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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記 Nehemiah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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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sraelites gathered together, fasting and wearing sackcloth 

and putting dust on their heads. Those of Israelite descent had 

separated themselves from all foreigners. They stood in their 

places and confessed their sins and the sins of their ancestors. 

They stood where they were and read from the Book of the Law 

of the LORD their God for a quarter of the day, and spent another 

quarter in confession and in worshiping the LORD their God.



尼希米記 Nehemiah 9:1-6

耶書亞、巴尼、甲篾、示巴尼、布尼、示利比、巴尼、基拿尼站
在利未人的臺上，大聲哀求耶和華─他們的神。利未人耶書亞、
甲篾、巴尼、哈沙尼、示利比、荷第雅、示巴尼、毘他希雅說：
你們要站起來稱頌耶和華─你們的神，永世無盡。耶和華啊，祢
榮耀之名是應當稱頌的！超乎一切稱頌和讚美。
Standing on the stairs of the Levites were Jeshua, Bani, Kadmiel, 

Shebaniah, Bunni, Sherebiah, Bani and Kenani. They cried out with loud 

voices to the LORD their God. And the Levites—Jeshua, Kadmiel, Bani, 

Hashabneiah, Sherebiah, Hodiah, Shebaniah and Pethahiah—said: 

“Stand up and praise the LORD your God, who is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Blessed be your glorious name, and may it be exalted 

above all blessing and praise.



尼希米記 Nehemiah 9:1-6

祢，惟獨祢是耶和華！祢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並天上的萬象，地
和地上的萬物，海和海中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祢所保存的。天軍
也都敬拜祢。

You alone are the LORD. You made the heavens, even the 

highest heavens, and all their starry host, the earth and all that 

is on it, the seas and all that is in them. You give life to 

everything, and the multitudes of heaven worship you.



復興的禱告
引言:

1. 感謝主今早有機會與各位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話。這兩個月
我為河濱教會復興禱吿。

2. 今早恰好研究一章有關教會復興的經文。這是一次很重要
的全國人民向神認罪的禱告會。

3. 公元前 445年七月二十四日尼希米，以斯拉領導全以色列
國向神認罪悔改，帶來國家的復興。他們保守了國家，使
基督後來能降生在猶太國，為人類完成救恩。

4. 我們效法他們的榜樣認真禱告，會帶來我們教會的復興。
迎接基督第二次降臨。



I. 效法他們禁食禱吿與世俗分離

A. 百姓看到神祝福，建牆成功，讀神的話受感動。受聖靈引導要
認罪，悔改。與神恢復正常的關係。重新得神的祝福。

B. 禁食禱告的榜樣: 尼尼微人，以斯帖，尼希米，但以理，主耶
穌，安提亞的教師，保羅。

C. 禁食禱吿的實行。使者同工四十天禁食禱吿。個人，小組，教
會的禱告會



II.效法他們的敬拜，感謝，讚美
A. 敬拜，讚美神創造的偉大

你們要站起來稱頌耶和華─你們的神，永世無盡。耶和華啊，祢榮耀之
名是應當稱頌的！超乎一切稱頌和讚美。祢，惟獨祢是耶和華！祢造了
天和天上的天，並天上的萬象，地和地上的萬物，海和海中所有的；這
一切都是祢所保存的。天軍也都敬拜祢。（尼9:5－6）

B. 感謝，讚美神揀選亞伯拉罕，神也揀選了我們

祢是耶和華神，曾揀選亞伯蘭，領他出迦勒底的吾珥，給他改名叫亞伯
拉罕。祢見他在祢面前心裡誠實，就與他立約，應許把迦南人、赫人、
亞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革迦撒人之地賜給他的後裔，且應驗
了祢的話，因為祢是公義的。

所以人得為後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屬乎恩，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後裔；
不但歸給那屬乎律法的，也歸給那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羅4:16）



II.效法他們的敬拜，感謝，讚美
C. 感謝，讚美神的救贖

祢曾看見我們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聽他們在紅海邊的
哀求，就施行神蹟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僕，並他國中的眾民
身上。祢也得了名聲，正如今日一樣，因為祢知道他們向我們
列祖行事狂傲。祢又在我們列祖面前把海分開，使他們在海中
行走乾地，將追趕他們的人拋在深海，如石頭拋在大水中；

(尼9:9－11)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我
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西1:13－14）



II.效法他們的敬拜，感謝，讚美
D. 感謝，讚美神的供應與引導

祢還是大施憐憫，在曠野不丟棄他們。白晝,雲柱不離開他們，
仍引導他們行路；黑夜，火柱也不離開他們，仍照亮他們當行
的路。祢也賜下祢良善的靈教訓他們；未嘗不賜嗎哪使他們糊
口，並賜水解他們的渴。在曠野四十年，祢養育他們，他們就
一無所缺：衣服沒有穿破，腳也沒有腫。(尼9:19－21）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
神還給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
麼？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
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6:30－33）



II.效法他們的敬拜，感謝，讚美
E. 感謝，讚美神賜下律法與典章

祢也降臨在西乃山，從天上與他們說話,賜給他們正直的典章、
真實的律法、美好的條例與誡命,又使他們知道祢的安息聖日，
並藉祢僕人摩西傳給他們誡命、條例、律法。(尼9:13－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
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翰為他作見證，喊
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來在我以前。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
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
督來的。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
出來。(約1:14－18)



II.效法他們的敬拜，感謝，讚美
F. 感謝，讚美神帶他們進入迦南美地

並且祢將列國之地照分賜給他們,他們就得了西宏之地、希實本
王之地，和巴珊王噩之地。祢也使他們的子孫多如天上的星，
帶他們到祢所應許他們列祖進入得為業之地。這樣，他們進去
得了那地，祢在他們面前制伏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將迦
南人和其君王，並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們手裡，讓他們任意
而待。他們得了堅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滿各樣美物的房
屋、鑿成的水井、葡萄園、橄欖園，並許多果木樹。他們就吃
而得飽，身體肥胖，因祢的大恩，心中快樂。(尼9:22－25)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



III.效法他們向神認罪

A.承認拜金牛犢的罪

他們雖然鑄了一隻牛犢，彼此說這是領你出埃及的神，
因而大大惹動祢的怒氣；（尼9：18）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
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太6：24）



III.效法他們向神認罪

B. 承認他們背叛，不肯進應許美地的罪

但我們的列祖行事狂傲,硬著頸項不聽從祢的誡命；不肯順從，
也不記念祢在他們中間所行的奇事，竟硬著頸項，居心背逆，
自立首領，要回他們為奴之地。但祢是樂意饒恕人，有恩典，
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慈愛的神，並不丟棄他們。

（尼9:16－17）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樣洗禮、按手之
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來6:1－2）



III.效法他們向神認罪

C. 承認他們進迦南後丟棄神律法，殺先知，行各樣惡的罪

然而，他們不順從，竟背叛祢，將祢的律法丟在背後，殺害那勸他們歸
向祢的眾先知，大大惹動祢的怒氣。所以祢將他們交在敵人的手中，磨
難他們。他們遭難的時候哀求祢，祢就從天上垂聽，照祢的大憐憫賜給
他們拯救者，救他們脫離敵人的手。（尼9:26－27）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
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說：我是富足，已經
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
的。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
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凡我所疼愛的，我
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啟3:15－19）



III.效法他們向神認罪

D. 承認神的審判是公義的

我們的神啊，祢是至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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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祢的眾民，從亞述列
王的時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難，現在求祢不要以為小。在一
切臨到我們的事上，祢卻是公義的；因祢所行的是誠實，我們
所做的是邪惡。(尼9:32－33）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
的，或善或惡受報。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勸人。但我
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裡也是顯明的。

(林後5:10-11)



結 論

1.因為他們全國誠懇認罪，神悅納他們。全國復興，合
一。恢復一切敬拜，侍奉。有獻城牆的典禮。充滿喜
樂。

2.如果我們教會全體向神認罪悔改，神必赦免我們，悅
納我們。祝福我們。我們能重新得力。重新有美好的
見證。領許多人歸主。等侯，迎接基督的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