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希米記預查
僕人的同工（
僕人的同工（3:13:1-32）
32）
預查 4/2/
4/2/2018
2018

一. 耶路撒冷的城門（參考地圖）
參考地圖）
1. 北面的城門
北面的城門(3:1
(3:1(3:1-6)
1. 羊門 (1,32) – Sheep Gate
2. 魚門(3) – Fish Gate
3. 古門(6) – Jeshanah (Old) Gate
2. 西面的城門
西面的城門(3:7
(3:7(3:7-14)
4. 谷門(13) – Valley Gate
5. 糞廠門(14) – Dung Gate
3. 東面的城門
東面的城門(3:15
(3:15(3:15-32)
6. 泉門(15) – Fountain Gate
7. 水門(26) – Water Gate
8. 馬門(28) – Horse Gate
9. 東門(29) – East Gate
10. 哈米弗甲門(31) – Inspection Gate

二. 神的工人
1. 尼希米面對巨大的挑戰，也對神大有信心，但若沒有幫助他重建城牆的百姓無私的
奉獻，他無法成就這事。尼希米具有屬靈領袖所需要的謙卑，將所有的功勞歸給百
姓，他就寫，“這樣、我們修造城牆、……因為百姓專心作工”（4:6）。
2. 當作神的工的時候，沒有旁觀者或自命的顧問和評論家，只需要工人。當我們研讀
這一章聖經，我們將發現以下一些原則可以應用在所有人的工作上，特別在建造教
會方面。

三. 作工的目的
1. 尼希米所關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神的榮耀。“來罷、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免得再受凌辱”（2:17; 參看 1:3; 4:4; 5:9）。外邦人以嘲笑猶太人鄰居為樂，
指著殘破的耶路撒冷城牆。畢竟，猶太人常常誇口他們的首都是“居高華美、為全
地所喜悅”（詩 48:2）。他們也說神愛“錫安的門，勝過愛雅各一切的住處”（詩
87:2）。若神這麼愛耶路撒冷，為何耶路撒冷城牆成為廢墟，城門被燒毀？為何
【聖城】受凌辱？為何猶太人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2. 大體來看，今天這個世界忽視教會。若他們有注意到教會，通常都是批評或嘲笑。
不信者會問，“如果你是神的子民，為什麼教會裡有這麽多醜聞？如果神是大有能
力的，為什麼教會是這麽地軟弱？”無論基督徒喜不喜歡聽到這些話，當“神的榮
耀離開後”（撒上 4:21），我們就活在一個被凌辱的日子。
3. 所有作神的事工的目的是為了神的榮耀，而不是為了宗教領袖或組織的自我膨脹
（林前 10:31; 林後 4:5）。耶穌以祂那大祭司身份，在離世前的禱告，應當成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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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事工的動力，“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托付我的，我已成全了”（約
17:4）。神給每一個祂的兒女一個特別的工作（弗 2:10）。當我們謙卑，忠心地作
祂的工時，我們就榮耀了祂的名。
4. 重建城牆和安裝城門的用意是為百姓的保護和安全。耶路撒冷周圍都是敵人，若只
是改良自己的產業，而不致力於保障百姓的安全，不受擄掠者的侵入，是愚蠢的。
多年來，居民已經習慣了所處的困境。就如許多今天教會中的信徒，滿意現狀，不
管這現況是多糟糕。然後，尼希米來到現場，要求他們為神的榮耀重建聖城（教
會）。

四. 作工的方式
1. 尼希米是一個有計劃，和能夠執行神的工作的領袖。他作工的方式值得我們效法。
2. 在本章中，提到三十八個工人的名字，和四十二個團體。還有許多工人的名字沒有
被尼希米提到，但他們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每一個工人，有名的和無名的，都被
分配到一個工作地點和項目。
3. 穆迪曾說過，“許多人對教會有錯誤的觀念。他們認為教會是一個休息的地方…….
坐在軟軟的座位上，奉獻一些善款，聽牧師講道，按本分不讓教會破產，這就是他
們所要的。對他們而言，他們從未想到事奉這一項，就是真正在教會中作工”。
4. 在林前 12 與 14 章，保羅將每一個基督徒比作人體的肢體。每一個肢體都是重要
的，而且每一個肢體都需要執行一項功能。神不期待任何一個信徒，即使是牧師長
老，在教會裡作所有的工作，而是運用神所賜給每一個信徒的恩賜作祂指定的那一
項。當我們如此行的時候，就發現我們正在幫助其他的信徒發掘和發展他們個人的
恩賜。所有人加起來為主所成就的就更大了。
5. 百姓能完成這件大事是因為他們順服同一個領袖，專注在同一個目標，並且為神的
榮耀同心合意地作工。無論城外的敵人，或城內的難處，都不能使他們從神所吩咐
的事工分心。就如保羅所說的，“我只有一件事”（腓 3:13）。
6. 【建立】（built）這個詞在本章出現過六次，真正的意思是“重建”。英國的
George Morrison（1866-1928）牧師提醒我們，“在這次的修建中，沒有用到新的
材料。在廢墟中有足夠的材料…..修建錫安的城牆時就是這樣”。並不是發明新的
聰明的東西來除去教會的凌辱，而是回到那些過去使教會偉大的老真理。這些老真
理好像在灰塵中的石頭，等候一些有負擔的尼希米來發現，並使用之。
7. 【修造】這個詞被用三十五次，其意思是“使堅固牢靠”。尼希米不在乎快速的修
補，否則用未泡透的灰抹上的牆必定很快倒塌（結 13:1-16; 22:28）。他們是為了
神的榮耀在建造，因此，他們盡所能地要作出最好的。
8. 耶路撒冷的城門被火燒毀（1:3; 耶 17:27; 哀 1:4），因此尼希米徵用從王的森林
來的木材，建造新的城門（2:8），並安裝上去（6:1; 7:1）。城門對百姓的安全非
常 重 要 ， 並 能 管 制 進 出 城 市 的 人 （ 7:3; 13:15-22 ） 。 若 神 愛 錫 安 的 城 門 （ 詩
87:2），祂的百姓也應當愛這些城門。
9. 【鎖和栓】也五次被提到（3:3, 6, 13-15）。鎖和栓防止人從外面開門進來。我們
單單作神的工還不夠；我們還必須確定敵人不能加害我們。“你們要小心、不要失
去你們所作的工、乃要得著滿足的賞賜”（約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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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作工的工人
1) 當你熟悉在第 3 章所提到的人物，你就不禁會說，“這就像今天的教會！”情況
會改變，但人性幾乎還是一樣。
1. 神使用各種不同的人
1) 本章提到祭司和管理的人（1, 12-19 節），男人與女人（12 節），職業工匠（8,
32 節），甚至從城外來的人（2, 5, 7 節）。在這裡，每一個人都有份，每一個
人都可以找到適合他的工作。
2. 領袖必須以身作則（
領袖必須以身作則（3:1）
3:1）
1) 若城裡的人有誰應當在工作上忙碌，那就是祭司，因為這工程是為神的榮耀。大
祭司用他那分別為聖的手，做一些勞工，表示他認為建牆的是對神的一項事奉。
“所以你們或喫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林前 10:31）。以
利亞實召集其他的祭司，去東北角的羊門作工。因為祭物是通過這門入城的，祭
司應當對這一工程特別有負擔。
2) 很遺憾的，以利亞實沒有忠心地對待他的蒙召，因為後來他與敵人聯合，給尼希
米帶來極大麻煩（13:4-9）。有些人開始時很熱心地事奉，後來可能因為某種原
因，慢慢退出，或反過來抵擋。以利亞實的曾孫娶了和倫人參巴拉的女兒
（13:28），而這個聯合無疑地影響了大祭司的立場。
3. 有些人不肯做工（
有些人不肯做工（3:5）
3:5）
1) 提哥亞是一個小鎮，離耶路撒冷約 11 哩。他們中間有些人來到耶路撒冷，協助
重建的工作。這些人與貴冑大不相同。提哥亞人在城牆的兩處作工（5, 27
節），而他們的貴冑拒絕作工（5 節）。這些貴冑認為自己是重要人物，不屑作
粗工。然而，保羅是織帳篷的（徒 18:3），而耶穌是一個木匠（可 6:3）。
2) 提哥亞人不是唯一去耶路撒冷重建城牆的 “外人”，因為耶利哥也有人來（2
節），還有基遍人和米斯巴人（7 節）。他們關心他們的民族和他們的主過於關
心自己的家鄉。他們可以很安全地待在家裡，但他們情願冒生命的危險來耶路撒
冷作神的工（徒 15:25-26）。
4. 有些人比別人做得更多（
有些人比別人做得更多（3:11; 19, 21, 24, 27, 30）
30）
1) 大多數的工人在完成他們的工作後，就將工具放下來。但有些人要求作更多的工
作。我們不能說我們已經與別人作的一樣多就夠了，我們只能說，靠著神加添我
們的力量，我們已經盡我們所能。耶穌問，“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
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麼。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
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麼”（太 5:46-47）。
2) 有些人在家裡附近作工（10, 23, 28-30 節）。至少有六個不同的工人，加上不
知多少的祭司，修補最近他們家的城牆。若每一個人學他們的樣式，我們的社區
和城市就會更加好。這裡暗藏一個屬靈的功課：基督徒的服事先從家裡開始。保
羅說，“……先在自己家中學著行孝、報答親恩……”（提前 5:4）。
5. 有些人比別人做的更勤快（
有些人比別人做的更勤快（3:2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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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錄是唯一被形容為【竭力】（zealously）作工的工人。【竭力】的希伯來文
意思是“燒”或“發光”，暗示巴錄耗了很多能量。“凡你手所當作的事，要盡
力去作”（傳 9:10）。保羅勸勉作僕人的要盡力為他們的主人作工，好像是為主
作（弗 6:5-8）。懶惰的工人不但使他自己和主受損，也使他的同工們受損。
“作工懈怠的，與浪費人為弟兄”（箴 18:9）。

六. 作工的地點
1) 尼希米以在城市東北角的羊門為他的第一個工作地點。然後他按著反時針方向，
沿著城牆移動，直到哈米弗甲門（集合的門）。這門鄰近羊門，僅在東門上方
（29 節）。在他的記載中，他提了十個門，幾個樓，和其它地標的名字。他先形
容北牆的工作（1-7 節），然後西牆（8-13 節），接著城的南端（14 節），最後
東面的牆（15-32 節）。
2) 這樣記載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為後代留檔，並為在牆上作工的人的名字和成就留下
官方記錄。在查經時，我們不必花太多時間來研究每一個門和建築物的詳情。反
而，我們可以從這一章吸取一些屬靈的榜樣，在我們個人的生命和事奉上得以勉
勵。

七. 僕人的同工
1) 尼希米除了是一位激勵人心的領袖之外，也是精明能幹的行政官員。在他生動傳
神的敘述中，穿插著七份名冊，其中還包括地點和職務，記錄以色列過去和現在
生活中的細節（3:1-32; 7:6-73; 9:38-10:27; 11:3-19, 20-36; 12:1-26, 2747）。他曉得正確記錄的重要和價值。這些名單不是沉悶地念出一些已被遺忘的
名字，而是保存一些在神子民的歷史上，那些英勇事蹟故事。但是並非所有研讀
這卷經書的人，都很欣賞尼希米保存記錄的這舉動。一位註釋者描述第三章的這
份名冊上『打岔』，另一位則說是『記錄職務，乏味無趣的備忘錄』。可是這名
冊既不是打岔，也不是乏味無趣，它非常合邏輯，生動傳神，並切合題意。
2) 尼希米的第一份名冊，保存了離開自己舒適，安全熟悉的環境，來參與耶路撒冷
宏偉工程之人的名字。這份名冊或許也包括在尼希米上呈給波斯王的奏摺中；亞
達薛西王已保證他的安全，並下令提供所需資源，所以他對整個工程呈報詳細內
容，是明智之舉，尤其是可以防備有邪惡的控訴達到國王耳中。可是，波斯王雖
會喜歡這資訊，但以色列工作人員誰會珍惜這記憶？這份名單對現代讀者到底有
何關係呢？
3) 尼希米的名冊，乍看之下，只是一個單調的名單，可是若仔細查看耶路撒冷建造
人員名單與他們特有的任務，就會發現他們為神工作時，所持的九項特有的理
念，原則，與優先次序。
1. 建造人員的優先次序 (The Builders Priority)
1) 這名冊告訴我們事工從何處開始。【那時大祭司以利亞實和他的弟兄眾祭司，起
來建立羊門，分別為聖，安立門扇】（1 節）。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和他的弟兄們
先以身作則，這是再恰當不過的事。屬靈領袖不僅是說些好聽的話，日常生活有
好榜樣，才是最動人的講章。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是丹麥有名的哲學
家，神學家，詩人……。他曾向當時丹麥的牧師們發出下面這個強烈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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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下令讓牧師們在星期天閉口不言，剩下的將會是什麼呢？只有最重要的東
西會留下：他們的生活，就是牧師們傳講的日常生活。那時，從他們生活中
所觀察到的，你會認為他們是在傳講基督的信仰嗎？
2) 耶路撒冷的這些祭司要讓自己的行為和傳講的信息一樣好，於是積極投入這事
工。如此一來，就鼓勵其他人也有同樣的熱心。
3) 這名冊從羊門開始記錄，這事極具象徵性的意義。他是在說，“將神放在首
位”。這門靠近城牆的東北角，能方便地進入聖殿。他的名字無疑是從被帶來獻
祭的牲畜而得名。【從羊門開始】，生動傳神地描述基督對所有跟從祂的人發出
的命令，“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和祂的義”，然後就能相信其它的（不信者全力
追求的）“都要加給你們了”（太 6:33）。祭司們將城牆的第一段【分別為聖】
奉獻給神，完全是為了神的榮耀。如此就是以身作則，而且鼓勵別人同樣地委
身。
2. 他們的同心協力 (Their Unity)
1) 熱心參與的祭司以作個好榜樣來開始事工。可是不能只靠他們來完成，最終的成
功必須完全仰賴團隊工作。從不同背景，行業和地區來的人，將一起在損毀的城
牆上工作。有建築經驗的人將修建城牆。可是在那之前，需要無數個不懂建築的
人，處理掉堆積如山的碎石子，把舊石頭弄乾淨並磨平，將沉重的建築材料從一
處運到另一處。各個階層的人之間若因敵對和爭執發生嫌隙，這整個運作注定會
失敗。如要完成這任務，我們必須和諧相處，而這名冊以它平淡無奇的方式，做
了極美的見證：【……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3-31 節）。當大功告成
時，重建的城牆，見證了工人們彼此合一，團結一致。
2) 十八世紀時，查理衛斯理把聖經裡許多偉大的主題，寫成精彩的詩歌。衛理工會
初期的信徒，許多連大字都不認得幾個，所以這些詩歌不僅是激勵人心的旋律，
主要還是為了教育基督教的價值。衛斯理兄弟曉得，剛信主的人若不斷地被紛爭
攪擾，就無法在屬靈上長進成熟，也不能影響當地社區。於是教導他們要記得彼
此之間珍貴的價值，就鼓勵他們唱。
3) 沒有人該過獨自的生活，我們都需要成為支持且造就人的模範同工。結黨紛爭是
教會中最可悲的現象，耶路撒冷的城牆若要重建，只能同舟共濟，合作無間。
3. 他們的個別性 (Their Individuality)
1) 然而，這些工人雖然同心一起服事，並不意味他們刻板，單調。一如衛斯理的歌
詞說，我們各有不同的恩賜。在這名冊中，至少有四個人與別人同名，唯一能區
分他們的方法，是提到他們的家庭背景：米書蘭（4, 6, 30 節），瑪基雅（11,
31 節），尼希米（16 節, 1:1），和哈尼雅（8, 30 節）。重建城牆的人中也許
有相同的名字，但個性不同，恩賜有別。
2) 從聖經的偉大人物顯示，神使用不同個性的人來完成祂的目的。神的僕人不是由
一個模子造出來的。主前第八世紀，當神要對北國的悖逆子民說話時，使用了兩
個性情截然不同的先知。阿摩司從南國前來傳講神的公義。他是個牧羊人，心直
口快，粗曠且嚴厲。可是以色列也需要聽到有關神慈愛的信息，於是神揀選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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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經歷破碎婚姻的人，何西亞。神了解何西亞的心境，因為祂本身也同樣是破碎
關係的受害者；祂的子民違反聖約，去愛別人。擁有不同恩賜的人，可以在同一
事工上，相輔相成。
4. 他們的大公無私 (Their Unselfishness)
1) 這個工作團隊是由各地來的人組成，不僅是由耶路撒冷的市民重建城牆，還有從
方圓十五至二十哩之遠，八個地區的人一起來作。若沒有來自城外的幫助，這件
工程是無法進行的。所以有從耶利哥（2 節），提哥亞（5 節），基遍（7 節），
米斯巴（7, 15, 19 節），撒挪亞（13 節），伯哈基琳（14 節），伯夙（Beth
Zur, 16 節），和基伊拉（17, 18 節）來的志願軍。耶路撒冷的城牆若修建好
了，對這些人並沒有直接或立即的利益。他們有自己的農田要耕耘，有農場和工
作坊要維持，可是卻離開家人和家園，到城市去提供他們的服務。建築人員若是
住在耶路撒冷，城牆修建好，對他顯然有好處。可是這些人卻不同，除了以後在
首都的安全和繁榮上覺得自己有一份功勞之外，並沒有什麼利益。這是利於他人
遠多過自己的工作。
2) 他們捨己助人的合作行為，是歷代以來神無數子民效法的榜樣。每星期有千千萬
萬的基督徒節省開銷，花費，為他們永遠看不到的計劃奉獻金錢。他們甘心奉
獻，只因想祝福他人。忠心的代禱勇士，為他們從未去過的國家迫切禱告。為他
們並不熟悉，只有幾年前見過一面的宣教士忠心禱告多年。這些人熱心參與不能
帶給自己利益的事工，純粹只是覺得有幸能服事神。愛基督的人不再自私，發覺
從服務別人當中，能得到最大的喜樂。
5. 他們的失望 (Their Disappointment)
1) 可是，如書中別處所記，尼希米的故事，是據實的報導。他這份名冊沒讓我們誤
以為，鄉鎮中每個人都踴躍來作志願軍。提哥亞的貴冑清楚曉得耶路撒冷的需
要，卻硬著心拒絕伸出援手。那鎮中別人都歡喜地提供服務，當時他們的貴冑，
【不用肩擔他們主的工作】（5 節）。這些貴冑（尊貴的人），一點也不願意弄
髒自己的手。無數的提哥亞人不遣餘力投入這事工。修完一段城牆後（5 節），
又去修另一段（27 節）。可是他們的貴冑連一點邊也不願沾上。【不用肩擔】這
句話，所指的不是懶惰，而是高傲讓他們不屑加入工作。這是一幅農耕圖畫，描
寫一頭“倔強頑固”的牛，不肯把頸項放在軛下（耶 27:11-12）。做這樣的勞工
粗活，有失他們的身份。從別的社區來的貴冑，都歡喜地參與這事工（9, 12
節），但提哥亞的貴冑卻不以為然。
2) 傲慢是一個可怕的敵人。它使人自命不凡，使人不可能成為聖潔。認為謙卑表示
失敗，不是美德，將人的腳帶離十字架的道路，拒絕以基督為榜樣，忘記祂曾經
替門徒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作”（約
13:15）。
3) 可悲的是，我們也會遇到不願為神的聖工用肩擔的人。底波拉的詩歌同樣蘊含著
實話實說的語調。國難當頭時，她為那些預備好挺身“率領”的貴冑，和“甘心
犧牲自己”的平民百姓讚美神。可是她也有她的無奈。當別的支派“拼命敢死”
時，有四個支派卻安逸地躲在家裡。米羅斯的居民因為“不來幫助耶和華攻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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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而遭到重重的咒詛（士 5:1-2, 15-18, 23）。基督徒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
比這更苛刻的評語了：“他們不來幫助”。
6. 他們的委身 (Their Commitment)
1) 與這些麻木不仁的人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這份名冊提供充分的證據，顯示有些男
女全心全力，以犧牲的精神投入這冒險的事工。
2) 耶路撒冷的市民當然會全力以赴。他們被分配到修建自己住家附近的城牆。有一
個人對著自己的房屋修造（10 節），另一人也對著自己的房屋修造（30 節），
另有兩人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23 節），還有一些祭司各對自己的房屋修造
（28 節）。這些人不會粗製濫造地工作，因為今後許多年日中，當他們出入自家
門口時，肯定會看到那段城牆，他們不會想作以後讓自己覺得不好意思的工作，
肯定會下決心全力以赴。將來有一天，每個基督徒都要“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保羅說有了這樣的盼望，委身的基督徒就願榮耀基督，而不是
滿足自己的意願（林後 5:9-10）。
3) 即使對建築和勞力工作沒有經驗的男女，也都盡全力，為此事工擺上。尼希米特
別提到擅長別種行業的市民，他們並不習慣作建築工程所需付出的辛苦勞力。想
必有建築專家在場，示範給祭司（1, 28 節），銀匠（8, 31, 32 節），作香的
（8 節），商人（32 節），和地區長官（9, 12, 14-19 節）看，應當如何建築他
們那段宏偉的城牆。這些人都預備好，離開他們的行業一段說不準的時間，去參
與汗流滿面的工作，考驗體力到最大的極限。
4) 數世紀以來，基督教會的事工是由無數愛主的弟兄姐妹維持著，為了擴展神的國
度，他們願作任何事：打掃，做飯，編雜誌，插花，建築修補，探訪，發單張和
各式各樣別的事工。可能在世上，他們如此行不會得到讚許，可是他們卻是為神
的榮耀和別人的福利而作，那就是足夠的報償了。同樣地，從事農工商各行各業
來的男女，富人窮人（12 節），也同心合意，犧牲小我地“專心作工”
（4:6）。尼希米是大蒙恩寵的人，蒙神賜給他這樣一個忠誠的團隊。
5) 若不是拜這段經文所賜，他們的身份將永遠無人知曉，可是這份存留下來的記
錄，提醒人記得在神的事工上，每個人都很重要。兩千年來，教會因為無數不求
名聲的弟兄姐妹的服事而蒙福，他們主要的動機是榮耀神。他們服事的性質，若
與工程隊大目標相比較，可說是微不足道。著名的聖經學者丁道爾（Tyndall）
勉勵十六世紀在都鐸（Tudor）王朝作最低賤工作的僕人們，要為神而作他們的
那些工作：
現在你們在廚房服事的人，只不過是廚房的侍僕…….要曉得是神將你放在
那裡…….現在若把工作性質拿來相比，洗盤子和傳講神的話自然有區別。
可是若說到討神喜悅，則沒有任何區別。
7. 他們的熱忱
他們的熱忱 (Their Enthusiasm)
1) 這些人不僅僅開始動工，並且持續不斷地作下去。前面已經提到有些人作完自己
那部分之後，又以同樣熱忱去修建另一段城牆。米利末（Meremoth）完成一段之
後（4 節），又再去建造一段（21 節）。米書蘭（Meshullam，4 節）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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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節）。至於提哥亞人拒絕受心高氣傲的貴冑壞榜樣的影響，也讓兩段主要城
牆的修建（5, 27 節）歸在他們的名下。我們也應當為那些熱心為神的聖工，不
惜走兩里的人感謝主。
8. 他們的榮幸 (Their Privilege)
1) 建築的人不認為這工作是個繁重的粗活，而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神為他們做了許
多事，現在是他們回報的機會。服事是個榮幸，尤其是對團隊中過去曾經犯過嚴
重錯誤的人，現在他們有機會公開表明重新的事奉和完全的順服。十三年前，哈
琳的兒子瑪基雅（11 節），在以斯拉的事工下，因娶了外邦女子為妻而被定罪，
現在他已改邪歸正，修建耶路撒冷城牆給他一個機會，以實際行動再度肯定他對
神的順服，和對神子民的愛。
2) 米利末（4 節）是另一個不良家庭出身的工作人員。他的祖父哈哥斯因為與異族
通婚而被革除祭司的職位。可是米利末的父親烏利亞又成了祭司。而且在以斯拉
的領導下，他的兒子被託付，保管旅行者的金銀與聖殿用品的重責（拉 2:59-61;
8:33）。過去的失敗，不會攔阻現今的恩典。哥林多的許多新信徒，都是從敗壞
的道德背景中信主來到教會。使徒保羅一點也不隱瞞此事。他提到這事，不是要
使他們難堪，而是高舉為他們受死的基督。那些犯姦淫者，酒鬼，小偷和毀謗
者，都被主耶穌“洗淨了”，並且“成聖”（分別為聖）了，在異教的社會中，
為主作見證（林前 6:9-11）。
9. 他們的獎賞 (Their Reward)
1) 在尼希米激勵人心的領導下，城牆的重建工程有了美好的開始，可是前面的路途
卻是艱難的，將會遇到危險和免不了的失望。當時再過幾個星期，這個團隊會察
覺到，他們是在進行一座能榮耀神的建築（12:27-43）。許多年後，參與建築者
將相繼離世，可是城牆仍然屹立不動。他們這善工（2:18）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存留下來的耶路撒冷城牆，是個榮耀的紀念碑，不是紀念建築者的熱忱，而是耶
和華神的信實。祂激勵他們動手開工，鼓勵他們堅持下去，而使大功告成。這些
城牆會對接下來的世代說話，這些石頭大聲喊出一個無聲但強有力的信息：若不
是神的幫助，這樣一個肉眼可見的實體，會是個無法實現的夢想。
2) 基督徒離世後，若能給世人留下一些神在他身上所彰顯的慈愛的見證，將是非常
偉大美好的事。啟示錄中應許那些“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會享有這不可言喻的
喜樂；他們在世上高舉基督和造福他人的作為，會“隨著他們”（啟 14:13）；
他們在世上會有果效，在天上也不會被忘記。那些作為將在世上“隨著他們”，
因為“他們作的善工不會因他們離世而消失，而是繼續結果子榮耀神”，並且會
“隨著他們”進入天上的榮耀。當基督徒在天上，發現他們謙卑的作為具有何等
永恆的價值時，必會驚喜萬分。他們的建築工程遠較尼希米的建築計劃更了不
起，它是無法摧毀的，怪不得“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林前 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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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那時、大祭司以利亞實、和他的弟兄眾祭司、起來建立羊門、分別為聖、安立門扇、
又築城牆到哈米亞樓、直到哈楠業樓、分別為聖。
3:2 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音利的兒子撒刻建造。
3:3 哈西拿的子孫建立魚門、架橫梁、安門扇、和閂鎖。
3:4 其次是哈哥斯的孫子烏利亞的兒子米利末修造。其次是米示薩別的孫子比利迦的兒子
米書蘭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兒子撒督修造。
3:5 其次是提哥亞人修造．但是他們的貴冑、不用肩擔他們主的工作。〔肩原文作頸項〕
3:6 巴西亞的兒子耶何耶大、與比所玳的兒子米書蘭、修造古門、架橫梁、安門扇和閂
鎖。
3:7 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倫人雅頓、與基遍人、並屬河西總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
3:8 其次是銀匠哈海雅的兒子烏薛修造。其次是作香的哈拿尼雅修造．這些人修堅耶路撒
冷、直到寬牆。
3:9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戶珥的兒子利法雅修造。
3:10 其次是哈路抹的兒子耶大雅、對著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兒子哈突修
造。
3:11 哈琳的兒子瑪基雅、和巴哈摩押的兒子哈述修造一段、並修造爐樓。
3:12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羅黑的兒子沙龍、和他的女兒們修造。
3:13 哈嫩和撒挪亞的居民、修造谷門．立門、安門扇、和閂鎖、又建築城牆一千肘、直
到糞廠門。
3:14 管理伯哈基琳、利甲的兒子瑪基雅、修造糞廠門．立門、安門扇、和閂鎖。
3:15 管理米斯巴、各荷西的兒子沙崙、修造泉門．立門、蓋門頂、安門扇、和閂鎖、又
修造靠近王園西羅亞池的牆垣、直到那從大衛城下來的臺階。
3:16 其次是管理伯夙一半、押卜的兒子尼希米修造、直到大衛墳地的對面、又到挖成的
池子、並勇士的房屋。
3:17 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兒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沙比雅為他所管
的本境修造。
3:18 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希拿達的兒子巴瓦伊修造。
3:19 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書亞的兒子以謝修造一段、對著武庫的上坡、城牆轉彎之
處。
3:20 其次是薩拜的兒子巴錄、竭力修造一段、從城牆轉彎、直到大祭司以利亞實的府
門。
3:21 其次是哈哥斯的孫子、烏利亞的兒子米利末修造一段、從以利亞實的府門、直到以
利亞實府的盡頭。
3:22 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
3:23 其次是便雅憫與哈述、對著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亞難尼的孫子瑪西雅的兒子亞
撒利雅、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
3:24 其次是希拿達的兒子賓內修造一段、從亞撒利雅的房屋、直到城牆轉彎、又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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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3:25 烏賽的兒子巴拉修造對著城牆的轉彎、和王上宮凸出來的城樓、靠近護衛院的那一
段。其次是巴錄的兒子毗大雅修造。
3:26 （尼提寧住在俄斐勒、直到朝東水門的對面、和凸出來的城樓。）
3:27 其次是提哥亞人又修一段、對著那凸出來的大樓、直到俄斐勒的牆。
3:28 從馬門往上、眾祭司各對自己的房屋修造。
3:29 其次是音麥的兒子撒督、對著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東門示迦尼的兒子示瑪雅
修造。
3:30 其次是示利米雅的兒子哈拿尼雅、和薩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迦
的兒子米書蘭、對著自己的房屋修造。
3:31 其次是銀匠瑪基雅修造到尼提寧、和商人的房屋、對著哈米弗甲門、直到城的角
樓。
3:32 銀匠與商人在城的角樓、和羊門中間修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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