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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耶耶耶路路路路撒撒撒撒冷冷冷冷中中中中的的的的歡歡歡歡聲聲聲聲聽聽聽聽到到到到遠遠遠遠處處處處（（（（12:112:112:112:1----47474747））））    
預預預預查查查查 7/27/27/27/2////2020202018181818    

一一一一....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必必必必須須須須將將將將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獻獻獻獻給給給給神神神神（（（（12121212::::1111----26262626））））    

12:1 同著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耶書亞回來的祭司、與利未人、記在下面．祭司是

西萊雅、耶利米、以斯拉、 

12:2 亞瑪利雅、瑪鹿、哈突、 

12:3 示迦尼、利宏、米利末、 

12:4 易多、近頓、亞比雅、 

12:5 米雅民、瑪底雅、璧迦、 

12:6 示瑪雅、約雅立、耶大雅、 

12:7 撒路、亞木、希勒家、耶大雅。這些人在耶書亞的時候作祭司、和他們弟兄的首

領。 

12:8 利未人是耶書亞、賓內、甲篾、示利比、猶大、瑪他尼．這瑪他尼和他的弟兄、管

理稱謝的事。 

12:9 他們的弟兄八布迦、和烏尼、照自己的班次、與他們相對。 

12:10 耶書亞生約雅金、約雅金生以利亞實、以利亞實生耶何耶大、 

12:11 耶何耶大生約拿單、約拿單生押杜亞。 

12:12 在約雅金的時候、祭司作族長的、西萊雅族〔或作班本段同〕有米拉雅．耶利米

族、有哈拿尼雅． 

12:13 以斯拉族、有米書蘭．亞瑪利雅族、有約哈難． 

12:14 米利古族、有約拿單．示巴尼族、有約瑟． 

12:15 哈琳族、有押拿．米拉約族、有希勒愷． 

12:16 易多族、有撒迦利亞．近頓族、有米書蘭． 

12:17 亞比雅族、有細基利．米拿民族、某．摩亞底族、有毗勒太． 

12:18 璧迦族、有沙母亞．示瑪雅族、有約拿單． 

12:19 約雅立族、有瑪特乃．耶大雅族、有烏西． 

12:20 撒來族、有加萊．亞木族、有希伯． 

12:21 希勒家族、有哈沙比雅．耶大雅族、有拿坦業。 

12:22 至於利未人、當以利亞實、耶何耶大、約哈難、押杜亞的時候、他們的族長記在冊

上、波斯王大利烏在位的時候、作族長的祭司、也記在冊上。 

12:23 利未人作族長的、記在歷史上、直到以利亞實的兒子約哈難的時候。 

12:24 利未人的族長是哈沙比雅、示利比、甲篾的兒子耶書亞、與他們弟兄的班次相對、

照著神人大衛的命令、一班一班地讚美稱謝。 

12:25 瑪他尼、八布迦、俄巴底亞、米書蘭、達們、亞谷、是守門的、就是在庫房那裡守

門。 

12:26 這都是在約撒達的孫子耶書亞的兒子約雅金、和省長尼希米、並祭司文士以斯拉的

時候、有職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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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今城牆和城門都已修建完畢，以色列人應當居住在聖城內，並使人口增長。他們

也必須保護這城，因為不知道何時敵人會來攻擊。可能居住在城外的小鄉村會比較

安全，因為不會威脅到外邦人的社會，但總需要有些人自願搬進耶路撒冷居住。 

2. 而且，若百姓真正愛神和神的聖城，他們也會想要住到城內，至少可以向心存疑慮

的外邦人作見證。畢竟，若不打算住在城內，又何必修建這城？然而，最緊要的

是，神已經帶領以色列人的餘數回歸，祂必定在他們身上預備了一個任務。所以放

棄居住在修建完的城內等於攔阻神藉著以色列人來完成祂的旨意。 

3. 換言之，神需要人實際在聖城內。祂要求猶太人響應祂的呼召，如同保羅在羅 12:1

所寫的：“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

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4. 我們絕不要低估讓身體處在神要我們在的地方的重要性。神需要我們。祂並不要求

我們在某一個事工中負責哪一部分，祂只要我們參與這事工就行了。男人，女人，

和孩童居住在耶路撒冷內，將信心跨出一步，就是在事奉神，事奉他們的民族，和

以後的世代。 

5. 一些住進耶路撒冷城內的市民是自願的，但也有些是不幸抽籤抽中了（11:1）。百

姓在 10:37-38 答應將十分之一農產品與人分享。同樣的，尼希米用抽籤的方式，

要求十分之一的人從鄉村搬進耶路撒冷。因為城很大而城裡的居民很少（“城是廣

大、其中的民卻稀少、房屋還沒有建造”，7:4），不難想像，大多數猶太人就不願

意搬進城裡。仔細觀察，我們發現同樣的的情況也會發生在今天的教會中。 

6. 目前，我們已經習慣尼希米的作法，總是列出名單。在第 3章，他列出在城牆上作

工的人，和他們負責哪一段城牆。在第 7章，他列出哪些人與所羅巴伯回歸。在第

8章，他列出在水門前，參與讀經大會的猶太人領袖們。在第 10章，他列出 84 位

在獻城禮的約上簽名的人。他列出這些人的名字，證明他誠心地感激和紀念每一個

在工程進行中提供幫助的人。這提醒我們，我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清清楚楚地記

錄每一個祂的子女對祂的事奉。即使別人不知道，或不感激我們所擺上的，但我們

卻可以肯定神知道每個服事祂的人和我們所擺上的，而且將會報答我們。 

7. 在 11:1-12:26中，尼希米列出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神用有各種不同恩賜和技

巧的人來完成祂在地上的工作。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先將自己的身體獻給主，因此

祂可以用我們為祂的器皿來成全祂的工作。對祂而言，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在

12:1-26中，尼希米繼續第 11章所列的，列出其他的聖殿工作人員。     
二二二二....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必必必必須須須須將將將將讚讚讚讚美美美美歸歸歸歸於於於於神神神神（（（（12121212::::27272727----42424242））））    

12:27 耶路撒冷城牆告成的時候、眾民就把各處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稱謝、歌唱、

敲鈸、鼓瑟、彈琴、歡歡喜喜地行告成之禮。 

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和尼陀法的村莊、與伯吉甲、又從迦巴和押瑪弗的

田地聚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己立了村莊。 

12:29 見上節 

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和城門、並城牆。 

12:31 我帶猶大的首領上城、使稱謝的人分為兩大隊、排列而行．第一隊在城上往右邊向

糞廠門行走． 

12:32 在他們後頭的有何沙雅、與猶大首領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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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又有亞撒利雅、以斯拉、米書蘭、 

12:34 猶大、便雅憫、示瑪雅、耶利米． 

12:35 還有些吹號之祭司的子孫、約拿單的兒子撒迦利亞、約拿單是示瑪雅的兒子、示瑪

雅是瑪他尼的兒子、瑪他尼是米該亞的兒子、米該亞是撒刻的兒子、撒刻是亞薩的兒子． 

12:36 又有撒迦利亞的弟兄示瑪雅、亞撒利、米拉萊、基拉萊、瑪艾、拿坦業、猶大、哈

拿尼、都拿著神人大衛的樂器．文士以斯拉引領他們。 

12:37 他們經過泉門往前、從大衛城的台階、隨地勢而上、在大衛宮殿以上、直行到朝東

的水門。 

12:38 第二隊稱謝的人要與那一隊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隨他們、在城牆上過了爐

樓、直到寬牆、 

12:39 又過了以法蓮門、古門、魚門、哈楠業樓、哈米亞樓、直到羊門、就在護衛門站

住。 

12:40 於是這兩隊稱謝的人、連我和官長的一半、站在 神的殿裡． 

12:41 還有祭司以利亞金、瑪西雅、米拿民、米該雅、以利約乃、撒迦利亞、哈楠尼亞、

吹號． 

12:42 又有瑪西雅、示瑪雅、以利亞撒、烏西、約哈難、瑪基雅、以攔、和以謝奏樂。歌

唱的就大聲歌唱、伊斯拉希雅管理他們。     
1. 猶太人已經習慣見到工作者與看守者在耶路撒冷的城牆上，但如今尼希米和以斯拉

帶領百姓在城牆上歌唱敬拜。他們熱忱地舉辦了一個獻城禮（【告成之禮】），他

們的呼喊和歌唱的聲音之大，以致【歡聲聽到遠處】（43節）。 

2. 這些百姓已經將自己獻上（8-10章），現在是奉獻他們所完成的工的時候。這是正

確的奉獻先後次序，因為若人沒有將自己奉獻給神，所奉獻之物又有什麼益處？我

們必須注意到重點是在於所有百姓“喜樂的讚美”。本章八次提到【歌唱】，六次

提到【稱謝】，七次提到【喜樂】，三次提到【樂器】。 

3. 參與獻城禮的人的次序也是非常獨特的。領袖和歌唱者被分為兩隊。以斯拉帶領一

隊，而尼希米（跟隨著歌唱者）帶領另一隊。隊伍行列可能從西牆的谷門開始，兩

隊相背而行。以斯拉的隊伍在牆上向南而行（31-37節），直到糞廠門，繼續到東

牆的泉門和水門。尼希米的隊伍向北行（38-39節），經過古門，以法蓮門，魚

門，羊門，哈楠業樓，哈米亞樓，就在護衛門站住 。兩隊在聖殿地區會合（40-42

節），獻祭給耶和華。這是【告成之禮】（27節）的最高潮。 

4. 為什麼以斯拉和尼希米安排這樣的【告成之禮】？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在聖殿門口集

合，讓利未人歌唱並獻祭給神，然後讓每一個人回家？ 

5. 首先，他們所要奉獻的是城牆和城門，讓百姓看見和觸摸到才有意義。有一個教會

舉行一座新建成的“教育樓”的獻堂禮。這禮卻在教會大禮堂舉行，而不是在這剛

剛建成的樓中。即使如此，會眾在獻堂禮完畢後，也應當離開大禮堂，到新樓去走

一遍，並唱詩歌讚美神。 

6.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在正在觀看的世人面前，見證神成就了這大工，因此，

唯獨祂配得榮耀。仇敵曾說城牆是如此地脆弱，【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跐倒】

（4:3）。這時，卻有許多人在城牆上行走，謠言不攻而破。對許多不信的外邦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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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見證了神的大能和真實的信心。這是其中一個機會向他們證明【這工作完

成，是出乎我們的神】（6:16）。 

7. 百姓在城牆上遊行，使他們有機會見到他們眾人辛苦作工的結果，並重新認識這工

不是某個人完成的。雖然尼希米是他們的領袖，他們也需要他，但【百姓專心作

工】（4:6）。不同的人和家庭在城牆上不同的地段作工（3章），但沒有人擁有他

做工的那段牆。這城牆是屬於神的。 

8. 在一個教會建堂計劃完成後，若教會中有某個人或某群人宣稱這是屬於他們的，我

們就可以預料將會有嚴重的問題。曾聽說過在某個教會中，當一個主日學的班被教

會要求讓出他們的教室，搬到另一個教室，就去告教會。無論我們花了多少心血和

金錢在一個教會建堂計劃中，我們沒有權宣稱主權並控制教堂的某一區域。這一切

都是屬於神的，並且在使用上都是為了神的榮耀。當猶太人繞著城牆走，他們就是

象徵性地宣告這一點。“是的，我們在工作上都有份，終於有了一個事奉神的地

方，但現在將這一切獻給神，因為唯獨祂配得榮耀”。 

9. 繞城牆走有另一個原因。這是一個象徵性的行動，就是百姓展現出他們的信心，宣

稱神的祝福。在那時代，行走在一塊土地上的意義就是宣稱這是屬於你的。神對亞

伯拉罕說，“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創 13:17）。後

來又對約書亞說，“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你們

了”（書 1:3）。這充滿喜樂的繞城行走等同他們在說，“我們從神得到這一切祂

為我們所預備的，就如我們的祖宗以信心宣稱擁有這地”。 

10. 一個教會的奉獻禮常常不是教會事工的開始，讓會眾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專心處理

日常的事工，反而淪落為教會事工的終止。Vance Havner有一次在一個獻堂禮中說

明他對獻堂禮的印象，“在教會中的人認為這個新堂是一個里程碑。但對我而言，

這是一塊大磨石”。若我們失去前瞻，並不再藉著信心全力以赴，那麼神所成就的

將成為一塊綁在我們身上的大磨石，成為我們的重擔，使我們崩潰。 

11. 但有關這獻堂禮，最重要的不是繞城牆走。而是來自歌唱者和百姓，出自內心的喜

樂而發出讚美。“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 神、這就是那承認

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來 13:15）。“我要以詩歌讚美 神的名、以感謝稱祂為

大。這便叫耶和華喜悅、勝似獻牛、或是獻有角有蹄的公牛”（詩 69:30-31）。 

12. 百姓以感謝（12:24, 27, 31, 38, 46），喜樂（27, 43-44節），和高聲（42-43

節）來讚美神，並配上各種不同的樂器（27, 35-36節）。這不是靜默，默思地敬

拜的時候。這是一個全力以赴，熱忱地讚美主的時候。 

13. 若不是因為一個已經死了五百多年的人的緣故，這獻城禮將是一個失敗。這個人就

是大衛王。大衛聚集了祭司和利未人（24; 代上 24:7-19），並為聖殿的詩班寫了

許多詩歌（12:46）。他也預備了許多樂器，為敬拜之用。（36節; 代下 29:26-

27）。大衛忠心服事他的那一代（徒 13:36），但如此行，他也服事了以後的每一

個世代。大衛佔領了耶布斯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將之作為他的首都，被稱為大衛城

（撒下 5:6-10）。他也提供了藍圖和大部分的財富來建造聖殿（代上 28:11-19）。

他“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 2:17）。 

14. 那些在讚美神的不只是職業的音樂家，因為婦女與孩童也參與這歌唱（43節）。

他們已經在水門聽了神的話語（8:2），因此他們現在表達他們的敬拜是非常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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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學習神的話語與敬拜神一定是一起的（西 3:12）。我們不能讓帶領敬拜事

工的人代替我們來讚美神的良善。不然我們都成為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而旁觀

者不能得到神完全的祝福。 

15. 百姓的讚美聲是如此地大，“耶路撒冷中的歡聲聽到遠處”（43節）。在此處，

百姓的呼喊聲“聽到遠處”。這樣的事已經是以色列歷史上第三次。當約櫃進入營

地時，以色列眾人就大聲歡呼（撒上 4:5），但隨之而來的卻是一個蒙羞的敗仗。

將近一百年前，當聖殿的根基立下時，眾人也大聲呼喊，但他們的喜樂卻帶有隱憂

（拉 3:8-13）。在這獻城禮中，從耶路撒冷來的喜樂的呼喊聲，是專為神的榮耀。

也因為這一切都被記載在神的話語裡，這呼喊聲讓全世界都聽到。  
三三三三....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必必必必須須須須將將將將禮禮禮禮物物物物獻獻獻獻給給給給神神神神（（（（12121212::::43434343----47474747））））    

 12:43 那日眾人獻大祭而歡樂．因為 神使他們大大歡樂．連婦女帶孩童也都歡樂．甚

至耶路撒冷中的歡聲聽到遠處。 

12:44 當日派人管理庫房、將舉祭、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

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分、都收在裡頭．猶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職、就歡樂

了。 

12:45 祭司利未人遵守 神所吩咐的、並守潔淨的禮．歌唱的、守門的、照著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 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的伶長、並有讚美稱謝 神的詩歌。 

12:47 當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候、以色列眾人將歌唱的、守門的、每日所當得的分供給

他們．又給利未人當得的分．利未人又給亞倫的子孫當得的分。  
1. 百姓已經與神立約，表示要支持聖殿的事工（10:32-39），他們也照這樣行了。有

些利未人被安排去監督農作物的收集，並將之儲藏在神殿中。這些十一奉獻是為了

照顧聖殿的工作人員，使他們可以專心事奉神。 

2. 百姓帶來他們的十一奉獻和其它的奉獻，不只是因為這是神的誡命，也是【因祭司

和利未人供職就歡樂了】（44節）。這些在聖殿中事奉的人，在潔淨自己和順服神

的話語方面是值得效法的（30節）。他們帶領崇拜不是按照他們自己的意思，而是

順服大衛和所羅門的指示（45節）。當信徒的事工是高舉神，順服神的話語，和虔

誠，他們當然很樂意帶來十一奉獻和其它奉獻來支持。一個只在乎滿足自己野心的

屬世事工不配得神的子民的支持。 

3. 這大大歡樂的獻城禮的結果是得到大量的農產品來維持這事工。百姓的奉獻是“不

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林後 9:7）。戴德生曾

說，“當神的工是按著神的方法，為神的榮耀作的，絕不會缺乏神的支持”。 

4. 實際上對神來說，我們物質的奉獻，也可以是屬靈的獻祭，只要奉獻是按著正確的

屬靈原則。使徒保羅將從腓立比教會來的禮物，“當作極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

喜悅的祭物”（腓 4:18）。耶穌接納馬利亞所獻上的極貴的真哪噠香膏，也為一個

敬拜的舉動（約 12:3），並且來 13:16提醒我們行善和捐輸（sharing）是神所喜

悅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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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我們將物質的禮物獻給神之前，我們先要將自己獻給神。保羅稱讚馬其頓眾教

會，因為他們在捐獻給耶路撒冷有需要的信徒之前，“先把自己獻給了主”（林後

8:5）。我們絕不可以以我們物質的捐獻來代替我們自己。 

6. 在耶路撒冷，這是一個興奮和聖潔的的日子，也是一個歡樂的日子，因為工作已經

完成，並且神得了榮耀。這祝福是否可以延續下去？答案是沒有。在十三章我們可

以了解為什麼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