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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尼希米記 1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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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凡甘心
樂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為他
們祝福。3 以色列人、祭司、利未
人、尼提寧和所羅門僕人的後裔都



住在猶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業中
。本省的首領住在耶路撒冷的記在
下面： 4 其中有些猶大人和便雅憫
人，猶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孫烏西
雅的兒子亞他雅，烏西雅是撒迦利
雅的兒子，撒迦利雅是亞瑪利雅的
兒子，亞瑪利雅是示法提雅的兒子
，示法提雅是瑪勒列的兒子。



5 又有巴錄的兒子瑪西雅，巴錄是谷
何西的兒子，谷何西是哈賽雅的兒
子，哈賽雅是亞大雅的兒子，亞大
雅是約雅立的兒子，約雅立是撒迦
利雅的兒子，撒迦利雅是示羅尼的
兒子。 6 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
孫，共四百六十八名，都是勇士。

7 便雅憫人中有米書蘭的兒子撒路，



米書蘭是約葉的兒子，約葉是毗大
雅的兒子，毗大雅是哥賴雅的兒子
，哥賴雅是瑪西雅的兒子，瑪西雅
是以鐵的兒子，以鐵是耶篩亞的兒
子。 8 其次有迦拜、撒來的子孫，
共九百二十八名。 9 細基利的兒子
約珥是他們的長官，哈西努亞的兒
子猶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10 祭司



中有雅斤，又有約雅立的兒子耶大
雅。 11 還有管理神殿的西萊雅，西
萊雅是希勒家的兒子，希勒家是米
書蘭的兒子，米書蘭是撒督的兒子
，撒督是米拉約的兒子，米拉約是
亞希突的兒子。 12 還有他們的弟兄
在殿裡供職的，共八百二十二名。
又有耶羅罕的兒子亞大雅，耶羅罕



是毗拉利的兒子，毗拉利是暗洗的
兒子，暗洗是撒迦利亞的兒子，撒
迦利亞是巴施戶珥的兒子，巴施戶
珥是瑪基雅的兒子。 13 還有他的弟
兄做族長的，二百四十二名。又有
亞薩列的兒子亞瑪帥，亞薩列是亞
哈賽的兒子，亞哈賽是米實利末的
兒子，米實利末是音麥的兒子。



14 還有他們弟兄大能的勇士，共一
百二十八名。哈基多琳的兒子撒巴
第業是他們的長官。15 利未人中有
哈述的兒子示瑪雅，哈述是押利甘
的兒子，押利甘是哈沙比雅的兒子
，哈沙比雅是布尼的兒子。16 又有
利未人的族長沙比太和約撒拔，管
理神殿的外事。17 祈禱的時候，為



稱謝領首的是米迦的兒子瑪他尼，
米迦是撒底的兒子，撒底是亞薩的
兒子；又有瑪他尼弟兄中的八布迦
為副。還有沙母亞的兒子押大，沙
母亞是加拉的兒子，加拉是耶杜頓
的兒子。 18 在聖城的利未人，共二
百八十四名。19 守門的是亞谷和達
們，並守門的弟兄，共一百七十二



名。20 其餘的以色列人、祭司、利
未人都住在猶大的一切城邑，各在
自己的地業中。21 尼提寧卻住在俄
斐勒,西哈和基斯帕管理他們。22 在
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長官，管理神殿
事務的，是歌唱者亞薩的子孫、巴
尼的兒子烏西，巴尼是哈沙比雅的
兒子，哈沙比雅是瑪他尼的兒子，



瑪他尼是米迦的兒子。 23 王為歌唱
的出命令，每日供給他們必有一定
之糧。 24 猶大兒子謝拉的子孫、米
示薩別的兒子毗他希雅輔助王辦理
猶大民的事。25 至於莊村和屬莊村
的田地，有猶大人住在基列亞巴和
屬基列亞巴的鄉村，底本和屬底本
的鄉村，葉甲薛和屬葉甲薛的莊村，



26 耶書亞，摩拉大，伯帕列， 27 哈
薩書亞，別是巴和屬別是巴的鄉
村， 28 洗革拉，米哥拿和屬米哥拿
的鄉村， 29 音臨門，瑣拉，耶
末， 30 撒挪亞、亞杜蘭和屬這兩處
的莊村，拉吉和屬拉吉的田地，亞
西加和屬亞西加的鄉村。他們所住
的地方是從別是巴直到欣嫩谷。



31 便雅憫人從迦巴起，住在密抹，
亞雅，伯特利和屬伯特利的鄉
村， 32 亞拿突，挪伯，亞難
雅， 33 夏瑣，拉瑪，基他
音， 34 哈疊，洗編，尼八
拉， 35 羅德，阿挪，匠人之
谷。 36 利未人中有幾班曾住在猶大
地歸於便雅憫的。



引言: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的
關係
● 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1. 城内居住者
●長官
尼11:1b百姓的首領住在耶路撒冷...



○带領者
☆一般人們認為，絕佳領導者需要
具備以下12項特質:

第一，勇氣。
第二，有效的溝通能力。
第三，寬厚。
第四，謙遜。



第五，自我認知。
第六，懂得以每個人喜歡的方式來
對待他。
第七，熱情。
第八，感染力。
第九，真誠。
第十，平易近人。



第十一，承擔責任。
第十二，有目標。
☆屬靈的領袖需要: 屬靈的目光和屬
靈的份量
●摩西
出埃及記14:10-14 10 法老臨近
的時候，以色列人舉目看見埃及人



趕來，就甚懼怕，向耶和華哀求。
11 他們對摩西說：「難道在埃及沒
有墳地，你把我們帶來死在曠野嗎？
你為什麼這樣待我們，將我們從埃
及領出來呢？ 12 我們在埃及豈沒有
對你說過，不要攪擾我們，容我們
服侍埃及人嗎？因為服侍埃及人比
死在曠野還好。」



13 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只
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
施行的救恩。因為你們今天所看見
的埃及人，必永遠不再看見了。
14 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你們只管
靜默，不要作聲。」



●尼希米
尼希米記 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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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侍者
☆耶稣的宣稱 太20:28 28 人子
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
人，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
☆洗脚 約13:14-15 我是你們的主、
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
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做了榜
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



☆衆僕之僕
馬太福音 20:25-27 25 耶穌叫了
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
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
管束他們。 26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
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做
你們的用人； 27 誰願為首，就必做
你們的僕人。



○衆人的榜樣
☆摩西
民數記12:3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
勝過世上的眾人。
☆牧者
彼得前書 5:2-4  2 務要牧養在你們
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
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
意； 3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樣。 4 到了牧長顯
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
榮耀冠冕。



☆長執
提摩太前書3:8-10 8 做執事的也是
如此，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不
好喝酒，不貪不義之財； 9 要存清
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祕。 10 這
等人也要先受試驗，若沒有可責之
處，然後叫他們做執事。



●甘心樂意者
尼11:2 凡甘心樂意住在耶路撒冷
的，百姓都為他們祝福。
○哈拿甘心樂意将撒母耳獻上
撒上1:27-28 我祈求為要得這孩子,
耶和華已將我所求的賜給我了. 所以,
我將這孩子歸於耶和華,使他終身歸
於耶和華. 於是在那裡敬拜耶和華。



撒母耳記上 3:19-20 19 撒母耳長
大了，耶和華與他同在，使他所說
的話一句都不落空。 20 從但到別是
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華
立撒母耳為先知。
○甘心樂意把時間獻上
○甘心樂意把金錢獻上



○甘心樂意把自己獻上
羅馬書 12:1-2 1 所以弟兄們，我
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當做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
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
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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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掣籤選上者
尼11: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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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蒙召 路加福音 5:10-11

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 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了。」 11 他們把兩隻船攏
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 跟從了耶穌。



○利未蒙召
路加福音 5:27-28  27 這事以後，
耶穌出去，看見一個稅吏，名叫利
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
跟從我來！」 28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來跟從了耶穌。



○以賽亞蒙召
以賽亞書6:8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
呢？」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神對人不同的带領
☆被鬼附得醫治的人 可5:18-20

那從前被鬼附著的人懇求和耶穌
同在. 耶穌不許, 卻對他說: 你回家去
到你的親屬那裡, 將主為你所做的是
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
們.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傳揚耶穌
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眾人就都稀奇.



☆想要先埋葬父親的人
馬太福音 8:21-22 21 有一個門徒
對耶穌說：「主啊，容我先回去埋
葬我的父親。」 22 耶穌說：「任憑
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
吧！」



○兩種不同的呼召
约翰福音 1:40-42  40 聽見約翰的
話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一個是西
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 41 他先找著
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我們
遇見彌賽亞了！」 42 於是領他去見
耶穌。耶穌看著他說：「你是約翰
的兒子西門，你要稱為磯法。」



路加福音5:9-11 9 他和一切同在的
人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10 他的
夥伴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也是
這樣。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
以後你要得人了。」 11 他們把兩隻
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
○北美的情況



●勇士
尼11:6 6 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
子孫，共四百六十八名，都是勇士。
○我們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自己身體健壮
☆能保護别人





2. 城外守業者
尼11:20 其餘的以色列人、祭司、
利未人，都住在猶大的一切城邑，
各在自己的地業中。
尼11:25 至於村莊和屬村莊的田
地，有猶大人住在基列亞巴和屬基
列亞巴的鄉村；底本和屬底本的鄉
村；葉甲薛和屬葉甲薛的村莊



尼11:31 便雅憫人從迦巴起,住在密
抹, 亞雅, 伯特利和屬伯特利的鄉村
●教會中的“城外守業者”(臺後事奉)
●音響、設備、彔音、網頁
●車輛
●浸禮池
●厨房



3. 神殿事奉者
10 祭司中有雅斤，又有約雅立的兒
子耶大雅。
11還有管理神殿的西萊雅……
12還有他們的弟兄在殿裡供職的…..
16 又有利未人的族長沙比太和約撒
拔，管理神殿的外事。



17 祈禱的時候，為稱謝領首的是米
迦的兒子瑪他尼……
22 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長官，管理
神殿事務的，是歌唱者亞薩的子孫、
巴尼的兒子烏西，巴尼是哈沙比雅
的兒子，哈沙比雅是瑪他尼的兒子，
瑪他尼是米迦的兒子。



●教會中的臺前事奉
○領會
○領詩
○兒童主日學領會
○带領小組查经領會



以弗所書4:11-13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
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12 為要成
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
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
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
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總結: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引言: 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1. 城内居住者
●長官:带領者、服侍者,衆人的榜樣
●甘心樂意者
○甘心樂意把時間、金錢獻上
○甘心樂意把自己獻上



●被掣籤選上者
○彼得蒙召
○利未蒙召
○以賽亞蒙召
○兩種不同的呼召

●勇士
○基督的精兵



2. 城外守業者
●教會中的臺後事奉
3. 神殿事奉者
●教會中的臺前事奉



●回歸的以色列人同心合意，興旺
自己的民族；
●對我們今天教會來說，我們也是
要這樣，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弟兄姐妹，切記，切記: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同心合意、才能興旺神的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