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希米記 (Nehemiah )

2:17-20, 4:16-20, 6:15-16  

起來建造吧！
Let Us Start Rebuilding



尼希米记 2 : 17 – 20

17.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

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

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

18. 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

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

们奋勇做这善工。



19. 但和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扪人多比雅和亚拉

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

甚么呢？要背叛王么？」

20. 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

作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分、

无权、无纪念。」



尼希米记 4 : 16 – 20

16. 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

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

17. 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

器。

18. 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



19. 我对贵冑、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

，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

20. 你们听见角声在那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

们的神必为我们争战。」



尼希米记 6 : 15 – 16

15. 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

。

16. 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

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图(左)海蒂‧怀尔特，图(右)康威尔牧师



上帝将57分钱变成一幢能够容纳三千三百人的教
堂。



(一) 人人都参与建造

尼希米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的伟大在于他一直用

祷告来「做建造的工作」，也用祷告来「面对困难

和仇敌的压制」，他同时也用祷告来「带领以色列

百姓一起来服事」。



(一) 人人都参与建造

「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尼 1 : 3)



(一) 人人都参与建造

「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

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

墙，免得再受凌辱。」

(尼 2 : 17)



(一) 人人都参与建造

「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尼 2 : 18) 

「我们」起来建造吧！「他们」奋勇做这善工。这

边所使用的都是复数的型态，这表示当时建造耶路

撒冷城墙的人，都是人人参与、人人建造。



(一) 人人都参与建造

从尼希米记第3章我们也看到，当时参与建造的人

有「祭司、银匠、商人、作香的；有男人、女人，

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不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管理人

的、有被管理的人；他们没有分职业、位份；不分

尊贵、卑贱，他们都起来建造」。这是一个建造的

真理，建造是需要人人都参与、人人都投入的，没

有一位是「旁观者」。





(一) 人人都参与建造

今天神的心意不但是要得着更多、更好的基督徒；

神的心意更是要兴起一个有使命的群体，来有效的

影响这个世代。教会需要先被建造起来，你我在其

中才得以成长。



(一) 人人都参与建造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

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

立自己。」

(以弗所书 4 : 16)



(一) 人人都参与建造

神从创造世界以来就有一个心意在那里，就是要预

备教会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新妇，一直要等到主耶稣

基督再来迎接的日子为止。



(一) 人人都参与建造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

好管家。」 (彼前 4 : 10 )

恩赐的目的是要使用在教会中「彼此服事、彼此建

造」；使神的教会得以成长，并且得到荣耀。「百

般恩赐」讲的是神赐下各种不同且丰富的恩赐；因

此，每个人的恩赐或许不同，也无分恩赐的大小，

神所看重的就是是否忠心，成为恩赐的好管家。



(二) 在彼此相顾中建造

「這樣，我們修造城牆，城牆就都連絡，高至一半

，因為百姓專心做工。」 (尼 4 : 6 )

「连络」是说全都接连起来。，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只自

顾自的建造，而没有考虑旁边的人盖得如何，想想看这

座城墙可能连结的起来吗？有可能是高高低低、忽前忽

后，根本无法接连起来成为一座城墙，而且这座城墙将

一点用处也没有。







(二) 在彼此相顾中建造

教会的建造也是如此，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

、才干、能力都不相同，我们必须要学习彼此相顾

、彼此同心、彼此欣赏和彼此接纳。当你比较刚强

的时候，你要担代那些比较软弱的肢体；当你跑在

前头的时候，你还要顾及落在后面的弟兄姊妹，扶

持他们、鼓励他们一同奔跑。



(二) 在彼此相顾中建造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

我的门徒了。」

(约 13 : 35) 

By this all men will know that you are my disciples,

if you love one another.

(John 13 :35) 



(二) 在彼此相顾中建造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

大的是爱。」

(林前 13 : 13) 

在任何的服事当中都应以「爱」作根基，如果缺少

了爱我们的服事将不会长久，如果没有爱我们的事

奉也不会有果效。



(二) 在彼此相顾中建造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林前 4 : 2) 

我们常以为做管家的最重要是他的恩赐和才干，但

保罗说的很清楚，最重要的且是神最看重的，是能

忠心去做神所托付你的工作。



(二) 在彼此相顾中建造

我们「如果不能在现在的小事上忠心，神怎么能将将

来的大事托付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可能会想问：「

大事、小事是从谁的眼中来看？是由谁来界定呢？」



(二) 在彼此相顾中建造

只有在人的眼中来看才有大事、小事之分，而在神

的眼中没有所谓的大事、小事，在神的眼中只有「

忠心与不忠心」。有一位神的仆人说得很有道理，

他说：「小事是小事，但在小事上忠心就是大事。

」

忠心是神所最看重的品格。今天我们服事神，一定

要有一个正确的服事观，我们服事才可能带出果效
。



(三) 克服建造的障碍

「和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扪人多比雅和阿拉伯

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甚么

呢？要背叛王吗？」

(尼 2 : 19) 

「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

(尼 4 : 18) 



(三) 克服建造的障碍

「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

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尼 6 : 16) 



(三) 克服建造的障碍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

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太 9 : 37 - 38) 



(三) 克服建造的障碍

如果我们仔细地读整本圣经，我们会觉得最稀奇的

一件事情，就是这位全能的神，祂竟然选择我们这

些软弱的人跟祂一起来同工，其实天使比我们有能

力的多，神却没有选择天使，神竟拣选我们这些软

弱不配的人，能够与祂的计划有份，能够与祂荣耀

的国度有份。所以有人说：「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

能做，但离了我们神也选择什么都不做。」





(四) 建造的动力来自于祷告

尼希米是一位祷告的人，在祷告中他与神建立着亲

密的关系。当他初次听到耶路撒冷荒凉悲惨的景况

，他就哭泣流泪在神面前禁食祷告。当亚达薛西王

问他为什么面带愁容？他「默祷天上的神给他智慧

的话语回答王」。当建造的过程中遇到敌对者的攻

击，尼希米祷告求神坚固他的手。祷告是尼希米事

奉中动力的来源。



(四) 建造的动力来自于祷告

耶稣基督在世上工作时常常天未亮就起身祷告，当

他拣选十二门徒时彻夜的祷告，当他完成一项事工

时总是退到旷野里祷告。





(四) 建造的动力来自于祷告

在祷告中我们向神支取属天的力量，在祷告中我们

明白神的心意，在祷告中我们得到神的安慰，在祷

告中我们愿谦卑的放下自己，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

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开始祷告吧，在凡事上

都学习祷告仰望神，让我们成为一位祷告的人，让

我们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





(四) 建造的动力来自于祷告

多少時候我們呼求復興，我們渴望復興，可是當復興

真的降臨的時候，我們是否預備好並有足夠的弟兄姊

妹來承接這復興的浪潮嗎？讓墨爾本榮耀堂成為一間

禱告的教會，成為一間渴望神復興作為臨到的教會

；我們也期待聖靈來造訪我們；同時我們也必須預備

好我們自己，當復興浪潮臨到的時候，我們不單能夠

親臨其中，並且做好預備一同來服事一群一群湧進教

會想認識神並悔改接受主的人潮。



(四) 建造的动力来自于祷告

「不要怕他們，當記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尼希米記 4 : 14) 

「记念」就是要回想，回想当时候神是如何帮助他

们的。今天我们也当常常「回想神的恩典」，回想

神是如何帮助我们的。



(四) 建造的动力来自于祷告

我们生命中是否正遭遇人生中的狂风大浪呢？在我们
服事中是否也遭遇许多挫折与挑战呢？让我们学习尼
希米宣告说：「不要怕他们，当记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我们信靠的神大过一切的困难与挫折，我们需要
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与回想，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
的」；祂过去如何帮助我们，如今祂仍然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行，祂要在我们个人生命中、在我们的家
庭里、在我们的教会做新事。祂要为我们「在旷野开
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