (马太 26; 来 3)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
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
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
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
基督里有份了.”

一位姐妹的見證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54 

“Faith Is the Victory”

“信心使我得勝”



#54 Faith Is the Victory 4/1

營磊高築光明聖山, 信徒勃然興起
莫待黃昏日落天暗, 趁早一鼓破敵
奮勇向前抵擋群敵, 顯出神賜能力
我知靠信心必得勝, 信心可勝世界

信心使我得勝, 信心使我得勝
啊!榮耀的大得勝, 信心可勝世界



#54 Faith Is the Victory 4/2

主以仁愛為我旌旗, 聖言為我寶劍
昔日聖徒都因相信, 高唱得勝凱歌
勇猛好像旋風騰起, 急向戰場直趨
靠此信心得勝死權, 我可安然無慮
信心使我得勝, 信心使我得勝

啊!榮耀的大得勝, 信心可勝世界



#54 Faith Is the Victory  4/3

四周都有仇敵圍住, 預備向我攻擊
不要安居在帳棚裡, 應到爭戰之區
救恩頭盔保我無慮, 腰束真道不虛
地震山搖仇敵驚懼, 歡呼聲回響應
信心使我得勝, 信心使我得勝

啊!榮耀的大得勝, 信心可勝世界



#54 Faith Is the Victory 4/4

得勝仇敵的眾聖徒, 將穿聖潔白衣
天使面前盡都知名, 天軍俱來歡迎
努力行走光明之路, 如火挑旺在心
得勝所有黑暗魔軍, 全靠耶穌聖名
信心使我得勝, 信心使我得勝

啊!榮耀的大得勝, 信心可勝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