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新分堂成⼈人主⽇日學

尼希米記
巴刻的《渴望忠誠》第二至三章



尼希⽶與「呼召」

尼希⽶如何成為耶路撒冷的重建者︖

從僕⼈到神國度的完成者



兩層的呼召

新約教導，基督徒有兩層呼召：

1）呼召我們個⼈﹣相信並服事

尼希⽶與「呼召」

《西敏信條》第⼗章

尼希⽶在這⼀層的呼召



兩層的呼召

新約教導，基督徒有兩層呼召：

2）呼召我們﹣完成⼀項事⼯

尼希⽶與「呼召」

恩賜 vs. 呼召



兩層的呼召

我們如何知道⾃⼰的第⼆層呼召︖

尼希⽶與「呼召」

神如何引導我們發現⾃⼰ 
被賦予的那項角⾊︖



兩層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神如何引導我們發現⾃⼰ 
被賦予的那項角⾊︖

1）聖經



兩層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神如何引導我們發現⾃⼰ 
被賦予的那項角⾊︖

2）靈

一2那時，有我一個弟兄哈拿尼，同著幾個人
從猶大來。我問他們那些被擄歸回、剩下逃
脫的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兩層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神如何引導我們發現⾃⼰ 
被賦予的那項角⾊︖

3）身體

巴刻的⾒證



兩層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神如何引導我們發現⾃⼰ 
被賦予的那項角⾊︖

4）機會



清楚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尼希⽶的呼召﹣從酒政到領袖

1）奉獻

一6那願你睜眼看，側耳聽，你僕人晝夜在你
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祈禱... 

一11主啊，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祈禱，和喜愛
敬畏你名眾僕人的祈禱，使你僕人現今亨通，
在王面前蒙恩。



清楚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尼希⽶的呼召﹣從酒政到領袖

1）奉獻

羅十二1-2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
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
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
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
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清楚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尼希⽶的呼召﹣從酒政到領袖

2）了解⼈的需要



清楚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尼希⽶的呼召﹣從酒政到領袖

3）關⼼神之所願

一4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 

一9...帶到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居所。 

一11主啊，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祈禱，和喜愛
敬畏你名眾僕人的祈禱，使你僕人現今亨通，
在王面前蒙恩。



清楚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尼希⽶的呼召﹣從酒政到領袖

4）持續禱告

一1...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11-12月）... 

二1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3-4月）...

關於酒政（⾼級奴隸）， 
你所不知道的事 ...



清楚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尼希⽶的呼召﹣從酒政到領袖

4）持續禱告

賽六十二6-7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 
他們晝夜必不靜默。 
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他歇息，等他建立耶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奇異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尼希⽶的呼召﹣從酒政到領袖

5）環境的確據

二2王對我說：「你既沒有病，為甚麼面帶愁容
呢？這不是別的，必是你心中愁煩。」於是我
甚懼怕。 

二4王問我說：「你要求甚麼？」於是我默禱天
上的神。



奇異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尼希⽶的呼召﹣從酒政到領袖

5）環境的確據

箴二十一1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 
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



帶來限制的呼召

尼希⽶與「呼召」

林前九16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
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

那我們呢︖



尼希⽶與「⼈」﹣開端

二17以後，我對他們說：「我們所遭的難，耶
路撒冷怎樣荒涼，城門被火焚燒，你們都看
見了。來吧，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
得再受凌辱！」

當時的耶路撒冷 vs. 今⽇的教會

清楚呼召的下⼀步：動起來！



當時的耶路撒冷 vs. 今⽇的教會

尼希⽶的敘事 vs. 對今⽇教會的啟⽰

作為領袖的尼希⽶ vs. 聖經其餘⼈物

尼希⽶與「⼈」﹣開端



尼希⽶與「⼈」﹣開端

⼯作

二16...我還沒有告訴猶大平民、祭司、貴冑、
官長，和其餘做工的人。 

二18...他們奮勇做這善工。 

三5...他們的貴冑不用肩擔他們主的工作。 

四11...趁他們不知不見，我們進入他們中間，
殺他們，使工作止住。



⼯作

四15...我們都回到城牆那裏，各做各的工。 

四16-17...我的僕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槍、拿盾
牌、拿弓、穿鎧甲...。修造城牆的，扛抬材
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四19...這工程浩大，我們在城牆上相離甚遠... 

五16...我恆心修造城牆，並沒有置買田地；我
的僕人也都聚集在那裏做工。

尼希⽶與「⼈」﹣開端



⼯作

六3...「我現在辦理大工，不能下去。焉能停
工下去見你們呢？」 

六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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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6我們一切仇敵...見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
的神。

尼希⽶與「⼈」﹣開端



⼯作

尼希⽶與「⼈」﹣開端

聖經怎麼看「⼯作」︖

林前十31...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
榮耀神而行。

世俗的⼯作 vs. 屬靈的⼯作

什麼是⼯作︖



⼯作

尼希⽶與「⼈」﹣開端

聖經怎麼看「⼯作」︖

創二15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
理，看守。 

啟二十二3-5...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他們要作
王，直到永永遠遠。

神對⼈的命定﹣園丁



⼯作

尼希⽶與「⼈」﹣開端

聖經怎麼看「⼯作」︖

創一28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
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
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命定︖

創造 & 創造⼒ & 喜樂



⼯作

尼希⽶與「⼈」﹣開端

聖經怎麼看「⼯作」︖

新約的「善⼯」

基督徒⾯對「失業」的態度

二18...他們奮勇做這善工。



⼯作

尼希⽶與「⼈」﹣開端

是什麼使善⼯為「善」︖

從「⼯」的本身來看

從「⼈」的動機來看

檢驗尼希⽶的重建⼯作



⼯作

尼希⽶與「⼈」﹣開端

是什麼使善⼯為「善」︖

有意識的盡⼒﹣ 
在⼯作上榮耀神的先決條件

你是 John White 描述的哪⼀種⼈呢︖



⼯作

尼希⽶與「⼈」﹣開端

是什麼使善⼯為「善」︖

有意識的盡⼒﹣ 
在⼯作上榮耀神的先決條件

那麼這樣會成為⼯作狂嗎︖



⼯作

尼希⽶與「⼈」﹣開端

是什麼使善⼯為「善」︖

二8...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幫助我。 

二18我告訴他們我神施恩的手怎樣幫助我，並
王對我所說的話。他們就說：「我們起來建
造吧！」於是他們奮勇做這善工。



⼯作與禱告

尼希⽶與「⼈」﹣開端

「尼希⽶」﹣ 
⼀個⼯作與禱告結合的⼈

⼯作 vs. 禱告

William Temple 曾說 …



⼯作與禱告

尼希⽶與「⼈」﹣開端

尼希⽶的⾏動法則： 
禱告﹣⾏動﹣禱告

尼⼀5-11 尼⼆4-6

尼四4-5 尼四9



⼯作與禱告

尼希⽶與「⼈」﹣開端

尼希⽶的⾏動法則： 
禱告﹣⾏動﹣禱告

六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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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6...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神。



⼯作與禱告

尼希⽶與「⼈」﹣開端

禱告的反射作⽤

聖靈

林肯總統的證⾔

禱告與領導



領袖與夥伴

尼希⽶與「⼈」﹣開端

耶路撒冷城牆如何能重建完成︖

兩項原則

1）關乎夥伴 2）關乎計劃



領袖與夥伴

尼希⽶與「⼈」﹣開端

耶路撒冷的毀壞 vs. 屬靈的沉睡

二12...神使我心裏要為耶路撒冷做甚麼事，我
並沒有告訴人。... 

二16我往哪裏去，我做甚麼事，官長都不知道。
我還沒有告訴猶大平民、祭司、貴冑、官長，
和其餘做工的人。



領袖與夥伴

尼希⽶與「⼈」﹣開端

當⼀位滿懷熱情的牧師 
來到了缺乏活⼒的教會...

太七6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
丟在豬前，恐怕牠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
們。

⽽尼希⽶的計劃是︖



領袖與夥伴

尼希⽶與「⼈」﹣開端

⽽尼希⽶的計劃是︖

1）明確：⽬標與⼯具

二13當夜我出了谷門，往野狗井去... 

二16我往哪裏去，我做甚麼事，官長都不知道。
我還沒有告訴猶大平民、祭司、貴冑、官長，
和其餘做工的人。



領袖與夥伴

尼希⽶與「⼈」﹣開端

⽽尼希⽶的計劃是︖

2）推動⼒：「我們」

二17-18以後，我對他們說：「我們所遭的難，耶路
撒冷怎樣荒涼，城門被火焚燒，你們都看見了。
來吧，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
辱！」我告訴他們我神施恩的手怎樣幫助我，並
王對我所說的話。他們就說：「我們起來建造
吧！」於是他們奮勇做這善工。



領袖與夥伴

尼希⽶與「⼈」﹣開端

⽽尼希⽶的計劃是︖

3）組織：「我們」

重建⼈員的名單

⼈員管理與⼯作分配

尼希⽶⾃⼰的⼯作



領袖與夥伴

尼希⽶與「⼈」﹣開端

萬事起頭難



領袖與夥伴

尼希⽶與「⼈」﹣開端

組織與恩賜衝突嗎︖



1 7 / 1 ⼀一1 ~ 1 1：尼希米的呼召

2 7/8
⼆二1~ 10：尼希米的委派 

⼆二1~20：尼希米在耶路路撒冷的第⼀一步 

3 7/ 15
三1~32：重建城牆 
四1~5：再次反對 

4 7/22
四6~23：進⼀一步的反對與對策 

五1~ 19：內部的難題 

5 7/29
六1~ 19：完成城牆重建 

七1~73上：移居耶路路撒冷的需要 

6 8/5
七73下~八18：宣讀律律法 

九1~37：認罪 

課程進度



3 7/ 15
三1~32：重建城牆 
四1~5：再次反對 

4 7/22
四6~23：進⼀一步的反對與對策 

五1~ 19：內部的難題 

5 7/29
六1~ 19：完成城牆重建 

七1~73上：移居耶路路撒冷的需要 

6 8/5
七73下~八18：宣讀律律法 

九1~37：認罪 

7 8/ 12
九38~⼗十39：誓遵律律法 

⼗十⼀一1~36：耶路路撒冷的⼈人⼝口與相關事物 

8 8/ 19
⼗十⼆二1~26：祭司與利利未⼈人 

⼗十⼆二27~43：新牆獻禮

9 8/26
⼗十⼆二44~⼗十三14：神殿﹣使⽤用與禁戒 

⼗十三15~3 1：最後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