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希米記 4 : 1 - 14  

Nehemiah 4 : 1 - 14  

危机与转机
Crisis and Turnaround



1. 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

笑犹大人，

2. 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
大人做甚么呢？要保护自己么？要献祭么？要一日
成功么？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么？」

3. 亚扪人多比雅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
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跐倒。」



4. 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
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到之地
作为掠物。

5.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
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

6.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连络，高至一半
，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7. 参巴拉、多比雅、亚拉伯人、亚扪人、亚实突人

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

，就甚发怒。

8.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

9.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

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10. 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

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

11. 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
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

12. 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

，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



13. 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

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

14. 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冑、官长，和其余的人

说：「不要怕他们！当记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

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争战。」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

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

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彼得前书 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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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族人参巴拉、多比亚、基善
来恐吓尼希米，编造谎言说：
「你想要背叛王，自己做王吗
？」

尼希米却不惧怕并刚强勇敢
的对他们说：「天上的神必

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的
，要起来建造。」

(尼 2:20)



(一) 提高危机意识

「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

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

弱的犹大人做甚么呢？要保护自己么？要献祭么？

要一日成功么？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

么？」

(尼希米記 4 : 1-2)



(一) 提高危机意识

撒旦魔鬼的攻击，其中一项非常厉害的武器就是不

断地控告神的儿女，使其心里产生畏惧退缩，最终

放弃神的托付、使命。经文中说：「参巴拉就发怒

，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犹太人重建城墙，让

参巴拉感受到极大的政治威胁，参巴拉是撒玛利亚

的省长，于是向他们发烈怒，并恼恨、嗤笑他们。

尼希米记载了参巴拉先后共五次的讥讽、耻笑他们

，其目的是为了动摇犹太人的信心。



(一) 提高危机意识

「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甚么呢？要献祭么？要一日

成功么？」参巴拉揶揄犹太人是一群软弱无用的族

群，什么事都做不成的。批评中伤就像一把利剑，

深深刺伤有心要服事神的人，企图使他们心灰意冷

，失去继续前进的信心与勇气。



(一) 提高危机意识

在我们的事奉道路上或生活的处境之中，我们一定

有遇到过这些不怀好意的敌对者，对我们所做的事

奉冷嘲热讽、批评论断，他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成

功，甚至根本不在乎神国度是否被建造与拓展；他

们只在乎自己的权益是否受损或自己的地位是否受

到影响。



(一) 提高危机意识

参巴拉还故意将问题的难处夸大。他讥笑犹太人「

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么？」「再立墙

」的希伯来原文是「复活」的意思；好像要使烧透

的石头再活过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参巴拉的

话是要勾起犹太人的历史伤痕，在历代志下第36章

记载巴比伦人曾经攻打耶路撒冷，焚毁圣殿，拆毁

城墙。



(一) 提高危机意识

敌人就是利用这事实的一部份，把问题不断地放大；

这是撒但惯用的技俩，使人把小小的困难看成有如天

塌下来的大问题；使人四周看到的竟是困难，却看不

见困难背后仍有全能的神在掌管着。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当我们下定决心

要好好的来爱神、事奉神与爱人、服事人，但撒旦魔

鬼不断地提醒我们的过去，是何等的不堪回首或一败

涂地，让我们失去信心与斗志。



(一) 提高危机意识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 4:13)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 5:17)



(一) 提高危机意识

事实上，消极灰暗的想法绝对不是从神来的，神是

赐人盼望、平安与喜乐的神。很多时候「人的尽头

，是神工作的开始」，越是困难的环境，越是我们

经历神更大恩典的时刻。当我们面对任何人生风暴

时，神是掌管环境与平静风暴的神，让我们来到神

的面前向祂求告，祂施恩的手必然会帮助我们。



(一) 提高危机意识

「亚扪人多比雅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

，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跐倒。」

(尼 4 : 3)

他们的目的是要使犹太人的信心受打击，以致产生

错觉，以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毫无价值，也必定会失

败。



(一) 提高危机意识

当我们遇到一些批评和反对时，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能分辨那些是大部份的人所认同的，那些只是一小

部份人故意制造的假象。当然，批评不全都是负面

的，也有善意的批评，让人知道自己的缺失需要改

进。



(一) 提高危机意识

我们要如何分辨批评的对与错呢？首先要看批评者

所站的立场是否正确，并且所批评的内容是否合乎

事实；然后要了解批评者是否习惯到处去批评论断

人？还有要看批评者的动机如何？他是私下给予当

事人建言或是公开的抨击？他的态度是和善还是恶

劣？



(一) 提高危机意识

善意的批评有助于我们成长，需要虚心的接受；而

无的放矢的恶意批评，有时我们必须当面予以纠正

，有时我们只需一笑置之即可，不必受到他们的影

响而放弃我们应完成的工作与事奉。



(二) 时刻警醒祷告

「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

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到之地

作为掠物。」 (尼 4 : 4)

尼希米是一位时刻向神祷告、仰望的人，他把自己

所面对的问题与困难带到神的面前，他也把自己受

到的委屈与被人藐视都交托在神的手中。



(二) 时刻警醒祷告

当我们心中受到了委屈、情绪不好与面对压力的时

候，我们是先寻求人的帮助还是寻求神的帮助？其

实，人的帮助是很有限的，或是用世界的方式处理

问题，反而带来更大的难处。然而，当我们把这些

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与倾诉，你会得到意

想不到从神来的安慰与帮助，并且神会赐给我们智

慧与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处理所面临的各样压力

与挑战。



(二) 时刻警醒祷告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

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

」 (尼 4 : 5)

尼希米清楚知道敌人攻击的对象不是他们，而是攻

击神；因为这项圣工是出于神自己。



(二) 时刻警醒祷告

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在建造教会与事奉时，这不是

我们自己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敌对者也不是敌

对我们，而是在敌对神。而敌对者的罪孽在神面前

不被涂抹，其结果将是悲惨的。因此，我们也需非

常留意，教会的圣工是出于神自己，即使不合我们

的心意，也不可随意敌挡圣工，恐怕是得罪神、敌

对神了。



(二) 时刻警醒祷告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连络，高至一半

，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尼 4 : 6)

虽然修造城墙的工作受到不少从敌人来的阻拦与攻

击，然而尼希米在祷告中蒙神保守，并没有失去勇

气与从神来的感动；并且因着百姓专心为主作工，

而使建造的工程看到明显的果效，在不长的时间里

城墙已联络起来，且「高至一半」。



(二) 时刻警醒祷告

「 参巴拉、多比雅、亚拉伯人、亚扪人、亚实突

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

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

内扰乱。」 (尼 4 : 7-8)

仇敌的攻击从未松手，反而还扩大联合阵线，以参巴拉

为首的敌对势力，又增加了亚扪人与亚实突人。他们已

有计划要同谋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



(二) 时刻警醒祷告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

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

的恶魔争战。」 (以弗所书 6 : 12)

我们今天是打一场属灵的争战，对象就是撒旦魔鬼，而

撒旦透过敌对的势力要来破坏神的圣工。所以，我们真

正的敌人是敌对者背后属于撒旦的黑暗权势；而属灵争

战得胜的关键还是在于祷告。



(二) 时刻警醒祷告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

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尼 4 : 9)

祷告是我们致胜的关键，然而，我们当尽的本分也

是不可少的，并且我们还需要「昼夜防备」。



(二) 时刻警醒祷告

「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

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彼前 5 : 8)

每一位神的儿女都需要警醒，让我们互相守望、彼此提

醒与劝勉，不可进入魔鬼的网罗与陷阱里。我们需要过

一个基督徒团契的生活，透过家庭小组、各种团契，甚

至有要好的属灵同伴，常常可以彼此代祷与分享心灵里

的情况，如此可提供较多的保护。



(三) 同心合力御敌

「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

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

(尼希米記 4 : 10)

我们知道只要努力工作的人，一定会有疲倦的时候

，人的身体一疲倦，连带着心里也会脆弱；如果人

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很累了，还有一大堆的工作没

有完成，自然会产生沮丧的感觉。



这时候犹大人最需要做出
适度的调适与休息，尼希
米使百姓一半作工，另一
半拿着兵器防卫，当工作
累了再退到后边做防卫的
，这也是一种调适与休息。



我们需要非常留意的一件
事，不要让自己的工作或
事奉疲累到一个程度，使
整个灵里下沉，而失去了
起初的喜乐、目标与异象
。即便在身体疲累与心灵
低落的时候，也不可轻易
的放弃神所托付我们的圣
工。



(三) 同心合力御敌

「我們的敵人且說：趁他們不知不見，我們進入他

們中間，殺他們，使工作止住。」

(尼希米記 4 : 11)

犹大人还不单是身体上的疲累，他们还面对敌对者

要采取非常的手段，进入他们中间去杀害他们。



(三) 同心合力御敌

「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

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

(尼希米記 4 : 12)

这时候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情况非常的危急，他

们一连十次请求尼希米去救援他们。



(三) 同心合力御敌

「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

墙后边低洼的空处。」

(尼希米記 4 : 13)

尼希米是一位时时刻刻祷告、仰望神的人，但他知道

祷告后还须尽自己最大的力量预备争战；因此他要百

姓各按宗族手上拿着兵器，就着低洼之处站在有利的

战斗位置，随时给予来犯的敌人迎头痛击。



佈道家穆迪：「来吧！
我们一手拿水桶救火，
一边心中祷告仰望神吧
。」

祷告固然是一切事奉的
开端，但是神也要我们
尽到我们应尽的本份，
做好份内当作之事。



(三) 同心合力御敌

「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冑、官长，和其余的人说

：不要怕他们！当记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

弟兄、儿女、妻子、家产争战。」

(尼希米記 4 : 14)

撒旦魔鬼攻击神的儿女最厉害的武器之一，就是使人

「惧怕」。「惧怕」往往拦阻了神要在祂儿女生命中

成就的大事，「惧怕」是将我们的信心放在错误的对

象上。



(三) 同心合力御敌

要「记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记念」这个字不仅

仅是「回忆、怀念」的意思，更是「一种提醒、不

可忘记的命令」。尼希米提醒犹大人不可忘记耶和

华神施恩的手如何帮助他们，如何照着祂自己的应

许，带领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并要重建他们的家

园与属灵的生命。



(三) 同心合力御敌

你是否因着某些特殊的环境临到而感到惧怕？你是

否正面临着艰难的挑战而感到焦虑不安？「当记念

主是大而可畏的」。不要被问题与环境打败，因为

我们的神比这一切都大，把我们眼目转移到神的身

上，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祂丰盛的应许之上。

想想看在过去的岁月中，神是如何引领你度过各样的

困境与艰难，神施恩的手是如何带领你经过水火而进

入到丰盛的应许之地。



結語

当我们遭遇从撒旦魔鬼而来的攻击危机时，我们应

当如何防备并「化危机为转机」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向祂祷告

与仰望，并从神那里支取够用的恩典与力量。神会

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知道如何分辨与敌挡仇敌来

的攻击与搅扰，并刚强勇敢地继续完成神的托付与

使命。



问题讨论：

1. 请问我们是否遭遇过他人恶意中伤、毁谤，或言语上的

伤害、攻击？请问我们是如何来面对？甚至使此次危机成

为一种转机？请分享。

2. 请分享你曾否在生活、工作或事奉中遇到令你惶恐不安

或害怕的事？后来是如何解决了？

3. 请问当遇到极大困难时，我们将问题祷告交托给神，是

否自己也应做些什么事？请问要如何取得之间的平衡？



結語

其次，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一直在打一场属灵的战役，

我们必须时刻「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属灵的争战

是没有假期的，如果我们在灵里稍有松懈，很容易就

被吼叫的狮子吞吃了。我们还需靠着团队的力量一同

来打仗，我们如果单打独斗绝对不是撒旦魔鬼的对手

；我们必须在一个属灵的群体中彼此扶持、彼此代祷

、彼此同心才能打赢这场属灵的战役。求神帮助我们

并赐力量给我们，直到争战胜利见主的荣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