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3月 25 日   尼希米開始重建城牆－仇敵反對重建城牆：敵我對峙   尼希米記 4:1-23 

內文：vv.1-6 參巴拉和多比雅大大腦恨，出言輕看及嘲笑猶大人修建工程的品質低劣。尼希米向

神禱告，求神懲罰仇敵及幫助工程順利。結果，百姓專心作工下建好城牆一半的高度。vv.7-9

外憂來自耶路撒冷四方的敵人（東－亞捫及多比雅、南－阿拉伯、西－亞實突、北－參巴拉），

他們都甚發怒及同謀下用武力作出反對，尼希米再向神禱告及派人晝夜看守城牆。vv.10-14

內患來自有猶大人感到洩氣，讓敵人有機會不斷散佈準備侵擾邊陲各城的消息，使在耶路撒

冷工作的猶大人惶恐不安。尼希米既安排百姓各按宗族携武器守護城牆，也鼓勵餘下的猶大

人不要害怕，要紀念主是大而可畏及為親人和家產爭戰。vv.15-23 敵人的計謀被神破壞，

修建工程持續。尼希米吩咐：一）晝夜儆醒地一半作工，一半拿兵器。二）當敵人來犯，吹

角的人就吹號聚集人，因神必為猶大人爭戰。三）城外的人要留在耶路撒冷住宿，隨時候命。 

反思：我們怎樣理解尼希米求神懲罰仇敵？又為何要百姓「各按宗族」去携武器守護城牆？ 

日期：3 月 25 日 面對內部和外部的問題－來自內部的威脅：社會與經濟問題 尼希米記 5:1-19 

內文：vv.1-5 猶大百姓和他們的妻大大呼號及埋怨他們的弟兄，因他們在無指望當中：糧食短缺、

因饑荒而典當土地來得糧食度命、抵押土地給王納稅、兒女被賣為奴隸。vv.6-13 尼希米聽

到百姓呼號就甚發怒及斥責貴冑和官長趁修建城牆而欺壓百姓，於是招聚眾人召開大會，提

醒他們要敬畏神行事，故應與他和他的弟兄一樣盡力贖回被賣為奴的猶大人及對同胞無息借

貸，眾人同意後召來祭司，一同在神面前起誓，求神懲罰那些不如此作的人。vv.14-18 尼

希米的見證：因敬畏神而不吃省長的俸祿、不加重百姓的負擔、沒有置產謀利、與百姓一同

恆心修建城牆、設宴款待平民百姓。v.19 結語時求神紀念他為百姓所行的一切事而施恩。 

反思：什麼原因使尼希米能以身作則做見證？他的見證又在哪方面對我們有提醒與激勵？ 

日期：3 月 26 日 面對內部和外部的問題－來自外部的威脅：敵人進一步行動 尼希米記 6:1-14 

內文：vv.1-9 參巴拉等人見城牆近乎完成，便派人假裝善意約尼希米於阿挪平原（這地是波斯直

接管理，能減低尼希米的戒心）赴約，但他看穿敵人計謀要害他，四次回覆都指出修建城牆

優先，不會前往。到第五次，參巴拉寫了造謠的信指控尼希米帶頭謀反作王，藉此迫他赴約，

但他憑事實駁斥假的指控及求神堅固他的手繼續作工。vv.10-14 參巴拉等人賄賂示瑪雅（或

許是祭司），要示瑪雅對尼希米說有人想殺害他，他們必須逃到聖殿裡躲避，但他表明不可

進入聖殿（只有祭司可進入）及揭示神已告知示瑪雅的陰謀。結語時求神紀念敵人所行的。 

反思：敵人用盡方法誘騙尼希米離開崗位或失見證，但尼希米為何不被瞞騙？我們從中有何啟迪？ 

日期：3 月 26 日  面對內部和外部的問題－完成重建城牆及派人管理  尼希米記 6:15-7:3 

內文：6:15-19 以祿月（8-9 月，參後頁）25 日，猶大人用 52 日完成修建城牆。這事使敵人和四

圍的外邦人看見是出於神的工作，就都懼怕。修建期間，透過姻親關係，敵人除了對修建工

程瞭如指掌，也藉猶大貴冑散播謠言和威嚇的話，要使尼希米懼怕。7:1-3 城牆修完後的安

排：安裝門扇、派人守門（歌唱和利未人是看守聖殿）、揀選哈拿尼和哈拿尼雅兩人是忠於

神及敬畏神的人管理耶路撒冷、指定城門開放時間、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各按班次來彼此看守。  

反思：我們是否忠於神及敬畏神？尼希米要百姓參與彼此看守，我們又有為事奉而彼此付出嗎？ 

日期：3 月 27 日 面對內部和外部問題－登記耶路撒冷的居民及找到第一批歸回名單 尼 7:4-73 

內文：vv.4-5 尼希米見耶路撒冷城廣大，但住在其中的猶大人與房屋很少，心裡被神感動便召聚

貴胄、官長和百姓照著家譜點算。結果找著跟隨所羅巴伯歸回耶路撒冷的名錄（拉 2:1-70）。

vv.6-69 名單大致與以斯拉記相同（vv.6-7 領袖、vv.8-24 十八宗族的平民、vv.25-38 散居

城外的平民、vv.39-42 祭司、v.43 利未、v.44 歌唱、v.45 守門、vv.46-56 殿役、vv.57-60

所羅門僕人的後裔、vv.61-62 未能辨明身分的平民、vv.63-65 未能辨明身分的祭司、

vv.66-69 總數）。vv.70-72 奉獻聖殿財物的記錄。v.73 歸回的人都各住在自己的城裡。 

反思：尼希米數點人數的動機帶出什麼意義（對照大衛數點人數是得罪神的行為）？ 

日期：3 月 27 日    重新立約－宣讀律法書與遵守住棚節    尼希米記 8:1-18 

內文：vv.1-8 猶太曆 7月（9-10 月），猶大人如同一人在耶路撒冷聚集，以斯拉向會眾宣讀律法書，

他們專心聆聽，領袖們也站在以斯拉旁邊。以斯拉打開律法書，眾民都站立。以斯拉稱頌神，

眾民也舉手說阿們和應及俯伏敬拜神。經講解律法書的意義，眾民也明白了。vv.9-12 尼希

米、以斯拉及利未人勉勵眾民不要悲哀，反要享受，因今日是主的聖日，故靠神而得的喜樂

是我們的力量，眾民明白便快樂地吃喝。vv.13-18 第二日，眾民按律法書的教導要在各城和

耶路撒冷宣告守住棚節，於是眾民出去取樹枝來搭棚，紀念先祖在曠野飄流的生活。結果，

眾民大大喜樂，而在住棚節內，以斯拉天天讀律法書給眾民聽，到第 8日則召開嚴肅會。 



反思：眾民為何哭泣？其後為何喜樂？尼希米與以斯拉對他們的勉勵，對我們敬拜神有何提醒？ 

日期：3 月 28 日    重新立約－認罪的行動    尼希米記 9:1-37 

內文：vv.1-3 猶太曆 7 月 24 日，猶大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頭蒙灰麈、與外邦人離絕，站著承

認自己和列祖的罪。他們以 3 小時（四分之一）讀律法書，3 小時認罪、敬拜神。vv.4-5

利未人帶領眾民向神哀求及要永世無盡地稱頌和讚美神。v.6 讚美神的創造與保守。vv.7-8

讚美神揀選亞伯拉罕及與他立約。vv.9-15 讚美神對列祖拯救出埃及、過紅海及賜下律法與

日用飲食。vv.16-23 陳明百姓雖頑梗悖逆，神仍眷顧，引導他們經過曠野及取得約旦河東

之地。vv.24-25 神賜迦南地的應許應驗。vv.26-31 經歷士師與先知時代，百姓雖屢次悖逆，

但神仍施管教和憐憫。vv.32-37 承認現今為奴的光景是神公義的懲罰，但仍求神施憐憫。 

反思：整個段落可說是猶太人的歷史回顧。請細心回顧自己的歷史，並細察神在當中的作為。 

日期：3月 28日    重新立約－眾人委身所立的約    尼希米記 9:38-10:39 

內文：9:38 基於上述禱文，他們在記下來立約的冊上蓋印（簽名的）作實，就是猶大人的領袖、

利未人和祭司。10:1-27 在冊上蓋印的名錄，先是尼希米與西底家（或許是尼希米的書記），

其後是祭司的名錄（vv.2-8）、利未人的名錄（vv.9-13）、領袖的名錄（vv.14-27）。10:28-39

嚴肅的誓言：一）聖殿事奉人員與所有歸回的人都明白及順服神的律法，隨從他們發咒起誓

必遵行神藉摩西傳下的律法及一切誡命、典章、律例。二）男女都不與外邦人通婚。三）不

在安息日作賣買。四）守安息年，包括不追討債務。五）為聖殿需用奉獻。六）掣籤決定哪

一族定期獻祭壇上的柴。七）獻初熟的果子。八）獻頭胎的兒子和牲畜。九）包括利未人在

內都要實踐十分之一的奉獻。十）立誓不離棄聖殿。 

反思：上述公開與神立約的條文及眾人立約的態度，我們對此有何體會，又有哪方面的學習？ 

日期：3 月 29 日    耶路撒冷內外的居民－定居耶路撒冷的百姓    尼希米記 11:1-24 

內文：vv.1-2 定居耶路撒冷聖城的民眾稀少（7:4），猶大百姓的首領便以身作則定居於聖城，餘

下城外的百姓經掣籤（百分之十的人）或出於自願便住在聖城內，得著祝福。vv.3-9 猶大

（亞他雅的家譜、瑪西雅的家譜、法勒斯子孫的總數）及便雅憫首領（撒路的家譜、迦拜及

撒來子孫的總數、約珥、猶大）名錄。vv.10-14 祭司名錄（雅斤、耶大雅、西萊雅的家譜

和有關的總數、亞大雅的家譜和有關的總數、亞瑪帥的家譜和有關的總數、撒巴第業）

vv.15-18 利未人名錄（示瑪雅的家譜、沙比太、約撒拔、瑪他尼的家譜、押大的家譜），共

284 人。v.19 守門的共 172 人。v.20 分佈在聖城外的人（詳閱 11:25-36）。v.21 殿役（尼

提寧人）住在俄斐勒，受西哈和基斯帕管理。v.22-23 管理聖殿事務的是歌唱者亞薩的子孫

（烏西的家譜），他們受王的俸祿。v.24 聖城的長官是毗他希雅，他輔助波斯王管理猶大省。 

反思：為何特別記載到住在聖城內的人得百姓祝福？首領們以身作則住在聖城，對我們有何啟迪？ 

日期：3 月 29 日    耶路撒冷內外的居民－猶大便雅憫村莊    尼希米記 11:25-36 

內文：vv.25-30 猶大人居住的村落，當中除了底本、耶書亞、米哥拿，其餘的地名皆出現於《約

書亞記 15:20-62》，即猶大支派按宗族所得的產業，更是猶大支派邊界的地業。結語時記載

他們所住的地方是從別是巴（猶大最南的產業）直到欣嫩谷（猶大最北的產業）；換言之，

這個記載的背後，就是要帶出神昔日的應許，今日透過歸回的人實現，這全是基於神的信實。

vv.31-36 便雅憫人居住的村落，與約書亞分配給便雅憫支派的地業只有少數地名相同（書

18:11-28），這與便雅憫支派分未得之地有關（書 18:1-5），再加上他們不是大支派而是隨

從猶大國，故他們只分散在為數不多的村莊。整體而言，猶大與便雅憫人是圍繞著聖城外的

四周居住，最遠的約相隔 50公厘。 

反思：猶大村莊的分佈原來是反映神的信實（閱後頁圖表），我們對此有何體感受？  

日期：3 月 30 日    慶典名單與典禮－祭司利未之名單    尼希米記 12:1-26 

內文：vv.1-7 與所羅巴伯和耶書亞一起歸回聖城的 22名祭司名錄（前後相距約 100 年），作為《以

斯拉記 2:36-39、尼希米記 7:39-42》的補充。vv.8-9 耶書亞時代的利未人名錄，也是《以

斯拉記 2:40、尼希米記 7:43》的補充。vv.10-11 大祭司的名錄，排列是按輩分順序來記錄。

vv.12-21 約雅金時代作族長的祭司，只知道易多族的撒迦利亞就是先知撒迦利亞（拉 5:1），

其餘都無從稽查。vv.22-23 利未人名錄的來源是以族長作記錄方式，並且是從波斯王大利

烏一世開始。vv.24-26 約雅金時代作族長的利未人，經文特別提及約雅金、尼希米和以斯

拉是同時代的人物，而約雅金的兒子以利亞實是在尼希米時代當大祭司（3:1）。故公元前

458 年，以斯拉歸回時的大祭司應該就是約雅金。 

反思：在下文的奉獻禮之前，為何先在此記錄祭司與利未人名錄？與他們的職分又有何關連？  



日期：3 月 30 日    慶典名單與典禮－耶路撒冷城牆的奉獻禮    尼希米記 12:27-47 

內文：vv.27-30 耶路撒冷聖城的城牆修建完成，於奉獻禮前之預備：把各處的利末人招到聖城、

以喜樂與感謝的心到四處奏樂歌唱。進行奉獻禮之祭司與利未人的預備：行潔淨禮（自己、

百姓、城門、城牆）。vv.31-37 第一隊由以斯拉帶領，路線大概從穀門出發，在城牆的寬頂

上向南行。隊伍前排是稱謝的人（詩班，班長是撒迦利亞），接著是何沙雅和首領的一半，

其後 7 位吹號的祭司和吹號的祭司的子孫，最後是奏樂器的 8 位利未人。vv.38-43 第二隊

由尼希米帶領，路線的出發點相同，但向北行。隊伍前排是稱謝的人（詩班，班長是伊斯拉

希雅），接著是官長的一半，其後是 7位吹號的祭司和 8位利未人。最終，兩隊在聖殿會合、

吹號、奏樂、歌唱、獻祭。奉獻禮那日，因神使他們大大喜樂，故在聖城內猶大的男女老糼

都歡樂，並且連聖城遠處也聽到他們的歡笑聲。vv.44-47 奉獻禮之後，尼希米派人要各按

各職，包括：管理倉庫、利未人遵守神的命令守潔淨禮、供養給服事的人。 

反思：奉獻禮彰顥合一與神的榮耀，神的回應是使他們大大歡樂。我們有這分合一彰顯神的榮耀嗎？  

日期：3月 31 日 尼希米的宗教改革－與外邦人隔離、潔淨聖殿庫房、恢復供應利未人 尼 13:1-14 

內文：vv.1-3 當日（從下文的內容推論或許是奉獻禮之後的日子），當歸回的猶大人聽到律法書的

教導，便按律法書所言與亞捫人和摩押人（昔日對以色列人不但見死不救，還咒詛他們）及

一切閑雜人隔離。vv.4-9 尼希米於波斯王亞達薛西一世在位第 32年時回到王那裡，其後向

王告假返回耶路撒冷，得知祭司以利亞實與亞捫人多比雅結親，並在聖殿預備一間大屋子的

惡事。為此，尼希米甚惱怒，就擲出多比雅在屋子裡的傢俱及吩咐人將屋子潔淨，使這屋子

重歸聖殿使用。vv.10-14 尼希米看見利未人得不到供養，他們原則上是不該有產業（申

14:29），但現在因生活所需，竟然要返回他們的田地耕種，可見情況極為諷刺。為此，尼希

米斥責官長及再次招聚利未人，使他們照舊供職及派定忠信的人作管理，恢復了利未人得到

生活上的供養。結語時，尼希米求神紀念這事。 

反思：尼希米為何對多比雅發怒？我們又有否盡上本分去供應，不虧待全職事奉的教牧同工？  

日期：3 月 31 日 尼希米徹底的宗教改革－嚴守安息日、禁與異族通婚、結語 尼希米記 13:15-31 

內文：vv.15-22 尼希米在耶路撒冷看見猶大人（醡酒、賣買）和動物（搬運貨物）在安息日均沒

有安息，因此就警戒商人及貴胄們不要行這惡事，以致神憤怒，使一切災禍臨到這城。為此，

尼希米在安息日的前一日，吩咐利未人潔淨自己來守城門，並把城門關鎖，為的是使安息日

能分別為聖。可是，商人和販賣者仍死心不息，他們在耶路撒冷城外住宿，趁機運貨入城作

黑市買賣，故尼希米嚴嚴地警戒他們，吩咐他們不可再來。結語時，尼希米求神紀念這事。

vv.23-29 尼希米又看見猶大人娶異族女子為妻，所生的兒女也說異族人的話。故尼希米便

斥責他們、咒詛他們、教訓休們，並叫他們指著神起誓不與外邦人的子女作嫁娶，其後再引

用昔日所羅門在這事上犯罪來引以為鑑。最後，尼希米逐出大祭司以利亞實的孫子（不是大

祭司約哈難），因他很可能不願意休棄參巴拉的女兒，玷污了祭司的職任。結語時，尼希米

求神紀念這事。vv.30-31 尼希米的責任既要修建城牆，也要重建猶大人的信仰，故他吩咐

祭司和利未人領導信仰禮儀，為要恢復討神喜悅的信仰表現。結語時，尼希米求神紀念這事。 

反思：尼希米每個分段的結語，都是求神紀念，原因何在？這原因重要嗎？ 

猶太曆法（華爾頓著，梁潔瓊譯：《舊約背景與年代表》，頁 19） 

宗教年 曆年 希作伯來月份 西方月份對照 耕作季節 

1 7 尼散月 3-4 收割大麥 

2 8 以珥月 4-5 一般收割 

3 9 西灣月 5-6 收割小麥、修剪葡萄樹 

4 10 答模斯月 6-7 葡萄初熟 

5 11 埃波月 7-8 葡萄、無花果、橄欖 

6 12 以祿月 8-9 收割葡萄 

7 1 提斯利月 9-10 犁田 

8 2 馬西班月 10-11 種穀 

9 3 基斯流月 11-12 － 

10 4 提別月 12-1 春季生長 

11 5 細罷特月 1-2 無花果冬收 

12 6 亞達月 2-3 抽麻、杏樹開花 



 

 
 

 
邵晨光：《尼希米記》，頁 414、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