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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住地的分配一、居住地的分配

聖城已修建完成，然人口稀少，聖城已修建完成，然人口稀少，  多數人仍住在城外的各村莊和城多數人仍住在城外的各村莊和城  邑。尼希米要求領袖從郊區般進邑。尼希米要求領袖從郊區般進  聖城內，並且自己花錢為他們預聖城內，並且自己花錢為他們預  備住處。將人口遷徙至聖城內，備住處。將人口遷徙至聖城內，  主要為確保聖城安全、繁榮地主要為確保聖城安全、繁榮地  方、使信仰中心穩固。方、使信仰中心穩固。



（一）住城內的居民（一）住城內的居民

尼尼  11:111:1--22「「百姓的首領住在耶百姓的首領住在耶  
路撒冷。其餘的百姓掣籤，每十路撒冷。其餘的百姓掣籤，每十  
人中使一人來住在聖城耶路撒人中使一人來住在聖城耶路撒  
冷，那九人住在冷，那九人住在別的別的城邑。凡甘城邑。凡甘  
心樂意住在耶路撒冷的，百姓都心樂意住在耶路撒冷的，百姓都  
為他們祝福。為他們祝福。」」



尼尼  11:311:3--4a4a「「 以色列人、祭司、以色列人、祭司、  
利未人、尼提寧，和所羅門僕人利未人、尼提寧，和所羅門僕人  
的後裔都住在猶大城邑，各在自的後裔都住在猶大城邑，各在自  
己的地業中。本省的首領住在耶己的地業中。本省的首領住在耶  
路撒冷的記在下面，其中有些猶路撒冷的記在下面，其中有些猶  
大人和便雅憫人大人和便雅憫人」」



1.1. 首領必須住在耶路撒冷城內。首領必須住在耶路撒冷城內。  2. 2. 自願甘心樂意選擇住在城內自願甘心樂意選擇住在城內  
的，百姓為他們祝福。的，百姓為他們祝福。  3. 3. 其餘的人以抽籤的方式，十個其餘的人以抽籤的方式，十個  
選一個搬入城內定居。使耶城選一個搬入城內定居。使耶城  
內至少有歸回人口十分之一以內至少有歸回人口十分之一以  
上。上。



4. 4. 部分宗教人士（祭司、利未部分宗教人士（祭司、利未

人、守門的）住在城內。人、守門的）住在城內。

5. 5. 尼提寧人（殿役）住在俄腓尼提寧人（殿役）住在俄腓

勒。（尼勒。（尼111:21））
6. 6. 所羅門僕人的後裔也住在城所羅門僕人的後裔也住在城

外。外。



（二）住城內猶大人和便雅憫人（二）住城內猶大人和便雅憫人  
1. 1. 猶大人法勒斯的子孫共計猶大人法勒斯的子孫共計468468 

名，都是勇士。（名，都是勇士。（11:611:6））  2. 2. 便雅憫人共便雅憫人共928928人，是猶大人人，是猶大人  
的兩倍。（的兩倍。（11:811:8））



（三）住城內的宗教人士（三）住城內的宗教人士  
1. 1. 祭司：雅斤、耶大雅。祭司：雅斤、耶大雅。  

西萊亞家族共西萊亞家族共822822人。人。  
亞大雅家族共亞大雅家族共242242人。人。  
亞瑪帥家族共亞瑪帥家族共128128人。人。  
祭司合計共祭司合計共1,1921,192人人



歷代志上九歷代志上九1010--1313 

歸回後住在耶路撒冷的祭司有歸回後住在耶路撒冷的祭司有  
三大家族：三大家族：  
耶大雅、耶何雅立、雅斤耶大雅、耶何雅立、雅斤



2. 2. 利未人的名單利未人的名單  
總共有總共有284284名，另有守門的名，另有守門的172172 
名。他們專職負責：名。他們專職負責：  
（（11）守門（代上）守門（代上9:229:22有有212212人）人）  
（（22）歌唱（代上）歌唱（代上9:339:33））  
（（33）管理倉庫（代上）管理倉庫（代上9:269:26））  
（（44）管理器皿（代上）管理器皿（代上9:289:28--3030））  
（（55）管理盤中烤物（代上）管理盤中烤物（代上9:319:31））



33--1. 1. 領袖的犧牲領袖的犧牲  
尼希米用邀請和摯簽的方式，尼希米用邀請和摯簽的方式，  
使部分歸回者居住在耶路撒冷使部分歸回者居住在耶路撒冷  
城內。許多領袖、祭司和利未城內。許多領袖、祭司和利未  
人都要犧牲，這也是屬靈的榜人都要犧牲，這也是屬靈的榜  
樣，放下權利，甘願犧牲，是樣，放下權利，甘願犧牲，是  
事奉者的生命見證事奉者的生命見證。。



33--22、聖殿唱歌者、聖殿唱歌者
 

（（11）有特殊的地位）有特殊的地位
 

亞薩的子孫、巴尼的兒子亞薩的子孫、巴尼的兒子烏西烏西；巴；巴
 

尼是哈沙比雅的兒子，哈沙比雅是尼是哈沙比雅的兒子，哈沙比雅是
 

瑪他尼的兒子，瑪他尼是米迦的兒瑪他尼的兒子，瑪他尼是米迦的兒
 

子子。（。（v22v22））  
王為歌唱者發命令，每日有當做的王為歌唱者發命令，每日有當做的

 
工作事物。（工作事物。（每日供給他們必有必每日供給他們必有必

 
有一定之糧有一定之糧）（）（v23v23））



（2）當日聚會、崇拜中的禱告  
有專人帶領「稱謝」  

尼 11:17 祈禱的時候，為稱謝領首的是
 米迦的兒子瑪他尼。米迦是撒底的兒

 子；撒底是亞薩的兒子；又有瑪他尼弟
 兄中的八布迦為副。還有沙母亞的兒子
 押大。沙母亞是加拉的兒子；加拉是耶
 杜頓的兒子。



（（33）詩班事奉的傳統）詩班事奉的傳統  
亞薩為大衛時代派定的三位詩班亞薩為大衛時代派定的三位詩班  
長之一長之一((希幔、耶杜頓希幔、耶杜頓))，亦是歸，亦是歸  
回群體中服事聖殿的重要一群。回群體中服事聖殿的重要一群。  
瑪他尼瑪他尼為此時家族的代表，負責為此時家族的代表，負責  
聖殿讚美、禱告、感恩的服事。聖殿讚美、禱告、感恩的服事。  
（（11:1711:17））



（（44）思想問題）思想問題  
A. A. 今日教會聖樂事奉的異象。今日教會聖樂事奉的異象。  B. B. 教會詩班型態、事奉的原則教會詩班型態、事奉的原則  C. C. 教會轉型敬拜讚美，解散詩教會轉型敬拜讚美，解散詩  

班的服事。班的服事。  D.  D.  崇拜中禱告的事奉與安排。崇拜中禱告的事奉與安排。



((四四) ) 城外猶大和便雅憫村莊：城外猶大和便雅憫村莊：  
他們回到自己的祖籍地，是約書他們回到自己的祖籍地，是約書  
亞時代上帝賜給他們祖先為業之亞時代上帝賜給他們祖先為業之  
地。歸回的猶大和便雅憫人繼承地。歸回的猶大和便雅憫人繼承  
先人產業，神信實的存留著餘先人產業，神信實的存留著餘  
民。民。



除了居住耶路撒冷城內的人以除了居住耶路撒冷城內的人以  
外，外，其餘的以色列人、祭司、利其餘的以色列人、祭司、利  
未人都住在猶大一切的城邑，各未人都住在猶大一切的城邑，各  
在自己的地業中在自己的地業中。（。（v20v20））  
利未人原本無產業，然居住在城利未人原本無產業，然居住在城  
外的利未人，則分有產業。這也外的利未人，則分有產業。這也  
應驗了神的應許，使以色列人重應驗了神的應許，使以色列人重  
獲產業獲產業



1. 1. 猶大人定居的村莊猶大人定居的村莊  
11）基列亞巴和屬該地之鄉村）基列亞巴和屬該地之鄉村  22）底本和屬底本的鄉村）底本和屬底本的鄉村  33）葉甲薛和屬葉甲薛的鄉村）葉甲薛和屬葉甲薛的鄉村  44）耶書亞、摩拉大、伯帕列、）耶書亞、摩拉大、伯帕列、  

哈薩書亞、別是巴和屬別是哈薩書亞、別是巴和屬別是  
巴的鄉村。巴的鄉村。



5) 5) 洗格拉、米哥拿和屬米哥拿洗格拉、米哥拿和屬米哥拿  
的鄉村的鄉村  6) 6) 音臨門、瑣拉、耶末、撒挪音臨門、瑣拉、耶末、撒挪  
亞、亞杜蘭和屬這兩處的村亞、亞杜蘭和屬這兩處的村  
莊。莊。  7) 7) 拉吉和屬拉吉的田地。拉吉和屬拉吉的田地。  8) 8) 亞西加和屬亞西加的鄉村。亞西加和屬亞西加的鄉村。



2. 2. 猶大居民住的範圍：猶大居民住的範圍：  
從從別是巴別是巴直到直到欣嫩谷欣嫩谷。。  
以色列十二支派的傳統疆域：從以色列十二支派的傳統疆域：從  
但但到到別是巴別是巴。。但但是以色列的最北是以色列的最北  
界，在黑門山底下，屬於界，在黑門山底下，屬於拿弗他拿弗他  
利利；；別是巴別是巴是最南疆域，屬於是最南疆域，屬於西西  
緬緬領土。領土。



22--1. 1. 欣嫩谷欣嫩谷((gege hinnomhinnom))：：  
是猶大的最北界，也是耶路撒冷是猶大的最北界，也是耶路撒冷  
城西南界城西南界200200--300300公尺處的山公尺處的山  
谷。新約聖經此字為谷。新約聖經此字為geennageenna是是  
「地獄」的意思。「地獄」的意思。



代下代下  28:128:1--3 3 
亞哈斯登基的時候年二十歲，在亞哈斯登基的時候年二十歲，在  
耶路撒冷作王十六年；不像他祖耶路撒冷作王十六年；不像他祖  
大衛行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大衛行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卻行以色列諸王的道，又鑄造巴卻行以色列諸王的道，又鑄造巴  
力的像，力的像，並且在欣嫩子谷燒香，並且在欣嫩子谷燒香，  
用火焚燒他的兒女，行耶和華在用火焚燒他的兒女，行耶和華在  
以色列人面前所驅逐的外邦人那以色列人面前所驅逐的外邦人那  
可憎的事可憎的事



耶耶  7:31 7:31 
他們在欣嫩子谷建築他們在欣嫩子谷建築陀斐特陀斐特的邱的邱  
壇，好在火中焚燒自己的兒女。壇，好在火中焚燒自己的兒女。  
這並不是我所吩咐的，也不是我這並不是我所吩咐的，也不是我  
心所起的意心所起的意。。  
陀斐特為「獻兒女之地」的意思陀斐特為「獻兒女之地」的意思  
有一火坑，將所獻的孩子推入有一火坑，將所獻的孩子推入



耶耶  32:35 32:35 
他們在欣嫩子谷建築巴力的邱他們在欣嫩子谷建築巴力的邱  
壇，好使自己的兒女經火歸摩壇，好使自己的兒女經火歸摩  
洛；他們行這可憎的事，使猶洛；他們行這可憎的事，使猶  
大陷在罪裏，這並不是我所吩大陷在罪裏，這並不是我所吩  
咐的，也不是我心所起的意咐的，也不是我心所起的意。。  
摩洛為亞捫人的神摩洛為亞捫人的神



欣嫩谷於惡王欣嫩谷於惡王亞哈斯亞哈斯及及瑪拿西瑪拿西  
在位期間，有活人在此被獻在位期間，有活人在此被獻  
祭，供奉給亞捫人的摩洛神。祭，供奉給亞捫人的摩洛神。  
故約西亞王將此異教敬拜之所故約西亞王將此異教敬拜之所  
定為污穢之地。後來此地成為定為污穢之地。後來此地成為  
耶路撒冷焚燒垃圾之所，火焰耶路撒冷焚燒垃圾之所，火焰  
不滅，因此變成末日刑罰所在不滅，因此變成末日刑罰所在  
地的象徵。地的象徵。



22--2. 2. 別是巴別是巴  
位於以色列「內蓋夫沙漠」中位於以色列「內蓋夫沙漠」中  
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城市，19481948年復國以後年復國以後  
從阿拉伯國家遷回的猶太人為從阿拉伯國家遷回的猶太人為  
主，目前是以色列南區行政中主，目前是以色列南區行政中  
心，為以色列第六大城，人口心，為以色列第六大城，人口  
約約2020多萬人。多萬人。



別是巴，原文意思為「七口井」別是巴，原文意思為「七口井」  
（創（創21:3021:30--3131）或「七隻羊誓）或「七隻羊誓  
約」或「盟誓的井」約」或「盟誓的井」  

別是巴是猶太人最南的邊境（書別是巴是猶太人最南的邊境（書  15:2815:28），主前），主前701701年為西拿基立年為西拿基立  
所毀，至波斯時仍無人居住。所毀，至波斯時仍無人居住。



別是巴是一個重要地點：別是巴是一個重要地點：  
1. 1. 亞伯拉罕用七隻母羊羔作為挖亞伯拉罕用七隻母羊羔作為挖  

井的證據，和亞比米勒在此起井的證據，和亞比米勒在此起  
誓立約；又栽種一棵垂絲柳誓立約；又栽種一棵垂絲柳  
樹，並在樹下求告耶和華永生樹，並在樹下求告耶和華永生  
上帝的名。（創上帝的名。（創21:2221:22--3434））



2. 2. 以撒在此挖井，築壇求告耶和以撒在此挖井，築壇求告耶和  
華，並與亞比米勒起誓立約。華，並與亞比米勒起誓立約。  
（創（創26:1926:19--3333））  

3. 3. 上帝也在此向雅各顯現，並向上帝也在此向雅各顯現，並向  
他應許。（創他應許。（創46:146:1--55））



別是巴是神向列祖顯現和列祖別是巴是神向列祖顯現和列祖  
敬拜上帝的地方。敬拜上帝的地方。  
然第八世紀先知阿摩斯責備以然第八世紀先知阿摩斯責備以  
色列百姓把敬拜上帝的地方，色列百姓把敬拜上帝的地方，  
變成祭祀偶像的地方。變成祭祀偶像的地方。((摩摩5:5, 5:5, 
8:14)8:14)



別是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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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便雅憫人定居的村莊（五）便雅憫人定居的村莊
 

1. 1. 迦巴、密抹、亞雅迦巴、密抹、亞雅((艾城艾城))、伯特利、伯特利
 

和屬伯特利的鄉村。（南距耶路和屬伯特利的鄉村。（南距耶路
 

撒冷約撒冷約1010--2020公里）公里）v31v31 

2.2. 亞拿突、挪伯、亞難雅(伯大尼)、
 (耶城東方及東北方2-10公里)v32



3. 3. 夏瑣夏瑣、、拉瑪拉瑪（耶城北方約（耶城北方約1010公公  
里處）、里處）、基他音基他音（（v33v33）、）、哈哈  
疊疊、、洗編洗編、、尼八拉尼八拉(v34)(v34)、、羅羅  
德德、、阿挪阿挪、匠人之谷。（耶城、匠人之谷。（耶城  
西北方西北方3030--4040公里）公里）(v35)(v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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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巴迦巴在約書亞時代為便雅憫的北在約書亞時代為便雅憫的北  
方邊陲小城，掃羅和大衛都在此方邊陲小城，掃羅和大衛都在此  
和非利士人爭戰過，歸回的便雅和非利士人爭戰過，歸回的便雅  
憫人大多在此居住。憫人大多在此居住。



二、祭司與利未人（十二章）

1. 被擄歸回的祭司家族（vv1-7）
2. 被擄歸回的利未家族（vv8-9）
3. 大祭司的後代（vv10-11）
4. 第二代祭司家族（vv12-21）
5. 第二代利未家族（vv22-26）



尼尼7:397:39--4242的祭司名單只有四大的祭司名單只有四大  
家族的耶大雅、音麥、巴施戶珥家族的耶大雅、音麥、巴施戶珥  
及哈琳共及哈琳共4,2894,289名。名。  

至尼至尼12:112:1--77祭司歸回名單增為祭司歸回名單增為2222 
個班次的領袖。在大衛王時代更個班次的領袖。在大衛王時代更  
是設立是設立2424個班次。個班次。((代上代上24:724:7--19)19)



三、耶路撒冷獻城禮三、耶路撒冷獻城禮
 

城牆落成典禮的經文可上接六城牆落成典禮的經文可上接六1515 
「「以祿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了，

 
共修了五十二天。」

 

眾民召聚各地的利未人到耶路撒眾民召聚各地的利未人到耶路撒
 

冷，以冷，以稱謝、歌唱、敲鈸、鼓瑟、
 

彈琴，歡歡喜喜地行告成之禮。



1. 1. 祭司與利未人的潔淨（祭司與利未人的潔淨（v30v30））  
潔淨為禮儀上及宗教上的需要，潔淨為禮儀上及宗教上的需要，  
並非指物件上的不潔。在信仰復並非指物件上的不潔。在信仰復  
興的時候，利未人潔淨聖殿的聖興的時候，利未人潔淨聖殿的聖  
物、聖殿本身。物、聖殿本身。  
潔淨是為教導人明白神的聖潔和潔淨是為教導人明白神的聖潔和  
道德上的潔淨。道德上的潔淨。



2. 2. 兩個詩班相互稱謝兩個詩班相互稱謝  
(1) (1) 第一隊詩班行進路線：第一隊詩班行進路線：  
由谷門出發，往南行走，再經由谷門出發，往南行走，再經  
大衛宮殿以上往東行至水門。大衛宮殿以上往東行至水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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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第一隊詩班：第一隊詩班：  
由文士以斯拉帶領詩班，其後跟由文士以斯拉帶領詩班，其後跟  
著何沙雅和猶大首領的一半，再著何沙雅和猶大首領的一半，再  
跟著是祭司和吹號的祭司，最後跟著是祭司和吹號的祭司，最後  
為奏大衛樂器的利未人。為奏大衛樂器的利未人。  
（（vv33vv33--3636））



(3) (3) 第二隊詩班行進路線第二隊詩班行進路線  
與第一隊相迎而行，出谷門後向與第一隊相迎而行，出谷門後向  
北走（爐樓），經過以法蓮門、北走（爐樓），經過以法蓮門、  
古門、魚門、哈南業樓、哈米亞古門、魚門、哈南業樓、哈米亞  
樓、羊門，直到護衛門站住。樓、羊門，直到護衛門站住。  
兩隊詩班在聖殿附近會合。兩隊詩班在聖殿附近會合。  vv38vv38--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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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第二隊詩班：第二隊詩班：  
由尼希米帶領詩班，其後跟著猶由尼希米帶領詩班，其後跟著猶  
大首領的另一半，再跟著是吹號大首領的另一半，再跟著是吹號  
的祭司以及奏樂的利未人。的祭司以及奏樂的利未人。  (vv40(vv40--42)42)



3. 3. 獻城牆的儀式中包括獻祭獻城牆的儀式中包括獻祭  
那日，眾人獻大祭而歡樂那日，眾人獻大祭而歡樂(v43)(v43) 

獻城牆是一場極歡樂的儀式，獻城牆是一場極歡樂的儀式，  
（（11）神使他們大大歡樂）神使他們大大歡樂  
（（22）婦女帶孩童也都歡樂）婦女帶孩童也都歡樂  
（（33）歡樂的聲音傳到遠處）歡樂的聲音傳到遠處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11）以色列人對聖城的奉獻禮）以色列人對聖城的奉獻禮  
極為重視，更是全人投入。今日極為重視，更是全人投入。今日  
教會或個人在參與教會慶典節日教會或個人在參與教會慶典節日  
敬拜時，是否也重視到全心全人敬拜時，是否也重視到全心全人  
投入？我們重視這些節日的意投入？我們重視這些節日的意  
義，或是行禮如儀？義，或是行禮如儀？



（（22）本段顯示以色列百姓因為）本段顯示以色列百姓因為  
倚靠神、事奉神、向神獻祭而有倚靠神、事奉神、向神獻祭而有  
大喜樂。你喜樂嗎？大喜樂。你喜樂嗎？  
我們常因領受福氣、收受禮物而我們常因領受福氣、收受禮物而  
喜樂，而百姓卻因修復城牆、獻喜樂，而百姓卻因修復城牆、獻  
祭、獻城牆而喜樂。對你有何啟祭、獻城牆而喜樂。對你有何啟  
示？示？



4. 4. 聖殿與庫房的管理聖殿與庫房的管理((vv44vv44--47)47) 

1) 1) 當日將舉祭、初熟之物和所取當日將舉祭、初熟之物和所取  
的十分之一，給祭司和利未的十分之一，給祭司和利未  
人。人。  

2) 2) 祭司和利未人按規定供職，令祭司和利未人按規定供職，令  
猶大人歡喜。猶大人歡喜。



3) 3) 祭司利未人遵守神的吩咐，守祭司利未人遵守神的吩咐，守  
潔淨的禮儀。歌唱、守門的利潔淨的禮儀。歌唱、守門的利  
未人也照大衛和所羅門的命令未人也照大衛和所羅門的命令  
行。行。  

4) 4) 歌唱的、守門的利未人將所得歌唱的、守門的利未人將所得  
的份，又給亞倫子孫（祭司）的份，又給亞倫子孫（祭司）  
當得的份。當得的份。



本課結束本課結束  
下週再見下週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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