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希米記概論
1. 總論：
在以色列人被擄歸回之後，有兩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建聖殿和城牆。這分別記於以斯
拉記和尼希米記中。而以斯拉和尼希米生平事蹟有所重疊，都是發生於波斯王朝的時候，
其中有幾位王的名字在聖經裡面都有提及。現將幾個重要的日期列於下表：
主前 539 年古列在巴比倫掌權
538 古列下令准以色列人回歸重建聖殿（拉 1）
在所羅巴伯領導下，首次回歸耶路撒冷（拉 2）
522 大利烏（大流士）登基
516 聖殿修建完工（拉 6:15）
486 亞哈隨魯（薛西斯一世）登基
以斯帖記的事跡
465 亞達薛西登基
458 以斯拉抵耶路撒冷
445 尼希米抵耶路撒冷
444 耶路撒冷城牆修建完成（尼 6:5）
433 尼希米返巴比倫（尼 5:14）
在舊約聖經的歷史書當中，以斯拉記、以斯帖記和尼希米記，是最後三卷的歷史書。以斯
拉記和尼希米記兩卷書都是分為兩部分。以斯拉記的前六章是說到聖殿的重建；而後四章
則說到敬拜的恢復。以斯拉記前六章和後四章之間相隔了六十年的時間。在那六十年當中
就發生了以斯帖記中所記的事情。尼希米記的前六章是說到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而後七
章則說到對神子民再一次的教導。
在尼希米記中，我們看到他的三個角色：開始時是王的酒政；後來他成了城牆的建築者；
最後他又成為耶路撒冷及其鄰地的省長。正是這被擄後重建的中間階段情況，使基督徒從
這兩卷書中得著極大的幫助。
尼希米記這一卷書可以說是全部聖經中論及個人為神工作的經典著作。我們在世界中所從
事的任何一種職業，或在教會裡所參加的任何一種服事，都是為神作工。神的旨意在我們
身上所能成就的程度，完全是看我們全部生活的細節和祂的旨意相合到甚麼地步，而且只
有祂的旨意在我們身上得以成就的時候，我們的一生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2. 作者：
本書採用第一人稱代名詞「我」，表明作者乃是尼希米本人。
3. 日期：
尼希米記是舊約最後的一卷歷史書；若按時間來排，它與瑪拉基書約同時，因為尼希米和
先知瑪拉基生存於同一時代。尼希米在領導修建城牆完工之後寫下他的一切經歷，故此本
書是主前 433 年之後寫成的。

4. 歷史背景：
歷代志下最後記載南國猶大在 587BC 遭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毀滅，人民流亡國外。70 年
後，先知耶利米的預言得以應驗（耶 25:11-12），波斯興起。古列是在波斯國王中，最重
要的人物。這是因為聖經所描述的以色列民，應驗先知的話，回歸本土，以及相應的歷史
事實，都和他有關。古列對臣屬的各國人民，採取的政策，和以前巴比倫的政策相反。他
宣告讓各國人民返歸本土，且將他們的神復安置在他們的廟宇中。對於猶太人，他下令讓
流亡在外的猶太人，返歸故土，重建聖殿，那時是在主前 538 年（代下 36:22-23）。所羅
巴伯率領第一批民眾回歸巴勒斯坦，重建了聖殿。以斯拉則率領第二批民眾返回；他見猶
太人與外邦人通婚，非常難過，於是進行改革。尼希米是第三批回猶大地的人，當時城牆
自巴比倫攻陷後久已荒廢又未有修補，故此尼希米在神的帶領下，開始建築城垣和進行改
革的工作。另一方面，以斯拉同時教導民眾認識摩西律法，與尼希米合力領導民眾歸向
神。
5. 目的：
本書記載尼希米到耶路撒冷的使命及他與以斯拉所施行的革新。同時亦顯示了神使用尼希
米和以斯拉合力建設被擄以後的猶大國。
6. 大綱：
1-6 章
1-2 章
3-6 章
7-13 章
7-12 章
13 章

重建聖城
重建城牆之異象及準備
重建之工程
重建聖民
奮興大會之過程及結果
惡習之革除

尼希米時代的耶路撒冷

尼希米記 1:1-11
憂傷痛悔
1. 耶路撒冷的光景（1-3）
1:1 哈迦利亞的兒子尼希米的言語如下：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書珊城的宮
中。
1:2 那時，有我一個弟兄哈拿尼，同著幾個人從猶大來。我問他們那些被擄歸回、剩下逃
脫的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1:3 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在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
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
1 尼希米記一開始就介紹尼希米自己，也說明他就是本書的作者。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基思流月』
即主前 445 年左右；
，相當於現在陽 十二月；『書珊
城』為波斯王過冬的地方。書珊意即百合花，是波斯帝國的京城，其宮殿也以此命
名，相當於今日的華盛頓特區。那時是在以斯拉到達耶路撒冷的第十三年。

基思流月為當時波斯曆的九月

曆

古列王建立波斯國時，將書珊定為首都。亞哈隨魯王是在書珊城的宮內登基，曾經
設擺筵席，大宴賓客（斯 1）。大利烏王就是從這城下詔，准許猶太人重建聖殿
（拉 6），所以猶太人稱殿的東門為書珊門（尼 3:29），且在這門上雕刻古書珊城
的圖形以為紀念。此城之故址在今蘇斯 Sus，距波斯灣約三百哩。
2『剩下逃脫的猶大人』
或譯作『沒有被擄的餘民』，可能指巴比倫滅猶大國時沒有被擄仍然居留猶大地的
人。從猶大來的人中，有一位弟兄哈拿尼，他將耶路撒冷的情況告訴尼希米。
3『遭大難，受凌辱』
『遭大難』在希伯來文的意思是『悲慘』和『不幸』。當時耶路撒冷的人民正處於
很悲慘的地位。『受凌辱』是『尖銳』或『刺穿』的意思，也就是說那些人民正備
受仇敵的中傷和凌辱。今天有許多地方的基督徒也正遭遇同樣的事情（阿拉伯地
區，北韓…）。也許不久的將來連所謂的自由地區也會發生同樣的事（參啟
13）。我們是否預備好了面對這樣的光景呢？
『城牆拆毀』
在尼布甲尼撒王攻陷耶路撒冷時，曾拆毀耶城的城牆（代下 36:19），後來在亞哈
隨魯王與亞達薛西王時，被擄歸回的猶太人本來想要重建耶路撒冷城牆，卻被當地
的仇敵撒瑪利亞人利用亞達薛西的命令禁止以致被迫停工（參拉 4:8-23）。導致耶
路撒冷城牆傾覆的基本原因，乃是『拜偶像』。因此神使他們被擄到巴比倫―拜偶

像的中心，為要使他們拜偶像的病得醫治。從此以後以色列人就再沒有發生過拜偶
像的事。
『城牆拆毀』一方面表明城市沒有界限，沒有範圍，完全陷入混亂的局面中，而且
也處在易於流離失散的險地。另一方面表明城市沒有保障，仇敵容易乘機侵入。
城牆在舊約中常有特別的意義。神對祂的子民說；『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
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賽 49:16）。神常常看顧以色列的城牆，免得被仇敵破
壞。
對教會而言， 神的子民本來是一個整體，原該同心合意維持見證才是。可惜，教
會裡面一旦失去同心，就好像城牆被拆毀，整體被破壞，以致事奉沒有果效，而且
容易被魔鬼侵占。
對個人而言，城牆和耶路撒冷的關係，正如我們的信心和生命的關係。只有信心堅
固，我們的生命才能得到保護。有些人的生命之牆起初只是一塊磚或水泥鬆了（信
心開始軟弱，懷疑），慢慢牆垣現出了裂痕，逐漸擴大變成牆洞。如果此時忽視不
顧，牆垣便開始萌發私慾的雜草。最後敵人就可以無所忌憚地肆虐你的生命。
『城門被火焚燒』
當時城門是用木頭製作的，所以可以被火焚燒。

本段中提到那些人物？當時的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光景如何？
他們遭遇了什麼大難，受到什麼凌辱？今天有沒有基督徒也遭遇同樣的事？
我們是否也受到這樣的待遇？我們預備好面對這樣的光景嗎？
當時耶路撒冷的情形如何？為什麼會遭遇這樣的事？
城牆有什麼特別的意義？我的生命的城牆是什麼？有需要修補的地方嗎？
教會的城牆有問題嗎？我們當怎樣修補？
2. 尼希米的禱告（4-11）
1:4 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禁食祈禱，說：
1:5 「耶和華－天上的上帝，大而可畏的上帝啊，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
1:6 願你睜眼看，側耳聽，你僕人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祈禱，承認我們以
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
1:7 我們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惡，沒有遵守你藉著僕人摩西所吩咐的誡命、律例、典章。
1:8 求你記念所吩咐你僕人摩西的話，說：『你們若犯罪，我就把你們分散在萬民中；
1:9 但你們若歸向我，謹守遵行我的誡命，你們被趕散的人雖在天涯，我也必從那裏將他
們招聚回來，帶到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居所。』
1:10 這都是你的僕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的。

1:11 主啊，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祈禱，和喜愛敬畏你名眾僕人的祈禱，使你僕人現今亨
通，在王面前蒙恩。」 我是作王酒政的。
4『坐下哭泣，悲哀幾日』
尼希米的愛國愛民之心在這裡充分的流露出來。我們今天如果聽見自己的同胞被仇
敵凌辱，自己的地土被仇敵破壞，我們可能會憤怒，傷心；但我們有多少人會因此
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呢？更不要說為了教會的衰敗、荒涼而哀哭了。我們的眼淚常
常只為自己流。尼希米的字義是神的安慰；我們若能為神的子民哀哭，就必得神的
安慰。
『禁食祈禱』
尼希米並沒有憑著一腔熱血立刻放下工作去建城牆，而是先禁食禱告。他在苦難中
第一件事就是將苦難化為禱告。在聖經裡時常會提到禁食。單單禁食本身沒有任何
功效（法利賽人一個禮拜禁食三次）。禁食乃是與憂傷痛悔的心連在一起的。事實
上，當我們完全沉浸在痛悔憂傷裡面的時候，我們是沒有心思去預備飲食的。如果
我們將這一段時間屈膝與神親近，就會發現結果往往成就了許多事。我們肩負的責
任越多，便越需要時間在天父前與祂親近。
這並不是說，我們只要禱告就好了，自己什麼都不需要做。我們從尼希米身上可以
看到他是一個行動的人：他先向上帝祈禱，然後採取行動，積極的去修建城牆。不
過重要的是他以祈禱為先。
尼希米記中記載了他的九次禱告（1:5-11; 2:4; 4:4-5; 4:9; 5:19; 6:14; 13:14; 29;
31），其中大多數都是簡短的禱告，只有一兩句話。我們這一章所要查考的禱告是
比較具體的例子。

當尼希米聽到哈拿尼的話時，祂的反應是什麼？為什麼？
如果我是尼希米，我會有同樣的反應嗎？為什麼？
他在悲哀哭泣的同時還做了什麼？禁食的意義是什麼？
禁食禱告一定有果效嗎？我們當如何操練禁食禱告？
我們除了禱告之外是否還需要做什麼？尼希米他還做了什麼？
5『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
他先指出神的地位。祂是坐在天上的寶座，統管宇宙萬有；祂是至大的存在，是配
得所有生靈敬畏（fear）的神。
『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
他把他的祈禱，建立在神與祂子民所立的約上。神的信實和大愛，就是表現在祂守
約施慈愛上面。祂對以色列民持守祂的應許（約），就是祂起初因著愛向亞伯拉罕
所發的應許（創 12:1-3）。這裡我們看到祂向與祂立約的人所提出的要求，就是他

們要『愛祂，守祂的誡命』，因為祂已經先愛他們。這兩件事的次序，很是重要，
正如約壹 4:19 說的：『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尼希米的禱告是建立在什麼之上？神是怎樣的一位神？
祂和以色列人立了什麼約？祂如何守約施慈愛？
神今天和我們立了什麼約？祂是否會守這約？祂有什麼要求？
我今天愛神嗎？有什麼證明？我要怎樣才能更加愛神？
6『你僕人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祈禱』
很顯然在這禁食禱告的幾天當中，他是晝夜為自己的百姓祈禱。再一次讓我們看到
他是何等的愛他的同胞。
『睜眼看，側耳聽』
這與所羅門在獻殿時的禱告相似，他說，『求你睜眼看，側耳聽』以色列民懺悔的
禱告（代下 6:40; 本章 6,11 節）。
7『沒有遵守你藉著僕人摩西所吩咐的誡命、律例、典章』
尼希米看出在歷史中，以色列民不斷地反叛神，不遵守摩西所吩咐的誡命、律例、
典章。
『承認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
尼希米在這裡用了『我』和『我們』；他並不是為某一個人的失敗而向神懺悔，乃
是坦承自己所犯的錯。尼希米承認他自己也在以色列民的罪中，並沒有自視清高
（參法利賽人和稅吏的禱告，路 18:9-14）。當尼希米回想神百姓的罪孽時，他也
反省自己。在眾人的罪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引起神對祂子民的不悅。人性的
弱點是通常我們會責怪別人，總會想出許許多多別人冥頑不靈的事例，但卻很少考
慮到自己犯的錯。

以色列人犯了什麼錯？尼希米如何向神認罪？
我禱告的內容是什麼？是否包括認罪？
我禱告的時候是先認自己的罪還是先定別人的罪？為什麼會這樣？
8『你們若犯罪，我就把你們分散在萬民中』
正如第 5 節所說的，神的百姓對神的愛應有的回應，是守祂的誡命，不然要受懲
罰。申命記中強調，凡不遵行神的誡命的必受咒詛，至終要被趕離家園（申 28:1568）。當百姓被擄去巴比倫後，這申命記的話就應驗了。這也是尼希米在本節裏所
說的。

我們今天如果離棄神，不遵行祂的旨意，我們一樣會失去神的賜福。雖然我們的救
恩仍在，但我們的光景卻和那些不信的人沒有區別。我們沒有平安喜樂，我們貪戀
世界，我們行善無能，拒惡無力…
9『但你們若歸向我，謹守遵行我的誡命…我也必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回來』
除了『咒詛』之外，申命記也提到『復興』，只要百姓悔改（申 30:1-10）。尼希
米的祈禱中，把他的祈求，放在這個約的應許上。
同樣的，如果我們悔改認罪歸向神，神也必復興我們，將我們從世界裡面再救拔出
來。

以色列人為什麼會被擄到巴比倫去？他們又為什麼會被領回來？
我今天是否覺得沒有神的同在，沒有平安喜樂？為什麼？
我要如何才能恢復與神的關係？有什麼實際的行動？
10『你的僕人、你的百姓…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的』
『僕人』和『百姓』不只是對當時的以色列人而言，也是對所有亞伯拉罕的後裔而
言。不管是從肉身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被擄回歸，或是從屬靈的以色列人—基督
徒—蒙恩得救的角度而言，都是祂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的。
11『喜愛敬畏你名眾僕人的祈禱』
我們的禱告怎樣才能蒙神垂聽呢？這裡告訴我們，就是要喜愛敬畏神（delight
to fear Your name）。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況。敬畏（fear）就是懼怕。你懼怕一個
人，卻又喜愛（delight）這種懼怕，所以很顯然這種喜愛不只是單單情感上的喜
歡，乃是有理性和意志的成分在裡面。為什麼懼怕呢？因為神有無限的威能，祂是
完全聖潔，不能容忍任何的罪惡，所以有罪的人無法站立在神面前。祂將來還要降
臨，審判世上一切的罪人。因此當我們越了解神的聖潔，越發現自己的污穢，我們
就會越懼怕（敬畏）神。敬畏神的人自然會遠離罪惡。而且聖經告訴我們，敬畏神
的人必蒙神喜悅，也必然蒙福，對今生來世都有好處。所以我們在敬畏中帶著喜
愛，看似矛盾，卻是必然的結果。

我們的禱告怎樣才能蒙神垂聽？什麼叫敬畏神？為什麼要敬畏神？
我們如何能夠喜愛在敬畏神的同時也喜愛這種敬畏？敬畏神有什麼結果？
我敬畏神嗎？我喜愛敬畏神嗎？有什麼表現？
『使你僕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
他要求亨通（成功 success），並且在王面前蒙恩，為什麼？我們在前面說過，尼
希米是一個行動的人。他有心要重修耶路撒冷的城牆，但他人在書珊城，又是王的

近臣，除非王允許，他是無法離開王去耶路撒冷的。因此他求神讓他能夠在王面前
蒙恩，讓王允許他回去修築城牆。他深信『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 好像隴溝的水
隨意流轉（箴言 21:1） 』。
這禱告讓我們看到，神的公義和慈愛顯明在與以色列民立的約裏。他懇求神的憐
憫。雖然以色列民一再犯罪，只要他們悔改，向神以愛及順服回應，祂總是願意搭
救他們，和他們恢復子民的關係。尼希米的禱告，充分表現出他的交託和信心。這
種信心和交託，可以作為我們今天基督徒禱告的榜樣。
『我是作王酒政的』
書珊城被當時的猶太人認為是世界的首都，王宮是活動中心，也是一切抉擇最後的
定奪處。尼希米在王宮中有很高的地位；他是作王的酒政 ─ 在朝廷中這是很重要
的位置。帝國中發生的最新消息，常常都是由酒政傳給亞達薛西王。尼希米正是亞
達薛西王的左右手。
尼希米禱告的特點：
1. 根據神的話禱告：他是一個熟讀神的話的人。在這一章中他的禱告是根據神自
己所啟示的而發出來，這種禱告必不至於落空。聖經裡面也說我們若照著神的旨意
求什麼，祂 必垂聽（約壹 5:14）。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要熟悉神的話語，因
為神的一般性的旨意都記載在聖經中。
2. 為認罪而禱告：他為他自己和百姓在神面前的光景向神認罪，承認他們以往沒有
順從神，承認這一切的災難都是因為他們不順從神的緣故。認罪是我們禱告當中一
個很重要的部分。
3. 根據事實禱告：他禱告說：「這都是你的僕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
的手所救贖的」（10）。他提到當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實。尼希米的禱告是根據
神以往的作為，再根據神對於將來的計劃，所以他可以大膽的向神祈求。我們若回
頭看看神以往的作為，並且把我們的禱告建立在十字架上，建立在贖罪的寶血上，
建立在復活升天的主耶穌身上，建立在神的話語上，我們就能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
寶座前。我們要學會根據神自己的應許以及基督寶血所立的約來禱告。

尼希米的禱告有什麼特點？有什麼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我要如何操練我的禱告？我希望我以後的禱告包括什麼內容？
今天的查經對我有什麼幫助？可否和大家分享？我要如何實行在生活當中？

1:1 哈迦利亞的兒子尼希米的言語如下：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書珊城的宮
中。
1:2 那時，有我一個弟兄哈拿尼，同著幾個人從猶大來。我問他們那些被擄歸回、剩下逃
脫的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1:3 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在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
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
1:4 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禁食祈禱，說：
1:5 「耶和華－天上的上帝，大而可畏的上帝啊，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
1:6 願你睜眼看，側耳聽，你僕人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祈禱，承認我們以
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
1:7 我們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惡，沒有遵守你藉著僕人摩西所吩咐的誡命、律例、典章。
1:8 求你記念所吩咐你僕人摩西的話，說：『你們若犯罪，我就把你們分散在萬民中；
1:9 但你們若歸向我，謹守遵行我的誡命，你們被趕散的人雖在天涯，我也必從那裏將他
們招聚回來，帶到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居所。』
1:10 這都是你的僕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的。
1:11 主啊，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祈禱，和喜愛敬畏你名眾僕人的祈禱，使你僕人現今亨
通，在王面前蒙恩。」 我是作王酒政的。
NIV
1
The words of Nehemiah son of Hakaliah:
In the month of Kislev in the twentieth year,
while I was in the citadel of Susa,
2
Hanani, one of my brothers, came from
Judah with some other men, and I questioned
them about the Jewish remnant that had
survived the exile, and also about Jerusalem.
3
They said to me, “Those who survived the
exile and are back in the province are in great
trouble and disgrace. The wall of Jerusalem is
broken down, and its gates have been burned
with fire.”
4
When I heard these things, I sat down and
wept. For some days I mourned and fasted and
prayed before the God of heaven.
5
Then I said:
“LORD, the God of heaven, the great and
awesome God, who keeps his covenant of
love with those who love him and keep his
commandments,
6
let your ear be attentive and your eyes open
to hear the prayer your servant is praying
before you day and night for your servants, the
people of Israel. I confess the sins we
Israelites, including myself and my father’s
family, have committed against you.
7
We have acted very wickedly toward you.
We have not obeyed the commands, decrees
and laws you gave your servant Moses.

NASB
1
The words of Nehemiah the son of Hacaliah.
Now it happened in the month Chislev, in the twentieth year,
while I was in Susa the [a]capitol,
2
that Hanani, one of my brothers, and [b]some men from Judah
came; and I asked them concerning the Jews who had
escaped and had survived the captivity, and about Jerusalem.
3
They said to me, “The remnant there in the province who
survived the captivity are in great distress and reproach,
and the wall of Jerusalem is broken down and its gates are
burned with fire.”
4
When I heard these words, I sat down and wept and mourned
for days; and I was fasting and praying before the God of
heaven.
5
I said, “I beseech You, O LORD God of heaven, the great and
awesome God, who preserves the covenant and
lovingkindness for those who love Him and keep His
commandments,
6
let Your ear now be attentive and Your eyes open to hear the
prayer of Your servant which I am praying before You now,
day and night, on behalf of the sons of Israel Your
servants, confessing the sins of the sons of Israel which we
have sinned against You; I and my father’s house have
sinned.
7
We have acted very corruptly against You and have not kept
the commandments, nor the statutes, nor the ordinances which
You commanded Your servant Moses.
8
Remember the word which You commanded Your servant
Moses, saying, ‘If you are unfaithful I will scatter you among
the peoples;

8

“Remember the instruction you gave your
servant Moses, saying, ‘If you are unfaithful, I
will scatter you among the nations,
9
but if you return to me and obey my
commands, then even if your exiled people are
at the farthest horizon, I will gather them from
there and bring them to the place I have
chosen as a dwelling for my Name.’
10
“They are your servants and your people,
whom you redeemed by your great strength
and your mighty hand.
11
Lord, let your ear be attentive to the prayer
of this your servant and to the prayer of your
servants who delight in revering your name.
Give your servant success today by granting
him favor in the presence of this man.”
I was cupbearer to the king.

9

but if you return to Me and keep My commandments and do
them, though those of you who have been scattered were in
the most remote part of the heavens, I will gather them from
there and will bring them to the place where I have chosen to
cause My name to dwell.’
10
They are Your servants and Your people whom You
redeemed by Your great power and by Your strong hand.
11
O Lord, I beseech You, may Your ear be attentive to the
prayer of Your servant and the prayer of Your servants who
delight to [c]revere Your name, and make Your servant
successful today and grant him compassion before this man.”
Now I was the cupbearer to the king.
Footnotes:
Nehemiah 1:1 Or palace or citadel
Nehemiah 1:2 Lit he and some
Nehemiah 1:11 Or f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