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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出利民申，　書士得撒撒，　王王代代拉尼斯，　伯詩箴傳歌，   
再　背新約，　太可路　約，　徒　羅　林　林，　加弗腓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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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賽耶哀結但，　何珥摩　俄，　拿彌鴻　哈，　番該亞　瑪。       
帖帖提　提，　多門來　雅，　彼彼約　約，　約　猶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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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擄巴比倫時期（The Babylonia Exile）: 
 586-539 B.C. 

1.  第一次歸回: 536 B.C. 所羅巴伯帶領, 目的是
重建聖殿 

2.  第二次歸回: 458 B.C. 以斯拉帶領, 目的是重
建神的話語 

3.  第三次歸回: 445 B.C. 尼希米帶領, 目的是重
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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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尼希米(耶和華已安慰) -以斯拉 
      一 ~ 七章和十二:27之後用第一人稱 - 尼西米回憶錄 
        八 ~ 十二:26章用尼西米或省長 – 以斯拉補篡 
時間：445-420 B.C. (始於亞達薛西王年間， 

         成書於大利烏二世年間 ) 
地點：書珊城-耶路撒冷城 
主旨：以色列重建聖城與重整民心 
目的：神實現其應許，使回歸之民在尼希米领 

      導之下重建聖城及宗教生活的過程，也 
      是重建一個神治社會的過程. 

尼希米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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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记时间表 
拉7:8  (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 
1:1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九月)… 
2:1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一月)… 
2:11 …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 
3:1  那时(五月三日)、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
門、 

5:14 自从我奉派作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
年、共十二年之久、… 

6:15 以禄月(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  
8: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 
8:2  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8:14 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住棚．  
9:1  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 
13:6 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
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  

13:7 我来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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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结构 
1-7章 (以第一人稱) 

 尼希米領詔率領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修復城
牆, 城門。在敵人環伺之下，五十二天完成城
牆重建 

8-12:27 
 尼希米和以斯拉重振民心教導百姓明白神的
話, 帶來悔改和復興, 並且與神立約按照神的指
示敬拜讚美, 獻城牆, 建立什一制度供應利未人 

12:28-13章(以第一人稱) 
 尼希米再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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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噩耗求神祷告 (1章)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 基斯流月(九月) 尼希米在
書珊城聽到哈拿尼說, 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 
在猶大省遭大難, 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 的城
牆拆毀, 城門被火焚燒。 

  我聽見這話, 就坐下哭泣, 悲哀幾日．在天上的
　神面前禁食祈禱 

  認自己和以色列人的罪, 重申神對摩西的應許, 
懇求神讓他在王面前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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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的祷告 
1:5 耶和华天上的　神、大而可畏的　神阿、你向爱你、守你诫命
的人、守约施慈爱．  

1:6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
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
了．  

1:7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
诫命、律例、典章。  

1:8 求你记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
们分散在万民中．  

1:9 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
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
居所。  

1:10 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
救赎的。  

1:11 主阿、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
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酒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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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詔回耶路撒冷 (2章)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 尼散月(一月) 王應允尼希米回耶路
撒冷請求 

  王問我說, 你要求甚麼。於是我默禱天上的　神。 我對
王說, 僕人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喜歡, 求王差遣我往猶
大, 到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 

  王問我說, 你去要多少日子, 幾時回來．我就定了日期
．於是王喜歡差遣我去。  
我又對王說, 王若喜歡, 求王賜我詔書, 通知大河西的省
長, 准我經過, 直到猶大．  
又賜詔書, 通知管理王園林的亞薩, 使他給我木料, 作屬
殿營樓之門的橫梁, 和城牆, 與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
允准我, 因我　神施恩的手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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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巡察与激励民众 (2章12-20) 

  夜巡耶路撒冷: 谷門->野狗井->糞廠門->泉門->王池->
沿溪察看 

  我往那裡去, 我作甚麼事, 官長都不知道．我還沒有告
訴猶大平民, 祭司, 貴冑, 官長, 和其餘作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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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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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起來建造罷。於是他們奮勇
作這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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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重建耶路撒冷城牆 (3章) 

  首先大祭司以利亞實, 和他的弟兄眾祭司, 起來
建立羊門, 分別為聖, 安立門扇, 又築城牆到哈
米亞樓, 直到哈楠業樓, 分別為聖。  

  分工合作,各行各業(祭司, 銀匠, 作香的, 商人) 
同心同時修造不同部份的城牆, 城門和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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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敌阻扰重建工程 (4章) 
  但和倫人參巴拉、並為奴的亞捫人多比雅、和亞拉伯人基善、
聽見就嗤笑我們、藐視我們、說、你們作甚麼呢．要背叛王麼。 
我回答他們說、天上的　神必使我們亨通．我們作他僕人的、
要起來建造．你們卻在耶路撒冷無分、無權、無記念。 
(2:19-20) 

  參巴拉聽見我們修造城牆就發怒、大大惱恨、嗤笑猶大人..亞捫
人多比雅站在旁邊、說、他們所修造的石牆、就是狐狸上去也
必跐倒。 我們的　神阿、求你垂聽、因為我們被藐視．求你使
他們的毀謗歸於他們的頭上 (4:1-4) 

  參巴拉、多比雅、亞拉伯人、亞捫人、亞實突人同謀要來攻擊
耶路撒冷、使城內擾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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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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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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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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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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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城牆的敵對者 
  撒馬利亞人的由來： 

  尼希米之前三百多年，北國亡（主前722年）。 
  亞述國把外族俘虜遷移到以色列。 
  外族俘虜通婚後的混血後裔便是撒馬利亞人。 
  以斯拉和尼希米時代，回歸的猶太人與血統不純正
的撒馬利亞人互不往來，其後這兩族互相仇恨。 

  為何惱怒重建城牆： 
  撒馬利亞省長參巴拉 

  他與大祭司為姻親關係，可能想成為猶大省長。 
  他用嗤笑、恐嚇和詐騙，想迫使尼希米放棄。 

  波斯王官員多比雅： 
  負責管理亞捫人，基於利益上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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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对外患的对策 (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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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貴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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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4) 

  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　神也破坏他们的
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作各的工。 
(4:15) 

  我的僕人一半作工、一半拿槍、拿盾牌、拿弓、穿鎧
甲。修造城牆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作工、一手拿
兵器。我對貴冑、官長、和其餘的人說我們的　神必
為我們爭戰。 於是我們作工、一半拿兵器、從天亮直
到星宿出現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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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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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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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社会贫富不均内患 (5章) 
  百姓貧困靠向貴胄官長借貸過日、 或典當家產,兒女
來還債 

  尼希米發怒、 心裡籌畫、 就斥責貴冑、 和官長, 招
聚大會攻擊他們 賣弟兄、不敬畏 神 
- 要求他們像他一樣無息借貸給百姓,同時將百姓抵押的田產,利
錢返給他們 

- 召祭司叫眾人起誓、 必照著他們所應許的而行 
-  咒詛不照應許而行的人 

  以身作則 - 不受省長薪俸十二年、不置產 
-  每日預備餐食招待猶大人和官長 
-  我的　神阿、求你記念我為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與我。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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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谋害尼希米 (6章) 
  參巴拉和基善四次打發人來遨請尼希米與他們會面, 想
要謀害他。他以工作忙為藉口拒絕他們邀請 

  第五次以有人控告尼希米和猶大人謀反為藉口邀請他和
他們會面, 尼希米差人回答他們的控告都是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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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阿、求你堅固我的手。(6:9)  

  假藉先知示瑪雅騙尼希米躲到聖殿去, 尼西米知道他不
能進聖殿, 更進一步知道神沒有差遣先知這乃是敵人的
陰謀 

  我的　神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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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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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修建完成 (7章) 
  以祿月(六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  
  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　神。  
  城牆修完，我安了門扇，守門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
已派定。  

  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營樓的宰官哈拿尼雅，管理耶路
撒冷。 (哈拿尼雅是忠信的、又敬畏　神過於眾人) 

  規定城門開關時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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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對面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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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民的建立 (8章) 
  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將律法書，帶到聽了能明白
的男女會眾面前。(他們如同一人) 在水門前的寬闊處，
從清早到晌午，在眾男女，一切聽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讀這律法書。  眾民側耳而聽。 (8:2-3) 

  以斯拉站在眾民以上，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  他一
展開，眾民就都站起來。 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的神。  
眾民都舉手應聲說，阿們，阿們，就低頭，面伏於地，
敬拜耶和華。(8:5-6) 

  利未人清清楚楚的念　神的律法書, 講明意思, 使百姓
明白所念的。(8:8)  

  他們見律法上寫著, 耶和華藉摩西吩咐以色列 人, 要
在七月節住棚。從擄到之地歸回的全會眾就搭棚, 住
在棚裡..大大喜樂。 (8:14-17) 

  從頭一天, 直到末一天, 以斯拉每日念　神的律法書。
眾人守節七日, 第八日照例有嚴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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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认罪,立约悔改 (9章) 

  9:1-3這月(七月)二十四日, 以色列人聚集禁食, 
身穿麻衣, 頭蒙灰塵。 以色列人就與一切外邦
人離絕, 站著承認自己的罪惡, 和列祖的罪孽。
那日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 念耶和華他
們　神的律法書．又四分之一認罪, 敬拜耶和
華他們的　神。  

  承認以色列人多次不順服,得罪了神, 也誠懇真
心誠意的悔改, 毫不掩飾他們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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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认罪,立约悔改 (10章) 
凡有知識能明白的都隨從他們貴冑的弟兄發咒起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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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與異族通婚 
  守安息日和安息年  
  每年各人捐銀一舍客勒三分之一為神殿的使用． 
  定期提供獻祭用的柴  
  獻初熟的土產和初熟的果子, 頭胎的兒子, 和首生的牛
羊到耶和華的殿裡  

  供應祭司和利未人所需 
  不離棄神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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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圣城居民 (11章) 
  城是廣大，其中的民卻稀少，房屋還沒有建造。 我的
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
算。 

  11:1-2百姓的首領住在耶路撒冷。  其餘的百姓掣籤，
每十人中使一人來住在聖城耶路撒冷,凡甘心樂意住在
耶路撒冷的，百姓都為他們祝福。  

  其中有些猶大人和便雅憫人,祭司 和利未人
(11:4-12:26, 參考歷代志上9章) 

  任命不同職務, 包括俗務和聖職, 列出被任命者名字 
(1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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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城墙奉献礼 (12章) 
  耶路撒冷城牆告成的時候，眾民就把各處的利未人，
招到耶路撒冷，要稱謝，歌唱，敲鈸，鼓瑟，彈琴，
歡歡喜喜地行告成之禮。 (12:27) 

  召集各地歌唱的人,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
百姓和城門，並城牆。(12:28-30) 

  稱謝的人分為兩大隊, 文士以斯拉引領一隊往南經糞
廠門,泉門往前，從大衛城的台階隨地勢而上，在大衛
宮殿以上，直行到朝東的水門。尼西米率另一隊經爐
樓，直到寬牆,過了以法蓮門，古門，魚門，哈楠業樓，
哈米亞樓，直到羊門 

  於是，這兩隊稱謝的人連我，和官長的一半，站在神
的殿裡。祭司吹號 ,奏樂,歌唱的就大聲歌唱  

  那日，眾人獻大祭而歡樂。  因為神使他們大大歡樂，
連婦女帶孩童也都歡樂，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歡聲聽到
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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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古礼 
  12:44-45當日派人管理庫房,將舉祭, 初熟之物, 和
所取的十分之一, 就是按各城田地, 照律法所定歸
給祭司和利未人的分, 都收在裡頭。猶大 人, 因祭
司和利未人供職就歡樂了。 祭司利未人遵守　神
所吩咐的, 並守潔淨的禮, 歌唱的, 守門的, 照著大
衛和他兒子所羅門的命令, 也如此行。 

  12:47以色列眾人將歌唱的, 守門的, 每日所當得的
分供給他們, 又給利未人當得的分, 利未人又給 亞
倫的子孫當得的分。   

  13:3以色列 民聽見這律法(參申23:3-4), 就與一切
閑雜人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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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的描述(尼希米回波斯年間) 
  藐視我名的祭司  
  將污穢的食物獻在我的壇上  
  你們卻褻瀆我的名  
  你們又說, 這些事何等煩瑣．並嗤之以鼻  
  你們卻偏離正道, 使許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們廢棄
我與利未所立的約 

  休妻的事, 和以強暴待妻  
  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妻。  
  你們用言語煩瑣耶和華  
  竟奪取我的供物  
  你們用話頂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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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再度改革 (13章) 
  尼希米回巴比倫述職多年後再度回到耶路撒冷重新整頓聖城 

-  潔淨聖殿: 驅逐多比雅 
-  招聚利未重新供職, 收取眾人十分之一給祭司和利未人 
-  守安息日: 不准猶大人在安息日作買賣, 在安息日前一日關閉城門, 
驅逐城外住宿的商人。吩咐利未人潔淨自己, 來守城門, 使安息日
為聖  

-  斥責咒詛 與外邦人通婚的猶大人, 叫他們指著　神起誓, 必不將自
己的女兒嫁給外邦人的兒子, 也不為自己和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  驅逐大祭司的孫子 (參巴拉的女婿) 
-  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 使他們各盡其職．  
-  派百姓按定期獻柴, 和初熟的土產  

  我的　神阿, 求你因這事記念我, 不要塗抹我為　神的殿, 與其中的禮
節, 所行的善。 (13:14) 

  我的　神阿, 求你因這事記念我, 照你的大慈愛憐恤我。(13:22) 
  我的　神阿, 求你記念他們的罪．因為他們玷污了祭司的職任, 違背你
與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約。 (13:29) 

  我的　神阿, 求你記念我, 施恩與我。(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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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西米- 属灵领袖 
  不斷禱告  
  敬畏仰望信靠神 
  歸榮耀於神 
  爱憎分明 
  崇尚律法 
  精明能幹, 有組織和領導能力, 能分工, 能用人 
  有魄力, 大力改革不合神心意的事 
  勇敢且有智慧面對敵人陰謀 
  不求報酬只求神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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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你體會到上帝的恩手嗎？請分享之。 
  你所遭遇過最大的壓力是什麼？如何克服？目前有
那些壓力？如何面對內外的壓力？ 

  你讀上帝的話語通常會有感動與回應嗎？請分享其
中一、兩段。  

  你是一個偏重禱告的人，或是偏重工作的人？你覺
得自己需要作一些調整嗎？  

  如果因著信仰而遭受了凌辱或藐視，你會怎麼想？
又會如何回應？會覺得自己笨嗎？會放棄信仰嗎？  

  遇到能力與你一樣強，甚至有可能比你更出色的人，
你能夠與他同心、同工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