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內內內憂憂憂憂    尼尼尼尼希希希希米米米米記 5:1-19 
除了外在敵人多次多方猛烈的攻擊，自己百姓內部的問題也浮現檯面．身為領袖的尼

希米將如何處理呢？ 

 

一一一一.    內內內內部部部部困困困困難難難難(1-5) 

5:1 百姓和他們的妻大大呼號，埋怨他們的弟兄猶大人。 

5:2 有的說：「我們和兒女人口眾多，要去得糧食度命」； 

5:3 有的說：「我們典了田地、葡萄園、房屋，要得糧食充飢」； 

5:4 有的說：「我們已經指著田地、葡萄園，借了錢給王納稅。 

5:5 我們的身體與我們弟兄的身體一樣；我們的兒女與他們的兒女一般。現在我們將

要使兒女作人的僕婢，我們的女兒已有為婢的；我們並無力拯救，因為我們的田地、

葡萄園已經歸了別人。」 

【尼五 2】「有的說：『我們和兒女人口眾多，要去得糧食度命；』」 

這是第一類窮人家庭，他們並沒有田地，只是需要餵養的人口眾多，所得不足供養。 

         「要去得糧食度命」指想辦法借錢買糧食來活命。這裡沒有明文說出用甚麼辦法

借錢，其中一個可能性是，賣較大的兒女做人家的僕婢(參 5 節)。 

  

【尼五 3】「有的說：『我們典了田地、葡萄園、房屋，要得糧食充飢；』」 

這是第二類窮人家庭，他們雖有田產、房屋，但所得不足供養家人，被迫以田產、房

屋作抵押。 

         「要得糧食充飢」表明他們田地的出產少於溫飽所需。 

  

【尼五 4】「有的說：『我們已經指著田地、葡萄園，借了錢給王納稅。』」 

這是第三類窮人家庭，雖然出產足夠自家溫飽，但不夠繳納國家賦稅。 

         「指著田地、葡萄園」指拿田地或葡萄園作抵押。 

  

【尼五 5】「我們的身體與我們弟兄的身體一樣；我們的兒女與他們的兒女一般。現

在我們將要使兒女作人的僕婢，我們的女兒已有為婢的；我們並無力拯救，因為我們

的田地、葡萄園已經歸了別人。」 

         本節乃是補充說明 2 至 4 節所列舉三類窮人家庭因無力還債，更進一步抵押兒女

舉債。 

(一)聖經給我們的教訓是，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你不可忍著心，揝著手不幫補你

窮乏的弟兄(申十五 7)。 

         (二)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 

         (三)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憫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

面呢(約壹三 17)？ 

 



小小小小結結結結：：：： 

並不一定絕對是因為參與建造城牆才造成他們需要典當田產，借錢，甚至賣了兒女，

才能得糧，交稅，卻變成了一個被埋怨的理由，因為建造城牆，難免影響自己本來養

生的工作． 

• 熱心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也容易招來埋怨，旁人看來覺得應該先顧好自己賺錢

的工作，殊不知應該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其他這一切，神都要賜給我們． 

• 求神幫助我們，事奉，家庭，工作能夠平衡，在家人面前有美好的見證． 

• 身為家人，我們應該支持願意事奉的家人，不輕易埋怨，清楚思考造成問題的

真正原因． 

 

二二二二.    指指指指出出出出錯錯錯錯誤誤誤誤(6-9) 

5:6 我聽見他們呼號說這些話，便甚發怒。 

5:7 我心裡籌劃，就斥責貴冑和官長說：「你們各人向弟兄取利！」於是我招聚大會

攻擊他們。 

5:8 我對他們說：「我們盡力贖回我們弟兄，就是賣與外邦的猶大人；你們還要賣弟

兄，使我們贖回來嗎？」他們就靜默不語，無話可答。 

5:9 我又說：「你們所行的不善！你們行事不當敬畏我們的 神嗎？不然，難免我們

的仇敵外邦人毀謗我們。 

【尼五 6】「我聽見他們呼號說這些話，便甚發怒。」 

   尼希米的義憤，一面出自對窮人的同情和憐憫，另一面也出自對富人的無情和無

義；同胞間缺乏愛心，社會上缺乏公義，凡有神國意識的人，不能不義憤填膺。 

 (一)塞耳不聽窮人哀求的，他將來呼籲也不蒙應允(箴二十一 13)。 

  

【尼五 7】「我心裏籌劃，就斥責貴冑和官長說：「你們各人向弟兄取利！」於是我

招聚大會攻擊他們。」 

「我心裏籌劃」意指自己在心中仔細思考，當如何說話和行動才能取得果效。 

         「斥責貴冑和官長」因為他們一面自己剝削窮人，一面放任其餘的富人謀取高利

貸。 

         「你們各人向弟兄取利」摩西的律法規定不可向弟兄取利(參出二十二 25；利二

十五 36；申二十三 19)。做生意賺錢之後的取利是可以的，但是為了幫助困難的弟兄

而借錢給他，就不應該取利． 

         「我招聚大會攻擊他們」這是發動公眾輿論的力量施加壓力，同時也含有教育大

眾的意味。 

 

(一)信徒不可冒失說話，應當仰望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參林前二 13)。 

         (二)領袖發現教會中有任何嚴重的錯誤，特別是有勢力階層的錯誤，絕不可逃避

責任，不敢面對事實，而應坦率處置。 

         (三)教會初期的耶路撒冷大會(參徒十五 1~31)，乃是對付錯誤的好榜樣。 



  

【尼五 8】「我對他們說：『我們盡力贖回我們弟兄，就是賣與外邦的猶大人；你們

還要賣弟兄，使我們贖回來嗎？』他們就靜默不語，無話可答。」 

「我們盡力贖回我們弟兄，就是賣與外邦的猶大人」指尼希米、他的肉身兄弟和那些

熱愛同胞的富人，出錢從外邦人手中贖回猶太人。 

         「你們還要賣弟兄，使我們贖回來嗎」指那些不顧貧窮猶太人生死的富人，他們

的所作所為背道而馳，簡直是要加重尼希米等人的負擔。 

         「他們就靜默不語，無話可答」意指他們默認自己有錯。 

 

(一)同樣的原則可以應用在屬靈生命上軟弱、貧窮的人，若他們退後、甚至墜落在罪

惡與世界中，那些屬靈的人，當用溫柔的心把他們挽回過來(加六 1)。 

         (二)我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應當有人叫他從迷路上回轉，可以遮蓋許多的罪

(參雅五 19~20)。 

  

【尼五 9】「我又說：『你們所行的不善！你們行事不當敬畏我們的神嗎？不然，難

免我們的仇敵外邦人毀謗我們。』」 

「你們所行的不善」指他們所行的違背律法；今天新約時代的信徒，行事不可違背基

督的律法(參加五 14；六 2；雅二 12)。 

         「你們行事不當敬畏我們的神嗎」意指敬畏神的，就遵行祂的言語和律法(參申

十七 19)。 

         「不然，難免我們的仇敵外邦人毀謗我們」指有名無實的猶太人，空以律法誇

口，自己倒犯律法，難免遭受外邦人嘲笑，也使神的名被褻瀆(參羅二 23~24)。 

 

(一)假冒偽善的法利賽人，能說不能行(參太二十三 2~3)；今日也有許多人能言善道，

他們的行為卻敗壞了基督徒的名聲，叫神的國受虧損。 

         (二)我們是世上的光(太五 14)，行為應當有好的見證，叫外邦人歸榮耀給神(參彼

前二 12)。 
 
小小小小結結結結：：：： 

• 尼希米聽到之後雖然發怒，卻沒有隨眾起舞．在採取行動之前，尼希米想必已

經去了解狀況，知道是因為貴冑和官長向弟兄取利． 

• 去斥責之前，心中籌劃該如何應對之後才去，不貿然行事，在氣頭上更需要小

心謹慎，不節外生枝． 

• 向弟兄取利的確於法於理不合，尼希米的指控不是子虛烏有，更是與大家在努

力的事情背道而馳，力量互相抵消，是不應當的，更是不敬畏神的，讓敵人大

得褻瀆的機會． 

 

三三三三. 提提提提出出出出方方方方案案案案(10-13) 



5:10 我和我的弟兄與僕人也將銀錢糧食借給百姓；我們大家都當免去利息。 

5:11 如今我勸你們將他們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房屋，並向他們所取的銀錢、糧

食、新酒，和油，百分之一的利息都歸還他們。」 

5:12 眾人說：「我們必歸還，不再向他們索要，必照你的話行。」我就召了祭司來，

叫眾人起誓，必照著所應許的而行。 

5:13 我也抖著胸前的衣襟，說：「凡不成就這應許的，願 神照樣抖他離開家產和他

勞碌得來的，直到抖空了。」會眾都說：「阿們！」又讚美耶和華。百姓就照著所應

許的去行。 

【尼五 10】「我和我的弟兄與僕人也將銀錢糧食借給百姓；我們大家都當免去利

息。」 

「我和我的弟兄與僕人也將銀錢糧食借給百姓」尼希米承認他們也借錢給人，但他們

所不同的是，沒有向猶太人取利(參 7~8節)。 

         「我們大家都當免去利息」他呼籲所有的有錢人不僅不放高利貸，甚至應當免除

利息(參 7 節註解)。 

 

 (一)最佳勸勉的話，乃是將自己(「我和我的」)攤開在眾人面前，沒有隱瞞，並且自

己也和眾人站在同等和合一的地位上(「我們大家」)。 

  

【尼五 11】「如今我勸你們將他們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房屋，並向他們所取的

銀錢、糧食、新酒，和油，百分之一的利息都歸還他們。」 

「他們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房屋」指窮人所抵押的財產，或因無力還債所沒收

的財產。 

         「向他們所取的銀錢、糧食、新酒，和油」指所已經收取的利息，或折算與利息

相等的實物。 

         「百分之一的利息」指上句利息和實物的算法，通常每月折合本金的百分之一，

意即年利率百分之十二。 

  

【尼五 12】「眾人說：『我們必歸還，不再向他們索要，必照你的話行。』我就召了

祭司來，叫眾人起誓，必照著所應許的而行。」 

「我們必歸還」指歸還從前所取得的財產和利息(參 11 節)。 

         「不再向他們索要」指不再索取今後的利息。 

         「必照你的話行」指尼希米對他們所說的話(參 7~11 節)。 

         「我就召了祭司來，叫眾人起誓」在祭司面前起誓，表示認真和嚴肅的態度，同

時也為他們所作的應許，留下合法的記錄。 

         「必照著所應許的而行」就是照本節前半所記他們回答的話，必定履行。 

 

(一)人容易被迫或一時衝動輕易地給予承諾，但隨著時間消逝，其口頭所作的承諾會

漸漸地淡忘，所以需要在可靠的見證人面前鄭重其事，或書面留下記錄。 

         (二)尼希米處理事務慎重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尼五 13】「我也抖著胸前的衣襟，說：『凡不成就這應許的，願神照樣抖他離開家

產和他勞碌得來的，直到抖空了。』會眾都說：『阿們！』又讚美耶和華。百姓就照

著所應許的去行。」 

「我也抖著胸前的衣襟」這是一種象徵性的動作，具有咒詛的含意(參徒十八 6)。 

         「凡不成就這應許的，願神照樣抖他離開家產和他勞碌得來的，直到抖空了」意

指若不履行所應許的話，咒詛就會臨到那人的身上。 

         「阿們」意指衷心贊同。 

 

神是信實的神，祂口中所出的一切話，都沒有落空(參王上八 56；王下十 10)。神的兒

女既與神的性情有分(彼後一 4)，就不可說是而又非的話、傳是而又非的道(參林後一

18)。 

 
小小小小結結結結：：：： 

如果只指出錯誤而沒有可行的方案，通常對事情沒有幫助，因為犯錯者無所適從．尼

希米不但指出錯誤，也提出如何補救的方法與建議，獲得眾人的同意，更在耶和華神

面前起誓，絕對做到． 

 

四四四四.美美美美好好好好榜榜榜榜樣樣樣樣(14-19) 

5:14 自從我奉派作猶大地的省長，就是從亞達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

之久，我與我弟兄都沒有吃省長的俸祿。 

5:15 在我以前的省長加重百姓的擔子，每日索要糧食和酒，並銀子四十舍客勒，就是

他們的僕人也轄制百姓；但我因敬畏 神不這樣行。 

5:16 並且我恆心修造城牆，並沒有置買田地；我的僕人也都聚集在那裡做工。 

5:17 除了從四圍外邦中來的猶大人以外，有猶大平民和官長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

飯。 

5:18 每日預備一隻公牛，六隻肥羊，又預備些飛禽；每十日一次，多預備各樣的酒。

雖然如此，我並不要省長的俸祿，因為百姓服役甚重。 

5:19 我的 神啊，求你記念我為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與我。 

【尼五 14】「自從我奉派作猶大地的省長，就是從亞達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

共十二年之久，我與我弟兄都沒有吃省長的俸祿。」 

「我奉派作猶大地的省長，…從亞達薛西王二十年」有兩種可能性：(1)尼希米從獲亞

達薛西王口頭允准，並取得王所賜詔書那一刻起，就已被任命為猶大省的省長(參二

1~8)；(2)城牆五十二天就修造完成(參六 15)，故有可能當年回宮向王述職後，其才幹

獲王激賞，旋奉派為省長再回耶路撒冷。 

         「直到三十二年」從這個子句可知，本書《尼希米記》是後來才寫成的(參十三

6)。 



         「我與我弟兄都沒有吃省長的俸祿」省長的俸祿是從國庫稅收撥給，故有可能領

取後再捐出作為公益(參七 70)，至少間接減輕百姓的負擔。尼希米的肉身兄弟哈拿尼

被指派管理耶路撒冷(參七 2)。 

 

 (一)擁有權力者，經常和金錢脫不了關係。信徒無論在教會中或在社會上若是掌權，

務要潔身自愛，不可貪圖錢財。 

         (二)尼希米勤政、廉潔愛民的作風，連他的弟兄、家人和僕人都向他看齊(參 10

節)，可見一個人有好的見證，身邊的人也會受到影響。 

  

【尼五 15】「在我以前的省長加重百姓的擔子，每日索要糧食和酒，並銀子四十舍客

勒，就是他們的僕人也轄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這樣行。」 

「加重百姓的擔子」指除了領取俸祿之外，還額外向百姓每日索要糧食、酒和金錢。 

         「銀子四十舍客勒」約值一般人半年的工資，這個數目可能指省長官府每日的開

銷。 

         「就是他們的僕人也轄制百姓」意指放縱、任令他們的僕人作威作福、魚肉一般

百姓。 

         「但我因敬畏神不這樣行」這裡表明他不敢、也不肯濫用權力的原因，乃在於他

敬畏神。 

 

(一)敬畏神的人必定尊重別人。 

         (二)基督徒的生活態度和人際關係，和我們信仰的程度有很大的關連，敬畏神的

人必定敬虔度日(參彼前一 17)。 

  

【尼五 16】「並且我恆心修造城牆，並沒有置買田地；我的僕人也都聚集在那裏做

工。」 

「我恆心修造城牆，並沒有置買田地」指尼希米來到耶路撒冷，一心只為修造城牆，

全力以赴，而不是為著自己的益處。 

         「我的僕人也都聚集在那裏做工」指尼希米的僕人們也同心合意，加入修造城牆

的工作。 

 

 (一)基督徒生存的目的，乃在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參太六 33)，而不在於追求地上物質

的享受。 

         (二)領袖人物的心思和志趣所在，應當能夠使他們的跟從者深受其影響才對。 

  

【尼五 17】「除了從四圍外邦中來的猶大人以外，有猶大平民和官長一百五十人在我

席上吃飯。」 

「從四圍外邦中來的猶大人」指從各國和各省暫時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的猶太人，或從

被擄之地新近歸回的猶太人，尚未安定下來之前。 

         「有猶大平民和官長一百五十人」指包括親友、僕人、參謀和各級官長在內共有

一百五十人。 



         「在我席上吃飯」指受邀一同進餐，當然不限同桌。 

 

慷慨好客，乃是領導者的特質之一。 

  

【尼五 18】「每日預備一隻公牛，六隻肥羊，又預備些飛禽；每十日一次，多預備各

樣的酒。雖然如此，我並不要省長的俸祿，因為百姓服役甚重。」 

「每日預備一隻公牛，六隻肥羊，又預備些飛禽」表明他待客之道並不吝惜。 

         「每十日一次，多預備各樣的酒」或指每隔十日補充各類濃酒、淡酒，或指每隔

十日就有一次特別酒席的招待。 

         「雖然如此，我並不要省長的俸祿，因為百姓服役甚重」意指所有宴客花費，全

部出自私囊，免得加重百姓的負擔。 

 

 (一)教會中不怕需要的人太多，只怕自私的人太多；不怕各項物資不夠，只怕有愛心

付出的人不夠。 

         (二)教會中只要有夠多有愛心、樂意犧牲的人，就不會覺得需要的人和物太多；

反之，若是貪心、自私的人不少，就會覺得不夠應付需要。 

  

【尼五 19】「我的神啊，求你記念我為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與我。」 

「我的神啊，求你記念我為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尼希米為百姓所行的這一切事，動

機不是求百姓感恩而記念，而是求神記念而加力，使他能更多為百姓擺上。 

         「施恩與我」意指他承認他為百姓所行的一切事，不是出於他自己，乃是出於神

的恩典。 

 

(一)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作的工和你們為祂名所顯的愛心，就是先前伺

候聖徒，如今還是伺候(來六 10)。 

         (二)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箴十九 17)。 

 

小小小小結結結結：：：： 

尼希米要求別人做到所要求的，特別是犧牲自己的既得利益，因為他自己早就以身作

則．在他之前的省長重重的要求百姓上供，尼希米非但沒有如此，連自己應得的俸祿

都沒有拿，還招待許多人在席上吃飯，並且擺設豐盛，因為尼希米敬畏神，顧念百姓

的需要，求主記念．能夠以身作則的領袖不但讓人順服跟隨，更讓人口服心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