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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尼希米擔任省長時間一、尼希米擔任省長時間  
1. 1. 亞達薛西王二十年尼散月亞達薛西王二十年尼散月  

((主前主前445445年年33--44月間月間))啟程返啟程返  
回耶路撒冷擔任省長。回耶路撒冷擔任省長。  

2. 2. 以祿月二十五日（同年以祿月二十五日（同年1010月月  
22日）城牆修復。日）城牆修復。



3. 3. 亞達薛西王三十二年返回波亞達薛西王三十二年返回波
斯述職。當年再返耶城復斯述職。當年再返耶城復
職。職。

4. 4. 尼希米約在主前尼希米約在主前407407年之前年之前
結束省長職務，由巴革希結束省長職務，由巴革希  

（比革瓦伊）接任。（比革瓦伊）接任。



二、尼希米已完成的工作二、尼希米已完成的工作
1. 1. 返回耶路撒冷。返回耶路撒冷。
2. 2. 在攔阻、破壞中修復耶路撒在攔阻、破壞中修復耶路撒  

冷城牆。冷城牆。
3. 3. 解決社會經濟問題。解決社會經濟問題。
4. 4. 與以斯拉一同帶領百姓宣讀與以斯拉一同帶領百姓宣讀  

律法書、守住棚節、重新與律法書、守住棚節、重新與  
神立約。神立約。



5. 5. 安排耶路撒冷的居民。安排耶路撒冷的居民。
6. 6. 安排猶大和便雅憫支派居民安排猶大和便雅憫支派居民

的居住。的居住。
7. 7. 聖城的奉獻禮。聖城的奉獻禮。
8. 8. 聖殿獻祭與祭司利未人供職聖殿獻祭與祭司利未人供職

的條例。的條例。



三、尼希米述職期間耶城發生三、尼希米述職期間耶城發生

的污穢事件（十三章）的污穢事件（十三章）

1. 1. 聖殿被污穢（聖殿被污穢（vv4vv4--99））

管庫房的祭司以利亞實與建城管庫房的祭司以利亞實與建城  
的仇敵多比雅結親，並讓出聖的仇敵多比雅結親，並讓出聖  
殿一間收存供給物品的屋子給殿一間收存供給物品的屋子給  
他住。外邦人住進聖殿房間。他住。外邦人住進聖殿房間。



2. 2. 聖殿事奉者無人供養聖殿事奉者無人供養  
（（vv10vv10--1414））  

供職的利未人當得的份無人供供職的利未人當得的份無人供  
給，使得他們必須返回自己的給，使得他們必須返回自己的  
田地，以謀生計。田地，以謀生計。



3. 3. 不守安息日（不守安息日（vv15vv15--2222））  
安息日有人醡酒，有人搬運禾安息日有人醡酒，有人搬運禾  
捆，有人把食物、魚、貨物運來捆，有人把食物、魚、貨物運來  
做買賣。做買賣。



4. 4. 百姓與外邦雜婚（百姓與外邦雜婚（vv23vv23--2727））

猶大人娶了亞實突、亞捫、摩猶大人娶了亞實突、亞捫、摩  
押的女子為妻。他們的兒女說押的女子為妻。他們的兒女說  
話一半是亞實突話和他族的方話一半是亞實突話和他族的方  
言，不會說猶大母語。言，不會說猶大母語。



5. 5. 大祭司家族與外邦通婚大祭司家族與外邦通婚  
（（vv28vv28--2929））  

大祭司以利亞實的孫子娶了仇大祭司以利亞實的孫子娶了仇  
敵和倫人參巴拉的女兒，玷污敵和倫人參巴拉的女兒，玷污  
了祭司的職任，違背祭司利未了祭司的職任，違背祭司利未  
人與神所立的約。人與神所立的約。



6. 6. 聖殿獻祭事奉的怠惰聖殿獻祭事奉的怠惰  
（（vv30vv30--3131））  

利未人未受供給，返家耕種，利未人未受供給，返家耕種，  
致聖殿、獻祭、獻柴等聖工均致聖殿、獻祭、獻柴等聖工均  
停擺。停擺。



四、污穢的影響和嚴重性四、污穢的影響和嚴重性  
1. 1. 尼希米述職期間百姓污穢的罪尼希米述職期間百姓污穢的罪  

行，顯出當時的領袖未能盡行，顯出當時的領袖未能盡  
職。職。  

2. 2. 百姓未能持續行聖潔的生活與百姓未能持續行聖潔的生活與  
宗教禮儀，顯示屬靈復興未能宗教禮儀，顯示屬靈復興未能  
展現具體成效。展現具體成效。



3. 3. 聖殿事奉的祭司利未人未跟仇聖殿事奉的祭司利未人未跟仇  
敵分別，甚至結親，並提供聖敵分別，甚至結親，並提供聖  
殿屋子為外邦人使用，有損聖殿屋子為外邦人使用，有損聖  
地聖潔和對神不敬畏。地聖潔和對神不敬畏。  

4. 4. 百姓不顧利未人的需要，怠忽百姓不顧利未人的需要，怠忽  
十一奉獻；也違反摩西律法不十一奉獻；也違反摩西律法不  
守安息日。守安息日。



5. 5. 與外族通婚的結果，造成子女與外族通婚的結果，造成子女  
失去說猶大語言的能力。語言失去說猶大語言的能力。語言  
為凝聚民族情感意識最重要的為凝聚民族情感意識最重要的  
工具，因異文化信仰的參雜，工具，因異文化信仰的參雜，  
也動搖信仰的根基。也動搖信仰的根基。  

6. 6. 宗教領袖率先背離與神所立的宗教領袖率先背離與神所立的  
約，影響以色列民遠離上帝。約，影響以色列民遠離上帝。



結語結語  
1. 1. 宗教領袖與百姓仍在污穢中宗教領袖與百姓仍在污穢中  2. 2. 清潔正確的聖殿敬拜未落實。清潔正確的聖殿敬拜未落實。  3. 3. 聖殿事奉的人員，也未按安排聖殿事奉的人員，也未按安排  

服事。服事。  4. 4. 百姓當獻的柴，當納的糧也未百姓當獻的柴，當納的糧也未  
按規定奉獻。按規定奉獻。



宗教與信仰的聖潔是以斯拉和宗教與信仰的聖潔是以斯拉和  
尼希米看重的屬靈建造，「分尼希米看重的屬靈建造，「分  
別為聖」是神的百姓當追求的別為聖」是神的百姓當追求的  
屬靈課題。屬靈課題。



歸回後最重要的議題就是歸回後最重要的議題就是  
「民族的潔淨」和「信仰生「民族的潔淨」和「信仰生  
活」的恢復，故非常時期的活」的恢復，故非常時期的  
激烈手段，實為確保民族在激烈手段，實為確保民族在  
宗教禮儀上能純淨。宗教禮儀上能純淨。



五、尼希米的二次改革五、尼希米的二次改革  
改革的目的雖在恢復當有的秩改革的目的雖在恢復當有的秩  
序、信仰與生活，然主要的意義序、信仰與生活，然主要的意義  
是在各項錯誤上恢復「潔淨的工是在各項錯誤上恢復「潔淨的工  
作」。針對社會錯誤的現象，尼作」。針對社會錯誤的現象，尼  
希米採取強硬的手段：希米採取強硬的手段：



1.1. 隔絕外邦人入會（隔絕外邦人入會（vv1vv1--33））

隔絕亞捫人和摩押人永不可入隔絕亞捫人和摩押人永不可入  
會。他們曾雇巴蘭咒詛以色列會。他們曾雇巴蘭咒詛以色列  
人，但神使咒詛變為祝福。以色人，但神使咒詛變為祝福。以色  
列就與一切閒雜人絕交。列就與一切閒雜人絕交。



2.2.  聖殿的潔淨聖殿的潔淨（（vv4vv4--99））
 

百姓曾願意順服律法的要求，與閒百姓曾願意順服律法的要求，與閒
 

雜人絕交，但連祭司都違背了。雜人絕交，但連祭司都違背了。
 

尼希米惱怒多比雅住在聖殿裡的屋尼希米惱怒多比雅住在聖殿裡的屋
 

子，他將多比雅及家具從屋裡拋出子，他將多比雅及家具從屋裡拋出
 

去，吩咐人「去，吩咐人「潔淨潔淨」屋子，並將神」屋子，並將神
 

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進去。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進去。



3.3.  恢復利未應得份恢復利未應得份(vv10(vv10--14)14)
 

尼希米斥責官長，怠忽事奉利尼希米斥責官長，怠忽事奉利  
未人的供給，責備他們的行徑未人的供給，責備他們的行徑  
為「離棄神的殿」。為「離棄神的殿」。  
所以他重新召聚利未人，使他所以他重新召聚利未人，使他  
們照舊供職，也使猶大人奉獻們照舊供職，也使猶大人奉獻  
十分之一給利未人。十分之一給利未人。  
選四人負責供給分配的工作。選四人負責供給分配的工作。



負責的三位庫官，管理庫房：負責的三位庫官，管理庫房：
 

一位祭司一位祭司示利米雅示利米雅（雅巍賜平安）（雅巍賜平安）
 

一位文士一位文士撒督撒督（正直）（正直）
 

一位利未人一位利未人毘大雅毘大雅（雅巍拯救）（雅巍拯救）
 

（被認定為誠實可信的）（被認定為誠實可信的）
 

另外一位為副官另外一位為副官哈難哈難（恩典）（恩典）
 

祖父瑪他尼是聖殿中的歌唱者，祖父瑪他尼是聖殿中的歌唱者，
 

又是大衛詩班亞薩的後裔。又是大衛詩班亞薩的後裔。



4. 4. 嚴守安息日（嚴守安息日（13:1513:15--2222））  
(1) (1) 尼希米警戒在安息日做買賣的猶尼希米警戒在安息日做買賣的猶

 
大人。大人。

 (2) (2) 斥責向外邦人購買魚及貨物的貴斥責向外邦人購買魚及貨物的貴
 

冑，責備他們「行惡事」，神的冑，責備他們「行惡事」，神的
 

忿怒將臨到他們。忿怒將臨到他們。
 (3) (3) 在安息日開始前（日落之前）關在安息日開始前（日落之前）關

 
閉城門直到安息日結束。閉城門直到安息日結束。



(4) (4) 警戒於城門外住宿等待買賣警戒於城門外住宿等待買賣  
的人，要下手拿辦。的人，要下手拿辦。  

(5) (5) 吩咐利未人潔淨自己，看守吩咐利未人潔淨自己，看守  
城門，使安息日為聖。城門，使安息日為聖。



5.5. 潔淨百姓潔淨百姓（（vv23vv23--2929））
 

(1)(1) 嚴懲與異族通婚者，斥責、嚴懲與異族通婚者，斥責、  
咒詛、打、拔頭髮、叫他們咒詛、打、拔頭髮、叫他們  
指著神起誓不再與異族通婚指著神起誓不再與異族通婚  (2)(2) 提醒百姓所羅門王被外邦女提醒百姓所羅門王被外邦女  
子引誘犯罪的慘痛歷史教訓子引誘犯罪的慘痛歷史教訓



6. 6. 潔淨祭司職任潔淨祭司職任（（13:2813:28--2929））
 

大祭司以利亞實的孫子娶了參巴大祭司以利亞實的孫子娶了參巴  
拉的女兒，他們玷污了祭司的職拉的女兒，他們玷污了祭司的職  
分，違背所立的約。分，違背所立的約。  
(1)(1) 尼希米把他趕出去。尼希米把他趕出去。  (2)(2) 並求主記念他們的罪。並求主記念他們的罪。



祭司利未人要聖潔，因為上帝是祭司利未人要聖潔，因為上帝是  
聖潔的。他們負責獻祭、聖殿事聖潔的。他們負責獻祭、聖殿事  
奉和教導律法的工作，身教和言奉和教導律法的工作，身教和言  
教同等重要。教同等重要。  
祭司「只可娶本民中的處女」是祭司「只可娶本民中的處女」是  
利未記中的規定，這些祭司卻與利未記中的規定，這些祭司卻與  
外族人通婚，玷污祭司職分，違外族人通婚，玷污祭司職分，違  
背與神所立的約。背與神所立的約。



6. 6. 二次改革的總結二次改革的總結（（13:3013:30--31a31a））
 

(1) (1) 潔淨「他們」。潔淨「他們」。  (2) (2) 使他們離絕一切外邦人。使他們離絕一切外邦人。  (3) (3) 派定祭司和利未人班次，使派定祭司和利未人班次，使  
他們各盡其職。他們各盡其職。  (4) (4) 派百姓定期獻柴和初熟的土派百姓定期獻柴和初熟的土  
產。產。



六、尼希米的祈禱六、尼希米的祈禱  
1. 1. 尼  13:14 「我的神啊，求你因  
這事記念我，不要塗抹我為神的  
殿與其中的禮節所行的善。」  
2. 尼  13:22b 「我的神啊，求你  
因這事記念我，照你的大慈愛憐  
恤我。」



3. 3. 尼13:29 「我的神啊，求你記  
念他們的罪；因為他們玷污了祭  
司的職任，違背你與祭司利未人  
所立的約。」  

4.尼  13:31b 「我的神啊，求你  
記念我，施恩與我。」



尼希米的禱告「神啊！求記念尼希米的禱告「神啊！求記念  
我」是書卷中反覆出現的詞句。我」是書卷中反覆出現的詞句。  
尼  5:19 「我的神啊，求你記念  
我為這百姓所行的一切事，施恩  
與我。」  
這並非以行為換恩典，而是抓住  
在神面前事奉的心態，為要取悅  
並服事至高的主宰。



七、七、1313與與1010章的比較章的比較

議題議題 尼十三章尼十三章 尼十章尼十章

聖殿的忽略聖殿的忽略 1111 3939

利未人當得的份利未人當得的份 10, 1110, 11--1414 3737--3838

守安息日守安息日 1515--2222 3131

異族通婚的問題異族通婚的問題 2323--3030 3030

獻柴獻柴 3131 3434

獻初熟之果獻初熟之果 3131 3535--3636



第十章是宣告樂意遵行律法的真第十章是宣告樂意遵行律法的真
 

義，第十三章則是尼希米實際看到義，第十三章則是尼希米實際看到
 

現況後所進行的二次改革。現況後所進行的二次改革。
 

百姓雖曾立約宣示，但仍違背律百姓雖曾立約宣示，但仍違背律
 

法，可見真理教導的工作是需要經法，可見真理教導的工作是需要經
 

常提醒的。常提醒的。
 

人仍處在立志為善由得我，只是行人仍處在立志為善由得我，只是行
 

出來由不得我，主耶穌來徹底解決出來由不得我，主耶穌來徹底解決
 

人的罪與無能的問題。人的罪與無能的問題。



八、以斯拉與尼希米的性格差異八、以斯拉與尼希米的性格差異  
（針對與外族通婚的處理）（針對與外族通婚的處理）  

（一）（一）以斯拉以斯拉：：  
1.1.  撕裂衣服、拔自己頭髮和鬍撕裂衣服、拔自己頭髮和鬍  

鬚、驚懼憂悶的坐下，向神認鬚、驚懼憂悶的坐下，向神認  
罪禱告，述說神的慈愛、信罪禱告，述說神的慈愛、信  
實、救贖，以及百姓的悖逆。實、救贖，以及百姓的悖逆。



2. 2. 指出上帝僕人眾先知的教導，指出上帝僕人眾先知的教導，  
不與得為業之地的外族通婚必不與得為業之地的外族通婚必  
蒙祝福。蒙祝福。（拉九（拉九1010--1212））

 

3. 3. 感性的呼召、勸導犯罪的百姓感性的呼召、勸導犯罪的百姓  
面對面對（拉九（拉九1313--1616））



（二）藉著禱告聖靈感動百姓（二）藉著禱告聖靈感動百姓  
1.1.  百姓認罪禱告百姓認罪禱告  
2.2.  百姓與神立約要離絕外邦妻子百姓與神立約要離絕外邦妻子  

和所生的孩子。和所生的孩子。  
3.3.  百姓支持以斯拉的作為，以斯百姓支持以斯拉的作為，以斯  

拉請祭司長、利未人和眾民起拉請祭司長、利未人和眾民起  
誓。誓。



4.4.  三日內猶大和便雅憫聚集在以三日內猶大和便雅憫聚集在以  
斯拉面前，以斯拉要他們認罪斯拉面前，以斯拉要他們認罪  
並離絕外邦妻子。並離絕外邦妻子。  

5.5.  三個月的時間清查所有犯罪與三個月的時間清查所有犯罪與  
外邦結親的名單外邦結親的名單  

6.6.  清查結果，祭司清查結果，祭司1818人，利未人人，利未人  
66人，歌唱人，歌唱11人，守門人，守門33人，以人，以  
色列民色列民8787人。總計人。總計114114人人。。



（三）尼希米（三）尼希米  
第十章祭司、利未人、百姓都立第十章祭司、利未人、百姓都立  
約簽名。發咒起誓，遵行神的律約簽名。發咒起誓，遵行神的律  
法、誡命、典章、律例。包括不法、誡命、典章、律例。包括不  
雜婚、守安息日不做買賣各樣十雜婚、守安息日不做買賣各樣十  
分之一的奉獻，在聖殿預備屋子分之一的奉獻，在聖殿預備屋子  
存放奉獻物品。存放奉獻物品。



（四）激烈的作為（四）激烈的作為  
1. 1. 惱怒惱怒，趕出多比雅侵佔聖殿房，趕出多比雅侵佔聖殿房  

子，並丟出家具。子，並丟出家具。  2. 2. 斥責斥責，使利未人繼續供職，要，使利未人繼續供職，要  
求百姓把十一奉獻送入庫房。求百姓把十一奉獻送入庫房。  3. 3. 警戒、斥責警戒、斥責安息日做工、做買安息日做工、做買  
賣的，並關上城門不得進出。賣的，並關上城門不得進出。  
並分派利未人看守城門。並分派利未人看守城門。



4. 4. 對和外族通婚的人，對和外族通婚的人，斥責、咒斥責、咒  
詛、打、拔頭髮、逼他們向神起詛、打、拔頭髮、逼他們向神起  
誓誓不再與外邦通婚，包括他們的不再與外邦通婚，包括他們的  
兒女。兒女。  
5. 5. 趕出趕出犯罪的大祭司的孫子，他犯罪的大祭司的孫子，他  
與參巴拉的女兒結婚。並與參巴拉的女兒結婚。並求神記求神記  
念他們的罪念他們的罪。。



（五）個性分析（五）個性分析  

1. 1. 以斯拉為宗教領袖，個性溫和以斯拉為宗教領袖，個性溫和  
凡事以禱告、認罪為始。聖靈凡事以禱告、認罪為始。聖靈  
感動其餘領袖和百姓，自動自感動其餘領袖和百姓，自動自  
發認罪悔改立約。發認罪悔改立約。



2. 2. 尼希米為政治領袖，個性較火尼希米為政治領袖，個性較火  
爆激烈，相信也在聖靈感動爆激烈，相信也在聖靈感動  
下，以較激烈的方式處理百姓下，以較激烈的方式處理百姓  
犯罪的問題。犯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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