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歸神學 
第九堂、城牆與彰顯 

一、城牆建造完成 

1. 城牆完工使仇敵懼怕 

a. 城牆共修了五十二天 

b. 修建工作完成是出乎神 

尼 6:15 以祿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了、共修了五十二天。 
尼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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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城牆完工的稱謝與歡樂 

尼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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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歡喜喜的行告成之禮。 
尼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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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城牆完工的奉獻典禮 

a. 行潔淨的禮 

b. 兩大隊詩班讚美神 

c. 祭司和利未人供職 

d. 宣讀律法 

尼 12:30 祭司和利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和城門、並城牆。 

尼 12:31 我帶猶大的首領上城、使稱謝的人分為兩大隊、排列而行‧第一隊在城

上往右邊向糞廠門行走‧ 
尼 12:37 他們經過泉門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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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 第二隊稱謝的人要與那一隊相迎而行、我和民的一半跟隨他們、在城牆

上過了爐樓、直到寬牆、 
尼 12:39 又過了以法蓮門、古門、魚門、哈楠業樓、哈米亞樓、直到羊門、就在

護衛門站住。 
尼 12:40 於是這兩隊稱謝的人、連我和官長的一半、站在 神的殿裏‧ 

尼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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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收在裏頭‧猶大人、因

祭司和利未人供職、就歡樂了。 
尼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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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13:1 當日人念摩西的律法書給百姓聽‧遇見書上寫著說、亞捫人和摩押人永

不可入 神的會‧ 
 

二、尼希米重建神的百姓 

1. 尼希米重建聖民  (七至十章) 

a. 稽查家譜(尼七﹕l-73) 

b. 以斯拉向會眾宣讀律法(尼八﹕l-18) 

c. 民眾認罪的禱告(尼九﹕l-38) 

d. 民眾立約遵行律法(尼十﹕l-39) 

尼 7:5 我的 神感動我心、招聚貴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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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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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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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九人住在別的城邑。 
尼 11:2 凡甘心樂意住在耶路撒冷的、百姓都為他們祝福。 

尼 8:1 到了七月、以色列人住在自己的城裏。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

前的寬闊處、請文士以斯拉、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色列人的律法書帶

來。 
尼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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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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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9:1 這月二十四日、以色列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頭蒙灰塵。 
尼 9:2 以色列人［人原文作種類］就與一切外邦人離絕、站著承認自己的罪

惡、和列祖的罪孽。 
尼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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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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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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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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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尼希米革新工作  (十一至十三章) 

a. 外邦人不能入神的會中(尼十三﹕l-9) 

b. 實行什一奉獻(尼十三﹕10-14) 



c. 遵守安息日(尼十三﹕15-22) 

d. 禁與異族通婚(尼十三﹕23-31) 

尼 13:1 當日人念摩西的律法書給百姓聽‧遇見書上寫著說、亞捫人和摩押人永

不可入 神的會‧ 
尼 13:2 因為他們沒有拿食物和水來、迎接以色列人、且雇了巴蘭咒詛他們‧但

我們的 神使那咒詛變為祝福。 
尼 13:3 以色列民聽見這律法、就與一切閑雜人絕交。 

尼 13:10 我見利未人所當得的分、無人供給他們、甚至供職的利未人、與歌唱

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了。 
尼 13:11 我就斥責官長說、為何離棄 神的殿呢‧我便招聚利未人、使他們照舊

供職。 
尼 13:12 猶大眾人就把五榖、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庫房。 

尼 13:15 那些日子我在猶大見有人在安息日醡酒、［原文作踹酒醡］搬運禾捆、

馱在驢上‧又把酒、葡萄、無花果、和各樣的擔子、在安息日擔入耶路

撒冷、我就在他們賣食物的那日、警戒他們。 
尼 13:16 又有推羅人住在耶路撒冷‧他們把魚、和各樣貨物、運進來、安息日賣

給猶大人。 
尼 13:17 我就斥責猶大的貴冑、說、你們怎麼行這惡事、犯了安息日呢。 
尼 13:18 從前你們列祖、豈不是這樣行、以致我們 神使一切災禍臨到我們和這

城麼。現在你們還犯安息日、使忿怒越發臨到以色列。 
尼 13:19 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路撒冷城門有黑影的時候、我就吩咐人將門關

鎖、不過安息日不准開放‧我又派我幾個僕人管理城門、免得有人在安

息日擔甚麼擔子進城。 

尼 13:24 他們的兒女說話、一半是亞實突的話、不會說猶大的話、所說的是照著

各族的方言。 
尼 13:25 我就斥責他們、咒詛他們、打了他們幾個人、拔下他們的頭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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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13:26 我又說、以色列王所羅門不是在這樣的事上犯罪麼‧在多國中並沒有一

王像他、且蒙他 神所愛、 神立他作以色列全國的王‧然而連他也被

外邦女子引誘犯罪。 
尼 13:27 如此、我豈聽你們行這大惡、娶外邦女子干犯我們的 神呢。 
 

三、「建造城牆」就是建造教會作神的彰顯 

1. 尼希米藉禱告與神同工 

a. 認識神是大而可畏、守約施慈愛的 

b. 哭泣禁食、晝夜為以色列民祈禱 



c. 站在以色列人地位認罪悔改 

d. 求神堅固作工的手 

尼 1:5 耶和華天上的 神、大而可畏的 神阿、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

約施慈愛‧ 
尼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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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我們以色列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有罪了‧ 
尼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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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在擄到之地作為掠物‧ 
尼 5:19 我的 神阿、求你記念我為這百姓所行的一切事、施恩與我。 
尼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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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阿、求你堅固我的手。 
尼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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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9:32 我們的 神阿、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約施慈愛的 神‧我們的

君王、首領、祭司、先知、列祖、和你的眾民、從亞述列王的時候直到

今日所遭遇的苦難、現在求你不要以為小。 
尼 13:22 我吩咐利未人潔淨自己、來守城門、使安息日為聖。我的 神阿、求你

因這事記念我、照你的大慈愛憐恤我。 
尼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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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13:31 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獻柴、和初熟的土產。我的 神阿、求你記念我、施

恩與我。 
 

2. 聖城新耶路撒冷彰顯神的榮耀 

a. 牆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 

b.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 

c.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 

啟 21:14 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啟 21:15 對我說話的拿著金葦子當尺、要量那城、和城門城牆。 
啟 21:17 又量了城牆、按著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 
啟 21:18 牆是碧玉造的．城是精金的、如同明淨的玻璃。 
啟 21:19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藍寶石．第

三是綠瑪瑙．第四是綠寶石． 
啟 21:21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金、好像明

透的玻璃。 
 
詩 51:18 求你隨你的美意善待錫安、建造耶路撒冷的城牆。 
詩 87:3 神的城阿、有榮耀的事乃指著你說的。［細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