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 David & Joy: baby girl (5/5, Mon)

• 今日 [母亲: 小礼物]

• 12pm 午餐服事 (浸澧见证; 宣教士分享)

• 5/24 (Sat): Tijuana (Canned food, rice, Beans)

• 5/16-6/5 邓牧師短宣

• 普世宣教學院 (10 天); 亞洲宣教學院 (5 天)

• 6/20-22 (Fri-Sun) 国语堂退修會

• 主題: “心意更新; 重建教会” (羅 12:1-2)



SCRIPTURE

讀經



Nehemiah 尼希米記

9:38; 10:28-39

(pp. 738-740)



9:38 因這一切的事, 我們立確實的約, 寫
在冊上, 我們的首領, 利未人和祭司都簽
了名。10:28 其餘的民，祭司、利未人、
守門的、歌唱的、尼提寧和一切離絕鄰
邦居民歸服神律法的，並他們的妻子、
兒女，凡有知識能明白的， 29 都隨從他
們貴胄的弟兄發咒起誓，必遵行神藉他
僕人摩西所傳的律法，謹守遵行耶和華
我們主的一切誡命、典章、律例， 30 並
不將我們的女兒嫁給這地的居民，也不
為我們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31 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麼聖日
，帶了貨物或糧食來賣給我們，我們必不
買。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種，凡欠我們債的
必不追討。32 我們又為自己定例，每年
各人捐銀一舍客勒三分之一，為我們神殿
的使用， 33 就是為陳設餅、常獻的素祭
和燔祭，安息日、月朔、節期所獻的與聖
物，並以色列人的贖罪祭，以及我們神殿
裡一切的費用。 34 我們的祭司、利未人
和百姓都掣籤，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
將獻祭的柴奉到我們神的殿裡，照著律法
上所寫的，燒在耶和華我們神的壇上。



35 又定每年將我們地上初熟的土產和各
樣樹上初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華的殿
裡。 36 又照律法上所寫的，將我們頭胎
的兒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們神的殿
，交給我們神殿裡供職的祭司。 37 並將
初熟之麥子所磨的麵和舉祭、各樣樹上
初熟的果子、新酒與油奉給祭司，收在
我們神殿的庫房裡；把我們地上所產的
十分之一奉給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們
一切城邑的土產中當取十分之一。



38 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時候，亞倫的子
孫中當有一個祭司與利未人同在，利未
人也當從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
我們神殿的屋子裡，收在庫房中。 39 以
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將五穀、新酒和油為
舉祭，奉到收存聖所器皿的屋子裡，就
是供職的祭司、守門的、歌唱的所住的
屋子。這樣，我們就不離棄我們神的殿
。





SERMON

信息

5/11/14



“改革月: 重新立約”

(尼希米記 9:38-10:39)

邓牧師



尼希米記 8-10章:

耶路撒冷 “教会” (旧约): 70年后的重建

重建圣殿 /城墙后:重建百姓 (Climax 高潮!)

CBCOC本教会 (新约): 40年后的重建/更新

尼 8 章教会更新的基础 : 神的话语

“律法书/律法” (vv. 1,2,3,  7,8,9,  13,14,18)

百姓:渴慕, 倾听, 敬畏神的话 (心田好土?)

面对神的律法 ( ~ 一个月; 八天教会退修会)

尼 9 章教会更新的起步: 认罪悔改

百姓: “你是公义的, 我们是邪恶的.” (v.33)

悔改的果实: 尼 10 章 (与神) 重新立约



尼 8 章教会更新的基础 : 神的话语

尼 9 章教会更新的起步: 认罪悔改

百姓: “你是公义的, 我们是邪恶的.” (9:33)

 9:38 “因这一切的事, 我们立确实的约, 写在
册上, 我们的首领, 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

 “因这一切的事”: 自己的罪恶/列祖的罪孽

 “确实的约”: “Amen阿门”之约

 8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 就与他立约

 33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 你却是公义的, 
因你所行的是诚实, 我们所做的是邪恶

 像神, 像亚伯拉罕: 对神忠心, 信实的百姓



 9:38 “因这一切的事, 我们立确实的约, 写在
册上, 我们的首领, 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

 像神, 像亚伯拉罕: 对神忠心, 信实的百姓

立約人物:

首领 (9:38b)

 利未人 (9:38c)

 祭司 (9:38d)

 省长尼希米 (10:1)

 祭司名单 (10:1b-7)

 利未人名单 (10:9-13)

首领名单 (10:14-27)

文士以斯拉 (8:1)

整体更新

个人更新



領袖 + 百姓 (28-29) “其余的民: 祭司, 利未人
, 守门的, 歌唱的, 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
归服神律法的, 并他们的妻子, 儿女 (凡有知识
能明白的. 29 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
誓, 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 . . .”

 8:2-3 “. . 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 ..”

立約 (大人, 小孩): 被神的律法感动, 分别为圣

负面: “离绝邻邦居民”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正面: “归服神的律法”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利 20:26 你们要归我为圣, 因为我耶和华是圣
的, 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 使你们做我的民.



領袖 + 百姓 (28-29) “其余的民, . . . 并他们的
妻子, 儿女 (凡有知识能明白的), 29 都随从他
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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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約人物: 被神的律法感动, 分别为圣

立約态度 (v. 29a): “发咒起誓” (婚约)

 林前 16:22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诅可咒. 
主必要来!

約的内容 (v. 29b): “遵行 . . .谨守遵行”

 “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

 “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 典章, 律例”



約的内容

全面性 29b 神的律法/一切诫命, 典章, 律例

重點性 vv. 30-39 针对耶路撒冷 “教会” 

 異族的通婚 (v. 30): 不要同流合污

 安息的條例 (v. 31): 不要经济, 赢利挂帅

 神殿的需要 (vv. 32-39) “捐银, 献祭的柴, 初
熟的土产, 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 十分
之一奉给, . . .这样, 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
的殿”: 不要忽略教会, 敬拜生活

少数群体: 被外邦世界同化的压力

CBCOC 新约教会: 同样的处境?!



CBCOC 少数群体: 被外邦世界同化的压力

路加 14 盐本是好的, 盐若失了味, . . .

林后 6:14-7:1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
同负一轭: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
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 .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
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
说: . .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
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
的.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
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
神, 得以成圣!



尼 8 章教会更新的基础 : 渴慕神的话语

尼 9 章教会更新的起步: 真诚认罪悔改

尼 10 章教会更新的持续: 重新立约,遵行律法

教会, 个人复兴的功课:

神的话语为中心: 喜乐, 忧伤痛悔, 立志遵守

脚踏实地的遵行: (全面性, 重点性)

 新約的内容: 马太 28 . . . 使万民做我的门
徒, 奉父, 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
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 . .” (圣经)

 个人生活的重点: 情欲, 关系, 骄傲, 口舌, . .

 教会生活的重点: 教会公约



尼 10 章教会更新的持续: 重新立约,遵行律法

教会, 个人复兴的功课: (“Thy Word”)

神的话语为中心; 脚踏实地的遵行

遵行律法的不足: (尼希米记 13 章)

 9:29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罗 3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罗 7 “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 .把我掳去, 叫我附从. .犯罪的律. 我真是
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
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教会, 个人复兴的功课: (“Thy Word”)

神的话语为中心; 脚踏实地的遵行

遵行律法的不足: (尼希米记 13 章)

罗 8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2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
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3律法既因肉体
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
为罪身的形状, 做了赎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
案, 4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信靠基督的福音: 称义,成圣,得荣耀



教会, 个人复兴的功课:

称义, 成圣, 得荣耀

神的话语为中心; 脚踏实地的遵行

遵行律法的不足; 信靠基督的福音

儿童诗班: “Thy Word”

两位姊妹

的浸礼

慕道朋友:
心灵割礼

弟兄姊妹:
起初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