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 3/30 Sun, 1:30pm 會員大會

• 3/30 Sun, 6pm 小組同工會

• 4/12 Sat, 10am 梁牧師夫妇交谊

• 4/13, Sun, 9:15am 梁牧師證道

1:30pm Q/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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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a, 66-73

(pp. 730-731,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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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城是廣大，其中的民卻稀少，房屋還
沒有建造。



5 我的神感動我心，招聚貴胄、官長和
百姓，要照家譜計算。我找著第一次上
來之人的家譜，其上寫著： 6 巴比倫王
尼布甲尼撒從前擄去猶大省的人，現在
他們的子孫從被擄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
猶大，各歸本城. 7 他們是同著所羅巴伯
、耶書亞、尼希米、亞撒利雅、拉米、
拿哈瑪尼、末底改、必珊、米斯毗列、
比革瓦伊、尼宏、巴拿回來的。

8 以色列人民的數目記在下面：. . .



66 會眾共有四萬二千三百六十名. 67 此
外還有他們的僕婢七千三百三十七名, 又
有歌唱的男女二百四十五名. 68 他們有
馬七百三十六匹, 騾子二百四十五匹, 69
駱駝四百三十五隻, 驢六千七百二十匹.
70 有些族長為工程捐助. 省長捐入庫中
的, 金子一千達利克, 碗五十個, 祭司的禮
服五百三十件. 71 又有族長捐入工程庫
的, 金子二萬達利克, 銀子二千二百彌拿.
72 其餘百姓所捐的, 金子二萬達利克, 銀
子二千彌拿, 祭司的禮服六十七件。



73 於是, 祭司, 利未人, 守門的, 歌唱的、
民中的一些人、尼提寧並以色列眾人，
各住在自己的城裡。





SERMON

信息

3/30/14



“聖城, 新耶路撒冷 ” (I)

(尼希米記 7:1-12:43)

邓牧師



CBCOC: “Be Transformed for the Next 40 Years”

新的40 年: 新的轉變: 更新 (重建)

 教堂重建

 年久失修

 教會重建

 青黃不接

 個人重建

 軟弱無力

以斯拉記 & 尼希米記:

耶路撒冷 “教会” (旧约): 70年后的重建

死灰复燃; 死里复活: A Miracle

百废待举! 何处着手?



以斯拉記 & 尼希米記:

耶路撒冷 “教会” (旧约): 70年后的重建

 阿摩司书 9:11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
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
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

 A) 拉 1-6 重建圣殿

 B) 拉 7-10 重建百姓

(负面: 不与世界同流合污)

 A’) 尼 1:1-7:3 重建城墙

 B’) 尼 7:4-13:31 重建百姓

(正面: 却与上帝重新立约)



耶路撒冷 “教会” (旧约): 70年后的重建

CBCOC 本教会 (新约): 40年后的重建

“來吧! 讓我們重建” (尼 2:17): 功課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尼 7): 

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 (尼 8): 

我们需要全民的动员 (尼 8): 



耶路撒冷 “教会” (旧约): 70年后的重建

CBCOC 本教会 (新约): 40年后的重建

“來吧! 讓我們重建” (尼 2:17): 功課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重建圣殿, 城墙

 拉 1 “耶和华 . . 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 . .
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 . . 要上耶路撒冷
去建造耶和华的殿.”

 尼 2 “王就允准我, 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 . 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 . 
.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 我们做他仆人的
，要起来建造.”



耶路撒冷 “教会” (旧约): 70年后的重建

CBCOC 本教会 (新约): 40年后的重建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重建圣殿, 城墙, 城市

 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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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城市:人煙稀少 人丁興旺

 尼 7 “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
还没有建造.  5 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
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
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 . . .”



耶路撒冷 “教会” (旧约): 70年后的重建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重建城市

 耶路撒冷城市:人煙稀少 人丁興旺

 尼 7 “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
还没有建造.  5 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
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
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 . . .”

 神感动 “百姓的心”: 移民到 “圣城耶路撒冷”

 尼 11 “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 其余的
百姓掣签, 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
路撒冷, 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 2 凡甘心乐
意住在耶路撒冷的,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重建教会
耶路撒冷城市:人煙稀少 人丁興旺
 尼 7:5 “我的神感动我心, . . .”
 尼 11:2 神感动 “百姓的心”: “凡甘心乐意住
在耶路撒冷的,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移民“圣城, (“新”) 耶路撒冷”蒙福居民的资格?
 尼 7:5-6 “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 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 . . 现在他们的子孙从
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各归本城.”
 被赎之民的名册 (尼 7:7-66; “共有 42,360”):

 “第二次出埃及”: 被掳归回的余民
 经历救赎恩典之人



移民“圣城, (“新”) 耶路撒冷”蒙福居民的资格:

被掳归回余民的名册: 经历救赎恩典之人尼 7

你愿蒙福, 移民到耶路撒冷吗? (天上的)

移民“圣城, 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的名册:

 启示录 20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
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 . .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
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启示录 3 “凡得胜的, 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
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众使者面前, 认他的名.”



被掳归回余民的名册: 经历救赎恩典之人尼 7
你愿蒙福, 移民到耶路撒冷吗? (天上的)
移民“圣城, 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的名册:

 启示录 3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
柱子, . .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
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路加福音 10:20 “然而, 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
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天上公民身份 (腓立比书 3:20)?
New Exodus: 被掳归回; 经历救赎恩典 --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上帝的帮助: 重建耶路撒冷的 (旧约) 教会

 耶路撒冷的圣殿重建 ; 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

 耶路撒冷的城市重建 :人煙稀少 人丁興旺

耶路撒冷(新约) 教会: “主将得救的人 . . .”使 2

 使徒行传 1 “当下, 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
去, 13 进了城, 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 . 都
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以赛亚书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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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CBCOC的重建: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讀書會 (三個月): 保羅的禱告

1) 為主內肢體靈命復興禱告

 “主啊！为你的教会感谢主！感谢你带领教
会走过第一个40年，在風風雨雨中，實在
看到主你恩手的扶持，我們獻上感謝。

主耶穌，當我們在為教會的第二個40年，
一同來尋求主的帶領之際，我們要向主切
切地祈求!”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CBCOC的重建: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1) 為主內肢體靈命復興禱告

 “主啊！當我們在學習為別人禱告的時候，
知道應該首先省察自己。因此懇求聖靈來
光照我們，我們願意行在你的光中，而不
要行在黑暗裡。主啊，若在我们里面有心
怀二意，或苦毒，或怨恨他人的心，或没
有饶恕等，懇求主耶穌的寶血潔淨我們，
赦免我們的過犯, 願我們的禱告蒙主垂聽。”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2) 为我们的祷告生活呼求神: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以先，
你就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你更赐我们权柄，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恩惠，蒙怜悯
，作随时的帮助. . . 可是多少时候，为了体
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不顾你的心意，曾以
各样的借口不愿常常与你亲近与交谈，我
们的罪孽都在你的面前 . . 求你今日来洁净
我们，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2) 为我们的祷告生活呼求神:

 “爱我们的神哪！求你的圣灵今天就来复兴
你的教会，复兴每一个家庭，复兴每一位
属于你的儿女，恒切祷告，警醒感恩，使
这里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求你坚固我们，
得着我们，指引我们当走的路，亲爱的父
神，我们为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特
别施恩，带领教会成为圣灵充满，祷告有
能力，追求圣洁，并有宣教使命感的教会
，也求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

 1970s 加拿大法语教会的复兴 (周三祷告会)



CBCOC 本教会: 40年后的重建

新的轉變: 教堂重建, 教會重建, 個人重建

“來吧! 讓我們重建” (尼 2:17)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以弗所书 6: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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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
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 . .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
分放胆讲论”
 为牧师的复兴祷告; 

 为讲台的信息祷告!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19 

“Teach Me to Pray"

“教我禱告”



#319 Teach Me to Pray 1/4

親愛的救主; 教我禱告

我心向恩主; 發聲求告

願遵主旨意; 走主真道

親愛的救主; 教我禱告

主在我心裡; 我在主裡

我深願與主; 常在一起

使我得自由; 豐富能力

與神人相處; 充滿活力



#319 Teach Me to Pray 2/4

主求你賜我; 禱告能力

在世界罪惡; 痛苦之地

無數的靈魂; 沉淪迷失

主求你賜我; 禱告能力

主在我心裡; 我在主裡

我深願與主; 常在一起

使我得自由; 豐富能力

與神人相處; 充滿活力



#319 Teach Me to Pray 3/4

我意志薄弱; 求主復興

使我能制服; 罪惡本性

賜我新力量; 充滿我靈

使我常禱告; 聽主命令

主在我心裡; 我在主裡

我深願與主; 常在一起

使我得自由; 豐富能力

與神人相處; 充滿活力



#319 Teach Me to Pray 4/4

親愛的救主; 教我禱告

主是我榜樣; 是我嚮導

做我的中保; 永遠可靠

親愛的救主; 教我禱告

主在我心裡; 我在主裡

我深願與主; 常在一起

使我得自由; 豐富能力

與神人相處; 充滿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