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 3/29 Sat, 2pm Memorial Service

• 3/30 Sun, 1:30pm 會員大會

• 3/30 Sun, 6pm 小組同工會

• 4/5, Sat, 8am-2pm Workday

• 4/18 Fri 受難節

• 4/20 Sun 復活節 (浸禮入會)

• 4/27 Sun 40th周年聯合崇拜, 餐會

•詩班



SCRIPTURE

讀經



Nehemiah 尼希米記

6:1-7:3

(pp. 729-730)



1 參巴拉、多比雅、阿拉伯人基善和我
們其餘的仇敵聽見我已經修完了城牆，
其中沒有破裂之處（那時我還沒有安門
扇）， 2 參巴拉和基善就打發人來見我
，說：「請你來，我們在阿挪平原的一
個莊村相會。」他們卻想害我。 3 於是
我差遣人去見他們，說：「我現在辦理
大工，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見你們
呢？」 4 他們這樣四次打發人來見我，
我都如此回答他們。 5 參巴拉第五次打
發僕人來見我，手裡拿著未封的信，



6 信上寫著說：「外邦人中有風聲，迦
施慕也說，你和猶大人謀反，修造城牆
，你要做他們的王。 7 你又派先知在耶
路撒冷指著你宣講說：『在猶大有王！
』現在這話必傳於王知。所以請你來，
與我們彼此商議。」 8 我就差遣人去見
他，說：「你所說的這事一概沒有，是
你心裡捏造的。」 9 他們都要使我們懼
怕，意思說: 「他們的手必軟弱，以致工
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堅固我的手！



10 我到了米希大別的孫子、第來雅的兒
子示瑪雅家裡，那時他閉門不出。他說
：「我們不如在神的殿裡會面，將殿門
關鎖，因為他們要來殺你，就是夜裡來
殺你。」 11 我說：「像我這樣的人豈要
逃跑呢？像我這樣的人豈能進入殿裡保
全生命呢？我不進去！」 12 我看明神沒
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說這話攻擊我，是
多比雅和參巴拉賄買了他。 13 賄買他的
緣故，是要叫我懼怕，依從他犯罪，他
們好傳揚惡言毀謗我。



14我的神啊,多比雅,參巴拉,女先知挪亞
底和其餘的先知要叫我懼怕, 求你記念他
們所行的這些事. 15 以祿月二十五日, 城
牆修完了, 共修了五十二天. 16 我們一切
仇敵, 四圍的外邦人聽見了便懼怕, 愁眉
不展, 因為見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神
. 17 在那些日子, 猶大的貴胄屢次寄信於
多比雅, 多比雅也來信於他們. 18 在猶大
有許多人與多比雅結盟, 因他是亞拉的兒
子, 示迦尼的女婿, 並且他的兒子約哈難
娶了比利迦兒子米書蘭的女兒為妻.



19 他們常在我面前說多比雅的善行, 也
將我的話傳於他. 多比雅又常寄信來, 要
叫我懼怕。 7:1 城牆修完，我安了門扇
，守門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
2 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營樓的宰官
哈拿尼雅管理耶路撒冷，因為哈拿尼雅
是忠信的，又敬畏神過於眾人. 3 我吩咐
他們說：「等到太陽上升才可開耶路撒
冷的城門，人尚看守的時候就要關門上
閂。也當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
，看守自己房屋對面之處。」





SERMON

信息

3/23/14



“Ebenezer 以便以謝 ”

(Nehemiah 尼希米記 6:1-7:3)

邓牧師



基督徒的生活:

压力重担, 误会冲突, 病痛担忧, 伤害攻击

 “心灰意懒; 惧怕放弃”

圣灵 (士官长): 死老百姓!

 Wake-up; Get-up! --基督徒 = 基督精兵
军装; 争战 (以弗所书 6):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
强的人。 11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
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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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 = 基督精兵 (军装; 争战: 以弗所书 6)

“所以, 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
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
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
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 又拿着信德
当做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
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
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
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尼希米 “精兵”的争战 (6:1-7:3)



以斯拉記 & 尼希米記: 被掳归回时期

587 B.C. 耶路撒冷的沦陷 (巴比伦帝國)

538 B.C. 被掳百姓的归回 (波斯帝國)

538 B.C.   设巴萨/所罗巴伯 (居鲁士王)

 A) 拉 1-6 重建圣殿

458 B.C.   以斯拉 (亚达薛西王)

 B) 拉 7-10 重建百姓

445 B.C.   尼希米 (亚达薛西王)

 A’) 尼 1:1-7:3 重建城墙

 B’) 尼 7:4-13:31 重建百姓



重建城墙 (尼1:1-7:3) “尼希米传记Memoir”

哈拿尼報信 (1:1-3): “城墙拆毁, 城门焚烧”

 1:4-3:32 “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 . .”

 4:1-7:3 神的善工: 面对阻挡 : 一場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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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 “精兵”的争战 ***

哈拿尼就任 (7:1-3): “城牆修完; 安了城门”



“修完城墙; 没有破裂” (v. 1): 针对工头 (6:1-19)

詭計 (1): 造謠中傷 (6:1-9): 與王關係

 v. 2 “阿挪”会谈 (“西安事变”)

 vv. 6-7 “谋反 . . 你要做王” (搞反革命!)

 vv. 2, 9 “却想害我, . . 使我们惧怕”

詭計 (2): 欺騙毀謗 (6:10-14): 與神關係

 v. 10 先知: “杀你 . .杀你, . .神的殿里会面”

 vv. 13-14 “惧怕, 犯罪, 恶言毁谤我, 惧怕”

詭計 (3): 內外夾攻 (6:17-19): 與同工關係

 多比雅与犹大贵胄: “结盟联亲” (裙帶關係)

 v. 19 “叫我惧怕”



“修完城墙; 没有破裂” (v. 1): 针对工头 (6:1-19)

詭計 (1): 造謠中傷 (6:1-9)

 vv. 2, 9 “却想害我, . . 使我们惧怕”

詭計 (2): 欺騙毀謗 (6:10-14)

 vv. 13-14 “惧怕, 犯罪, 恶言毁谤我, 惧怕”

詭計 (3): 內外夾攻 (6:17-19)

 v. 19 “叫我惧怕”

尼希米 “精兵”的回应: 抵挡魔鬼的诡计

分辨真假; 不致上当

勇敢直言; 不致妥协 (苟且偷安)

迫切祷告; 不惧怕人

神的道

神的灵



尼希米 “精兵”的回应: 抵挡魔鬼的诡计

分辨真假; 不致上当:

 vv. 2, 9 “却想害我, . . 使我们惧怕”

 vv. 12-13 “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 是他自己
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雅和参巴拉贿买
了他。 13贿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
，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

 v. 19 “他们常 . .说多比雅的善行, . .将我的
话传于他. 多比雅. .常寄信来, 叫我惧怕.”

诗篇 119: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
比仇敌有智慧.”     讀經!!!



尼希米 “精兵”的回应: 抵挡魔鬼的诡计

分辨真假; 不致上当

勇敢直言; 不致妥协 (苟且偷安)

 v. 3 “我现在办理大工, 不能下去!”

 v. 8 “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 你捏造的!”

 v. 11 “我说: ‘我 . . 岂要逃跑呢? 像我 . .岂
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 我不进去!”

马可 8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
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 . 若有人要跟从
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
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
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尼希米 “精兵”的回应: 抵挡魔鬼的诡计

分辨真假; 不致上当

勇敢直言; 不致妥协 (苟且偷安)

迫切祷告; 不惧怕人

 v. 9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 意思说: ‘他们
的手必软弱, 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神啊, 求
你坚固我的手!”

 v. 14 “我的神啊, 多比雅, 参巴拉, 女先知
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 求你记
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诗篇 118:6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敌人的回应 (6:15-16)

“以禄月二十五日, 城墙修完了, 共修了五十二
天.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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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墙修完了!”: 耶路撒冷 --从羞辱到荣耀

 1:1-3 “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 
受凌辱, 耶路撒冷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7:1-3 “城墙修完, 安了门扇, 守门的, 歌唱的
和利未人都已派定. . . 哈拿尼和. . 哈拿尼雅
管理耶路撒冷, 是忠信的, 又敬畏神 . . 也当
派耶路撒冷的居民, 各按班次, 看守 . ..”



一切敌人的回应 (6:15-16): “出乎我们的神.”

 “城墙修完了!”: 耶路撒冷从羞辱到荣耀

 “共修了五十二天!”

耶稣死里复活 (约翰 2): “你们拆毁这殿, 我
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 . ‘这殿是四十六年
才造成的, 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 . 所
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门徒就想起他说过
这话, 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耶稣建立教会: “万国祷告的殿”

 耶稣: 木匠, 市井小民; 无钱, 无权, 无势

 古今中外: “万膝跪拜; 万口承认!”



一切敌人的回应 (6:15-16): “出乎我们的神.”

耶稣死里复活 & 建立教会: “万国祷告的殿”

Gordon & Vivian

 “我从小就是个无神论者. . . .”

 “我们这代长在红旗下的大陆人, 基本是鄙
视一切宗教和信仰宗教的人. 感觉只有我们
这些无神论者, 才真正的了解世界, 才是真
正的自己主宰世界.”

 “有人跟我说: ‘信耶穌可得永生!’ 我當時覺
得, 這種思想真是荒唐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但是当 . . 一个信基督的同事在病逝前从容
面对生命的逝去, . . . 感到很震惊!”



一切敌人的回应 (6:15-16): “出乎我们的神.”

耶稣死里复活 & 建立教会: “万国祷告的殿”

Gordon & Vivian

 “但是由于想到信主后在国内那种情况下可
能面对的种种, 我还是没有站起来.”

 “我也就跟着祷告, 结果我的腿立刻就不疼
了. 那一刻, 我决心受洗. 我觉得, 在美国这
一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主耶酥, 我觉得, 
. . 主安排我万里迢迢来到美国，就是为了
接受主.”

党的压力: 勇敢受洗!

“出乎我们的神?!”



一切敌人的回应 (6:15-16): “出乎我们的神.”

耶稣死里复活 & 建立教会: “万国祷告的殿”

Gordon & Vivian

 “一个人来到美国, 第一次接触了Bible, 但坦
诚的性格也表达了对 Bible、对有神的不可
理解，因为从小到大的教育里全部都是无
神论，而且我对此坚信不疑.”

 “我开始了Bible的阅读之旅. 之后便一发而
不可收拾。我可以整晚阅读，尽管需要不
断的查阅词典，尽管大部分看完也没留下
太多记忆.”



一切敌人的回应 (6:15-16): “出乎我们的神.”

Gordon & Vivian

 “感谢神，因为当时的我，一窍不通，因为
Bible太厚了，这种指导太及时了。我如饥
似渴的阅读着，因为我有太多的不知道.”

 “之后赖建大姐专程 . . 向我传福音. 她说的
话, 若是以前将是多么的难以理解, 当时却
觉得每一句都能领悟, 都能明白. 我突然间
有了感动, . . . 送走了她, 我身体开始打颤, 
下巴抖得难以合拢, 还特别想哭, 但又哭不
出来. . . 之后时常想流泪, 12月14号, 我决志
了, 相信神, 真的存在, 也承认了自己的罪!”



一切敌人的回应 (6:15-16): “出乎我们的神.”

Gordon & Vivian

 “师母带我读哥林多前书13章4-7节“这就像
对我的一样，我一直苦苦困惑的七年之痒, 
不正是因为我自夸, 我不忍耐吗，. .师母给
我祷告的时候, 我已是泪如珠帘. 神的话语, 
神的智慧, 神的大能, 我感受到了.”

 “之后的日子, 我坚持读Bible, 读的越多, 知
道自己的罪就越深, 我饱受着煎熬, 虽然决
志了, 但我依然无法解脱, . . .”



一切敌人的回应 (6:15-16): “出乎我们的神.”

Gordon & Vivian

 “我问神在我身上用了怎样的智慧和聪明。
之前的我一帆风顺，这两年内心挣扎纠结
，这是神的智慧，让我领悟罪，领悟神的
力量。师母带我去做清晨祷告，我点数神
给我的荣耀，数也数不清，我泪流不止。
神让我睁开心灵的眼睛，每每当我感到困
惑的时候，就立刻安排人来帮我，不忍让
我多增加片刻纠结，感谢神，感谢全能的
父神，我的一切都不在你之外！”



一切敌人的回应 (6:15-16): “出乎我们的神.”

Gordon & Vivian

 “当晚我给牧师打了电话, 我要受洗. 之后我
翻开圣经, 出现在眼前的是以弗所书一章3
节, “他在创立世界之前, 就在基督里拣选了
我们, 使我们到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神都相信我终将圣洁, 无有瑕疵, 我还有什
么可犹豫的呢?!”

爱人, 党的压力: 勇敢受洗!

“出乎我们的神?!”



一切敌人的回应 (6:15-16): “出乎我们的神.”

 “我们一切仇敌, . .听见了便惧怕, 愁眉不展.”

最终至大的惧怕:

启 6 “地上的君王, 臣宰, 将军, 富户, 壮士和
一切为奴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
里, 向山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
藏起来, 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罗 2 “. . . 人都在罪恶之下: 眼中不怕神.”

 7:2 “哈拿尼雅 . . 忠信 . .又敬畏神过于众人.”

帖前 1 “死里复活的那位: 救我们脱离将来愤
怒的耶稣!”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418 

"He Leadeth Me, 

O Blessed Thought"

“耶穌領我”



#418 he Leadeth me, O Blessed Thought 1/3

耶穌領我我真喜歡,  蒙主引導心中平安

無論日夜動靜起坐,  耶穌親手時常領我

耶穌領我, 耶穌領我, 耶穌天天親手領我

我願終身跟主腳步,  因蒙恩主親手領我



#418 he Leadeth me, O Blessed Thought 2/3

我願緊握恩主聖手,  甘心樂意隨主行走

遇禍遇福兩般皆可,  因有耶穌親手領我

耶穌領我, 耶穌領我, 耶穌天天親手領我

我願終身跟主腳步,  因蒙恩主親手領我



#418 he Leadeth me, O Blessed Thought 3/3

到時行完一世路程,  內外仇敵靠主全勝

死如冷河我入不躲,  因有耶穌親手領我

耶穌領我, 耶穌領我, 耶穌天天親手領我

我願終身跟主腳步,  因蒙恩主親手領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