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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 在尼希米領導之下，猶太人完成城牆的重建。他的聯合團隊已【修完了城牆，其中
沒有破裂之處】，剩下的只是【安門扇】（1 節），和堅固在城牆內的猶太人社
會。因為參巴拉和他的朋友們在試圖阻止人民作工這件事上慘痛地失敗，他們決定
集中火力來攻擊尼希米。若他們可以擊垮他，或破壞他的名聲，他們就可以調動他
們在耶路撒冷內的盟友（猶大的貴冑，16-17 節），攻占這個城市。
2. 一般人不能體會做領袖的所經歷的壓力和困難。領袖常被他們沒有作的事受責備，
也為他們嘗試去做的事被批評。他們被不確實地引用他們沒有說過的話，或被誤解
他們所說的話，很少有機會去澄清事實。若他們行動太快，就被說他們不小心；若
他們耽延行動，就被說他們膽小，或不在乎。
3. 屬靈領袖不但有所有領袖面對的壓力，他們也必須與一個從陰間來的敵人（撒旦，
也被稱為欺騙者，謀殺者）爭戰。撒旦裝成欺騙的蛇，或吞吃的獅子（林後 11:3;
彼前 5:8），而基督教領袖必須儆醒，並穿上屬靈的軍裝來抵擋他。神的僕人應當
迫切地禱告，不但為那些在世上掌權的（提前 2:1-3），也為那些屬靈領袖。若撒
旦能戰勝一個基督教領袖，他就能癱瘓整個事工，也敗壞了基督的名聲。
4. 敵人主要的目的是使尼希米和與他工作的人心中產生畏懼（6:9, 13-14, 19），知
道畏懼可以毀壞信心，使生命癱瘓。耶穌（路 13:31-37）和保羅（徒 21:10-14）都
曾面對害怕，但兩人都以信心勝過它。
5. 尼希米沒有聽從敵人的謊言。他和人民只花了五十二天就完成城牆，安裝城門。使
他們的敵人大為懊惱（15-16 節）。撒旦用四種策略來攻擊尼希米，是他今天仍然
使用的策略。

二. 妥協：我們會幫助你作工（6:16:1-4）
6:1 參巴拉、多比雅、亞拉伯人基善、和我們其餘的仇敵、聽見我已經修完了城牆、其中
沒有破裂之處（那時我還沒有安門扇）
6:2 參巴拉和基善就打發人來見我、說、請你來、我們在阿挪平原的一個莊村相會。他們
卻想害我。
6:3 於是我差遣人去見他們說、我現在辦理大工、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見你們呢。
6:4 他們這樣四次打發人來見我、我都如此回答他們。
1. 在重建工程上，到目前為止，參巴拉，多比雅，和基善（迦施慕，6 節）對抗猶太
人所作的每一件事。但現在，他們願意與尼希米在耶路撒冷和撒瑪利亞中途的阿挪
平原的一個村莊會面。那是一個安靜的地方，他們可以一起商量出一個合作的計
劃。他們好像在說，“我們可以妥協，不要不識抬舉”。
2. 敵人的計謀是，“若你不能打敗你的對手，就加入他們，然後接管併吞他們”。一
旦敵人在神的事工上有立足之地，他就開始從裡面削弱這事工；至終，就使事工失
敗。雖然在作神的工上合作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但領袖們必須小心他們是與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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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作，在對的時間，為對的目的；不然，他們可能變成與敵人合作。撒旦是一個
欺騙者，一旦撒旦的僕人與神的子民手牽手，他們作工的手就變得無力了（林後
11:13-15）。
3. 若在道德或屬靈方面沒有問題，愛的妥協和合作可以是最好和有用的。快樂的妥協
可以滋潤一個婚姻關係或堅固一個事工（腓 2:1-4），但這是彼此相愛，有共同目
的和心思的人之間的妥協。當你邀請魔鬼來參加你的團隊，你就等著他來改變規則
和目標，等著被他打敗。
4. 尼希米拒絕他們的提議是因為他的三個信念：
1) 尼希米知道他們在說謊，並想要殺他（2 節）。他具有領袖所需要的屬靈分辨
力，能看穿敵人的詭計，並擊敗他們。
2) 尼希米確信神給他的工作是偉大的（大工，3 節）。若他在神呼召他去作的工
上，讓他自己分心或走偏了，猶太人就失去了該有的領導。一個沒有領導的工
程，就是一個沒有目標的工程，結果必將成為一盤散沙。猶太人需要一個有好榜
樣，決不放棄作工的領袖。
多年來，發現基督教領袖來來去去。保羅曾責備，“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
要謹慎、免得跌倒”（林前 10:12）。當領袖出名後，他們常面對一個試探，就
是忽略神賜予他們的事工，加入所謂“佈道家”的行列，開始到各處去演講。不
久，自己教會裡的事工受耽誤，他們的家庭和婚姻也受影響，敵人也就找到立足
之地。除非他們能調整他們的優先次序，不然神的子民和神的事工就大受虧損。
但這不是說基督教領袖不可以離開家去別處事奉，因為他們對整個神的教會也能
作出貢獻，並不只是在一處事奉（弗 4:11-12）。但當領袖感到 “更廣泛的事
工” 比家裡的更為有趣，就必須謹慎，因為仇敵正在作工。Oswald J. Smith 曾
說，“這能照到最遠處的光，在近處照得最明亮”。
3) 在這兩個信念的背後是第三個信念：猶太人與參巴拉那群人沒有共同之處，因此
他們之間沒有合作的基礎。尼希米一開始就非常清楚地告訴參巴拉，多比雅，和
基善，“你們卻在耶路撒冷無分、無權、無紀念”（2:20）。神的子民與世界上
的人不同，必須持守他們當有的立場（林後 6:14-7:1）。假如尼希米與參巴拉那
群人合作，他怎能領導他的民族與當地的外邦人分別出來（9:2; 10:28; 13:3）?
這會使他前後矛盾。
5. 尼希米具有判斷能力和決心：他拒絕受他們繼續不斷提議的影響（4 節，參考
4:12)。若他們的提議在第一次就錯了，到第四次，甚至第五十次也必定是錯的，他
沒有理由作任何的考慮。根據別人意見的決定可能導致再次被考慮，但根據信念的
決定絕不會改變；除非信念改變了。不然，決定變得猶豫不決。領袖們本來應當是
指路牌，卻變成風向標了。

三. 抹黑：我們會將你的事告訴人（6:56:5-9）
6:5 參巴拉第五次打發僕人來見我、手裡拿著未封的信、
6:6 信上寫著說、外邦人中有風聲、迦施慕〔就是基善見二章十九節〕也說、你和猶大人
謀反修造城牆、你要作他們的王。
6:7 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著你宣講、說、在猶大有王．現在這話必傳與王知．所以請
你來、與我們彼此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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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我就差遣人去見他說、你所說的這事、一概沒有、是你心裡捏造的。
6:9 他們都要使我們懼怕、意思說、他們的手必軟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堅固我的手。

神阿、求你

1. 敵人第五次來對付尼希米。這次是用一封打開的信來誣告他煽動叛亂。他們在工程
開始前，暗示有猶太人的叛亂（2:19），可能借鏡多年前那些阻止聖殿重建的人
（拉 4）的手段。我們的主耶穌也被祂的敵人誣告聳動叛亂（路 23:1-5）。在尼希
米的日子，這被認為是一件嚴重的控訴，因為波斯王不容忍任何他的屬民的抗拒。
任何反叛的跡象馬上會被不留情地受到鎮壓。
2. 非常有趣，我們發現敵人多次利用信來攻擊這工程（5, 17, 19 節）。一份給尊貴
的省長未封的信是具有威脅和侮辱的。一般寫給官員的信是捲起來，封上印漆，這
樣只有有權柄的人才能打開，看這封信。參巴拉要群眾知道這封信的內容，因為他
期望藉著信中的內容，敗壞尼希米的聲譽和權柄。若有一些猶太人相信信裡所寫的
是真實的，參巴拉就可以將他們組合起來，在各階層製造分裂。這是敵人一個絕好
的機會來“分化與征服” (divide and conquer) 。
3. 【有風聲】和【也說】這些字眼給許多地方教會和其事工帶來很大的麻煩。在每一
個組織中，都有喜歡散佈謠言者。不但尼希米的敵人錯誤地控告他煽動叛亂，他們
還說他計劃【要作猶太人的王】（6 節），而且【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著他宣
講，說，在猶大有王】（7 節）。若這報告傳到波斯王那裡去，王必採取報復的手
段，重建耶路撒冷城牆的工程也就算是壽終正寢了。
4. 基督教領袖必須知道如何處理假控告，偏激的信，沒有根據的報告，或流言。不可
讓這些攻擊激怒他們，失去他們的洞察力，花太多的時間來為自己辯護，以至於忽
略他們的工作。尼希米不至於如此落入撒旦的陷阱。他只是否認這報告的內容，向
神禱告賜給他力量，就繼續做他正在做，該做的事。他知道他的人格可以經得起考
驗。沒有一個誠實的人會相信這假的報告。我們若管好我們自己的人格，我們可以
相信神必會照顧我們的聲望。
5. 在許多場合之中，聖經老師摩根（Campbell Morgan ）被兇猛的流言所攻擊，說他
沒有忠於他的基督教信仰。他一般採取的方式就是說，“這些流言將會過去。現
在，我正在安靜作我的工”。尼希米肯定會贊同他的方式。

四. 恐嚇：我們會保護你的性命（6:106:10-14）
14）
6:10 我到了米希大別的孫子第來雅的兒子示瑪雅家裡．那時、他閉門不出．他說、我們
不如在 神的殿裡會面、將殿門關鎖．因為他們要來殺你、就是夜裡來殺你。
6:11 我說、像我這樣的人、豈要逃跑呢．像我這樣的人、豈能進入殿裡保全生命呢．我
不進去。
6:12 我看明 神沒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說這話攻擊我．是多比雅和參巴拉賄買了他。
6:13 賄買他的緣故、是要叫我懼怕、依從他犯罪、他們好傳揚惡言毀謗我。
6:14 我的 神阿、多比雅、參巴拉、女先知挪亞底、和其餘的先知、要叫我懼怕、求你
記念他們所行的這些事。
1. 士瑪雅是一個受人僱用的先知（12 節）。他設計一個計謀，要使尼希米上當。他
【閉門不出】，給人一個印象，就是他像尼希米一樣，面對生命危險。當尼希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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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的時候，士瑪雅提議他們兩個人躲在聖殿中會面，【將殿門關鎖】，這樣敵人
就不能殺他們（出 21:13-14; 王上 1:50-53）。他說的話帶有恐嚇性，【因為他們
要來殺你，就是夜裡來殺你】（10 節）。
2. 因為他能進入聖殿，表示士瑪雅可能是祭司的後裔。即使如此也不能影響尼希米的
決定。尼希米馬上警覺到這騙局，就讓士瑪雅知道，他不會在面對危險時逃跑。他
不是這種領袖。
3. 他說，【像我這樣的人，豈要逃跑呢。像我這樣的人，豈能進入殿裡保全生命呢，
我不進去】（11 節）。他在前面也說過，【我不能下去】（3 節）。尼希米是一個
真正的牧者，而不是像士瑪雅那樣的僱工（約 10:12-13）。若他逃跑了，躲在聖殿
裡，他的名譽和信用將大大受損。
4. 尼希米拒絕了士瑪雅的提議，因為這是違背摩西律法的。它禁止一個非神職人員越
過聖殿的祭壇。“凡挨近的外人必被治死”（民 18:7）。當烏西雅王心高氣傲，行
事邪僻，干犯耶和華，進耶和華的殿，要在香壇上燒香，額上忽然發出大麻瘋，直
到死日（代下 26:16-21）。尼希米知道士瑪雅是一個假先知，因為他所傳的道與神
的道不同（申 13:1-5; 18:20-22）。“經上說甚麼呢”（羅 4:3），必成為任何信
息的測試，即使這信息是自稱是神的僕人所說的。 “人當以訓誨和法度為標準．他
們所說的、若不與此相符、必不得見晨光”（賽 8:20）。
5. 第 14 節指出有好幾個先知策劃陰謀對抗尼希米，包括一個叫挪亞底的女先知。這給
尼希米帶來很大的壓力，因為猶太人對先知非常尊重。尼希米面對多位先知，但他
站立得穩。他只是一個平信徒，面對一群神職人員的攻擊，但他拒絕放棄。他向神
禱告有關這些人的事，然後就將這件事交託給神。在第 9 和 14 節，我們看到尼希米
的第五和第六次告急式的禱告（911），在危難中求告神。當然，在這些簡短的禱告
背後，是他每天的禱告生活，使他從神得力量。

五. 私通：我們不會放棄的（6:156:15-19）
19）
6:15 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
6:16 我們一切仇敵、四圍的外邦人、聽見了便懼怕、愁眉不展．因為見這工作完成、是
出乎我們的 神。
6:17 在那些日子猶大的貴冑屢次寄信與多比雅、多比雅也來信與他們。
6:18 在猶大有許多人與多比雅結盟、因他是亞拉的兒子、示迦尼的女婿．並且他的兒子
約哈難娶了比利迦兒子米書蘭的女兒為妻。
6:19 他們常在我面前說多比雅的善行、也將我的話傳與他。多比雅又常寄信來、要叫我
懼怕。
1. 在艱難的時刻（但 9:25）城牆修建完成（【共修了五十二天】），使敵人大大蒙
羞，但他們沒有放棄。
2. 撒旦從來不會知難而退，即使看來他打了敗仗，卻仍舊留在戰場上。許多不謹慎的
基督徒雖然打贏了一場屬靈戰爭，卻沒有得到最後的勝利。撒旦一直在尋找一個適
當的時機（路 4:13）來反擊得勝者，使他們從勝利者變為受害者。有一位蘇格蘭的
牧者（Andrew A. Bonar）曾說， “我們必須在戰勝後儆醒，如同打仗前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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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你看不到撒旦在作工，可能他已經轉入地下了。事實上，當我們看到他在作工，
比看不到他在暗處作工，更為安全。明目張膽的對抗，對神的事工和神的工作者更
為有利，因為這樣能使他們更儆醒和依靠神。“作工並禱告”（4:9）肯定是尼希米
對他的民眾的主要警戒之一。
4. 難以相信任何猶太人暗地裡與敵人合作，何況是那些尊貴的猶大支派的貴冑。若有
那一個支派在耶路撒冷的未來有重大利益，那就是猶大支派，因為神應許將有一位
救主和君王從他們支派出來（創 49:10; 撒下 7）。當這些貴冑與多比雅合作時，他
們抵擋神，口出不順服神的話語，並損害他們自己的未來。
5. 他們為什麼作這件奸詐的事？首先，多比雅寫信給他們，影響了他們的思想。貴冑
非但沒有尋求真相，反而相信敵人的謊言，並成為他們自己人的背叛者。因為他們
相信多比雅是對的，甚至有一些猶大人發誓效忠多比雅。在多比雅的信中，他毫無
疑問地奉承他們，並答應給他們很多好處，而他們就愚蠢地相信了他。這些貴冑暗
地裡與其他人分享這些信。因此，這陰謀漸漸紮實。
6. 不要輕易相信基督教領袖所說的和所寫的一切。我們先要考慮其來源，並堅決拒絕
將任何沒有證明的道理接受為真理。特別謹慎對待新聞界所報導有關基督教領袖的
事；大多數新聞記者並不同情福音。為了報導精彩的故事，有些新聞記者將不重要
的新聞擴大成驚人的故事，而另一些人會斷章取義。有時，連基督教的出版社也犯
了這種錯誤。
7. 這些猶太人怎麼能背棄他們的傳統，弟兄姐妹，和他們自己的神？因為人之間的凝
聚力強過屬靈的愛的凝聚力，多比雅藉著姻親關係，與猶大支派結盟，猶大貴冑就
將應當對神的忠誠，給了他（6:18）。猶大的人民忘記了他們已經許配給耶和華
神，因此缺乏對祂的愛與忠心。
8. 但在我們批評這些猶大貴冑之前，讓我們省察自己的生活。我們是否完全屈服在神
的面前，並完全順服祂？我們是否有讓我們與人的關係，影響我們的決定，以至於
到一程度，我們故意不順服神的話語？有時候，我們看到一個基督徒離開教會，只
因為血濃於水，他的親友受了委屈。
9. 這意思是很清楚的：按人來說，一個人對自己的親人比對一個陌生人更有義務感。
但耶穌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
的門徒”（太 10:37）。將我們與基督聯合起來的 “血” 是最強的聯合，而我們
對神忠心應該被擺在第一位。
10. 猶大的貴冑並不以從多比雅得到消息和指示為滿足，他們認為必須將尼希米所說的
一切話都通報多比雅。他們希望討多比雅的歡心，因此當多比雅和朋友佔領耶路撒
冷時，他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回報。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看，他們就是賣國賊，和背叛
神者。米書蘭是建牆的工人之一（3:4, 30），而他的家人正在破壞他在作的工作。
11. 但這些背叛者得寸進尺：他們不斷地告訴尼希米，多比雅是多麼好的一個人。“違
棄律法的、誇獎惡人．遵守律法的、卻與惡人相爭”（箴 28:4）。假如猶大的貴冑
好好地讀和思想神的話語，他們就有分辨能力，也不會行事落在“惡人的計謀”裡
（詩 1:1）。他們被謊言和奉承弄瞎了眼，完全脫離現實。在他們裡面沒有光（賽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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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但在今天的教會裡，情況會不同嗎？我們會驚奇地發現，有些宣稱是基督徒，受聖
經教導的，卻贊同和支持那些大吹大擂的宗教推銷員。你以為最近媒體所報導的醜
聞會驚醒人的心，但事實上卻不是這樣。耶利米曾說，“國中有可驚駭、可憎惡的
事．就是先知說假預言、祭司藉他們把持權柄．我的百姓也喜愛這些事．”，然後
他問，“到了結局你們怎樣行呢”（耶 5:30-31）。
13. 多比雅繼續不斷地寫信給他的通報者，然後後者不斷勸告百姓，在耶路撒冷被外邦
人佔領之前，改變他們的忠誠的對象。尼希米不理這些信和威脅，繼續城牆的重
建，直到完工。畢竟，【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神】（16 節）。
14. 在故事的開始，我們讀到，“我默禱”（2:4）。然後，我們讀到，“我到了耶路
撒冷”（2:11）。然後，“於是他們奮勇作這善工”（2:18）。接著是，“我們修
造城牆”（4:6），接著是，“於是我們作工”（4:21）。
15. 到了故事的結尾：“城牆修完了”（6:15）。但這卻正是另一個開始。因為尼希米
現在必須保護他所完成的。他如何作，正是本書後部（7-13 章）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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