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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敌联手施旧恶
忠仆同心竖新旗

修城墙的事究竟如何？



姜太公立钩钓渭水之鱼，意在周文王



尼希米记3章
1 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
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楠业楼，分
别为圣。2 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音利的儿子撒刻建造。
3 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闩锁。4 其次
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末修造。其次是米示萨别
的孙子、比利迦的儿子米书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撒督修
造。5 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原文作颈
项)担他们主的工作。6 巴西亚的儿子耶何耶大与比所玳的儿子
米书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闩锁。



17以後，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
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
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18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
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
吧！」於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难”的原意是“恶”（Evil）指被邪恶所胜，陷在恶的势力之中

尼希米呼召众人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众人齐声回应“我们起来建造吧”
经文说：“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2:18）”。

善工之善，与前面的遭难之恶相互对应

修墙造城是一场善恶之战！



姓名 任务
大祭司以利亚实及众祭司 建羊门、筑城墙

耶利哥人 建造一段

撒刻 建造一段

哈西拿的子孙 建鱼门

米利末 修筑一段

米书兰 修筑一段

撒督 修筑一段

提哥亚人(除贵胄外) 修筑一段

耶何耶大与米书兰 修筑古门



一、分别为圣 — 重建与上帝的关系
• 在悔改中敬拜 – 离弃罪恶道路
• 在敬拜中奉献 – 摆上全人所有
• 在奉献中得力 – 经历恩典浇灌

1 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
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楠业楼，分别为圣。

《出埃及记》第13章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
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

在《申命记》28章中，上帝警告过：“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
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必在天下万国
中抛来抛去（15,25）”。



科学家即将征服最高山

峰，当他翻越最后一块山
石，却遇见一群已经在那
里坐候数世纪的神学家 -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Robert Jastrow



一、分别为圣 — 重建与上帝的关系
• 在悔改中敬拜 – 离弃罪恶道路
• 在敬拜中奉献 – 摆上全人所有
• 在奉献中得力 – 经历恩典浇灌

1 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
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楠业楼，分别为圣。

人生中最大的事，是与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重建关系，
回到他恩典的怀抱中去。

你我与神的关系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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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
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8 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
其次是做香的哈拿尼雅修造。这些人修坚耶路撒冷，直到宽墙。
9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珥的儿子利法雅修造。10 其次
是哈路抹的儿子耶大雅对著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
儿子哈突修造。11 哈琳的儿子玛基雅和巴哈摩押的儿子哈述修
造一段，并修造炉楼。12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
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13 哈嫩和撒挪亚的居民修造谷
门，立门，安门扇和闩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厂门。
14 管理伯哈基琳、利甲的儿子玛基雅修造粪厂门，立门，安门
扇和闩锁。



姓名 任务
米拉提、雅顿与基遍人、米斯巴人 修筑一段

乌薛、哈拿尼雅 修葺城墙至宽墙

利法雅 修筑一段

耶大雅 修筑自己房屋对面的一段

哈突 修筑一段

玛基雅和哈述 修筑一段城墙和炉楼

沙龙和他的女儿们 修筑一段

哈嫩和撒挪亚的居民 修筑谷门，建城墙

玛基雅 修筑粪厂门



二、同心竭力 — 重建与肢体的关系
• 共同的异象目标
• 严密的组织管理
• 无私的团队协作

14 管理伯哈基琳、利甲的儿子玛基雅修造粪厂门，立门，安门扇
和闩锁。

十六世纪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和宗教改革先驅，第一位清教徒威廉·丁
道尔（William Tyndale）曾说：“若把工作性质拿来比较，洗盘子
和传讲神的话自然有区别，可是说到讨神喜悦，则没有任何区别。”

神国的事工是靠大家同心合意、牺牲小我而一起干出来的。人和人
的关系不是谈出来的，而是在事奉主的工作中干出来的，磨出来的；
弟兄彼此相爱、和睦同居的花是汗水浇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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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管理米斯巴、各荷西的儿子沙仑修造泉门，立门，盖门顶，
安门扇和闩锁，又修造靠近王园西罗亚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
卫城下来的台阶。16 其次是管理伯夙一半、押卜的儿子尼希米
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成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
17 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
哈沙比雅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18 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
伊拉那一半、希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19 其次是管理米斯巴、
耶书亚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著武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
20 其次是萨拜的儿子巴录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
祭司以利亚实的府门。21 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
米利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实的府门，直到以利亚实府的尽头。
22 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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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次是便雅悯与哈述对著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难尼的
孙子、玛西雅的儿子亚撒利雅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24 其次
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雅的房屋直到城墙转
弯，又到城角。25 乌赛的儿子巴拉修造对著城墙的转弯和王上
宫凸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次是巴录的儿子毗
大雅修造。26 (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凸
出来的城楼。) 27 其次是提哥亚人又修一段，对著那凸出来的
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28 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
屋修造。29 其次是音麦的儿子撒督对著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
是守东门、示迦尼的儿子示玛雅修造。30 其次是示利米雅的儿
子哈拿尼雅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迦的儿
子米书兰对著自己的房屋修造。31 其次是银匠玛基雅修造到尼
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著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32 银匠
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羊门中间修造。



姓名 任务

沙仑 修筑泉门和墙垣

尼希米（押卜的儿子） 修筑一段

利宏 修筑一段

区长哈沙比雅 修筑本区的一段

区长巴瓦伊 修筑一段

以谢 修筑一段

巴录 修筑一段

米利末 修筑一段

住平原的祭司 修筑一段

便雅悯与哈述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亚撒利雅 在靠近自己房屋处修造



姓名 任务

宾内 修筑一段

巴拉 修筑一段

毗大雅 修筑一段

尼提宁 修筑一段直到东面水门

提哥亚人 修筑一段

众祭司 修筑从马门往上各对自己房屋的一段

撒督 对著自己的房屋修造

示玛雅 修筑一段（东门处）

哈拿尼雅和哈嫩 修筑一段

米书兰 对著自己的房屋修造

玛基雅 修筑对著哈米弗甲门的一段

银匠与商人 在城的角楼和羊门中间修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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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管理米斯巴、各荷西的儿子沙仑修造泉门，立门，盖门顶，
安门扇和闩锁，又修造靠近王园西罗亚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
卫城下来的台阶。 26 (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
面和凸出来的城楼。) 27 其次是提哥亚人又修一段，对著那凸
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28 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
己的房屋修造。29 其次是音麦的儿子撒督对著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守东门、示迦尼的儿子示玛雅修造。31 其次是银匠玛基
雅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著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
楼。

32 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羊门中间修造。





2:20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的，要起来建
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纪念。」

三、为主见证 — 重建与世界的关系
• 山上之城 – 持守天国的生命原则，有信，有爱，有平安
• 世上的盐 – 活出子民的行事典范，有分，有权，有纪念

山上之城（City upon a hill）成了神的儿女向世界作见证的象征

“哈琳的儿子玛基雅”，过去曾因违反诫命娶外邦女子为妻上了以斯拉的
“黑名单”（拉10:31），现在改弦易辙，离开世界的道路，投身到神国的
工程中来，名字上了尼希米的“光荣榜”！

人只有活在神的约里，活在神的恩典之中，才能与世界摆对关系，以圣经的
原则影响这个世界，而不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牵着
鼻子走。



一、分别为圣 — 重建与上帝的关系
二、同心竭力 — 重建与肢体的关系

三、为主见证 — 重建与世界的关系

修墙立门为哪般？
祭坛圣火勇争先；
山顶明光天国律，
人前善工世上盐。



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反省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与肢体的关

系，与世界的关系。让我们起来建造吧，从建造这三重关系
入手。愿我们的名字，在神的册子上有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