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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在關心武漢的疫情

為著所有居民及前線人員禱告

希望疫情停止患者都能得醫治

周四看了使者和武漢牧者視頻

有件比物資還需要的就是禱告

一面求神平息瘟疫一面賜信心

讓信徒苦難中經歷神生命翻轉

也讓教會在災難中能服事社會



雖然一片風聲鶴唳都怕被感染

他們夫婦及十多位天天都外出

帶著口罩消毐品及食物上街頭

幫助無助鄰舍病人及工作人員

順便也給福音單張讓人認識主

他的禱告是求平安但帶著順服

學習按神旨意為武漢疫情禱告



我們若有家人的社區也被感染

我們的感受和禱告會焦急迫切

即使最近兩個月去過武漢湖北

我們對疫區居民的感受就不同

我中止行程一月底由台北回來

滿街和機場都是人人戴著口罩

回到美國如同到了另一個世界



Praise be to the Lord, for he showed me the wonders of his 

love when I was in a city under siege. In my alarm I said, “I 

am cut off from your sight!” Yet you heard my cry for mercy

when I called to you for help

.



尼希米身在書珊遠離耶路撒冷

他聽到百姓受辱城門被火焚燒

他是身居高位才能卓越的領袖

卻坐下哭泣悲哀幾天迫切禱告

深深表明他是如何的關心神國

感同身受因著耶路撒冷而痛苦

引進他按著神旨意的國度禱告



一、合神心意的禱告

1、關心神的榮耀和百姓

2、為國為民迫切的禱告

3、領受感動定意去建造



一、合神心意的禱告

所有的建造和事奉都是由禱告開始

在禱告中明白知道神的旨意和指示

忠心有見識的管家知道家主的意思

摩西在神家忠心按著山上樣式建造

大衛合神心意蒙神啓示建殿的藍圖

尼希米也在禱告中蒙神告訴如何行

我們五年計劃也當在禱告中來推展



1、關心神的榮耀和百姓

我問他們那些被擄歸回、剩下逃脫的猶大人和耶路撒
冷的光景。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在
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
城門被火焚燒。」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
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禱，

1）、他人在宮中心在神家

2）、為歸回光景哭泣悲哀

3）、他禱告神來施恩幫助



2、為國為民迫切的禱告

他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禱

1）、宣告神的偉大和全能

2）、承認以色列全家的罪

3）、他持定神的拯救應許

4）、他重申都是神的百姓

5）、他獻上自己聽侯差遣



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禱，說：

「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

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

願你睜眼看、側耳聽，

你僕人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祈

禱，承認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們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惡，

沒有遵守你藉著僕人摩西

所吩咐的誡命、律例、典章。



求你記念所吩咐你僕人摩西的話說：

『你們若犯罪，我就把你們分散在萬民中。

但你們若歸向我，謹守遵行我的誡命，

你們被趕散的人雖在天涯，

我也必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回來，

帶到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居所。』

這都是你的僕人、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的。

主啊，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祈禱

和喜愛敬畏你名眾僕人的祈禱，

使你僕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



3、領受感動定意去建造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

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你們要上山取木料，

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

這是耶和華說的。

(該 1:2,4,7-8 )

使你僕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



我們常常聽見看見神家的需要

我們的反應常常是關心和擔心

尤其是又大又難力不從心的事

覺得心有餘力不足而退縮灰心

然而神的心不喜悅我們的退縮

神藉著先知哈該說我的殿荒涼

你們各人卻住在天花板的房屋

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



神要我們走出去上山砍伐木料

用來建造神的殿使神的心喜悅

所以認識神的見證人都不退縮

他們如寒冬松柏以禱告呼求神

直到神伸出大能膀臂扭轉局面

帶進神的同在並且作成神的工

尼希米的禱告引進了神的差遣

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
我就因此喜樂



二、合神心意的行动

1、帶著使命籌劃和等侯

2、得神啓示應該如何作

3、夜間察看城牆和需要



1、帶著使命籌劃和等侯

王問我說：「你要求甚麼？」
於是我默禱天上的神。

我對王說：「僕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歡，

求王差遣我往猶大，到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去，

我好重新建造。」 …於是王喜歡差遣我去。

我又對王說：「王若喜歡，求王賜我詔書，

通知大河西的省長准我經過，直到猶大；

又賜詔書，通知管理王園林的亞薩，使他給我木料，

做屬殿營樓之門的橫樑和城牆..。」

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幫助我。
(尼 2:4-9 )



尼希米為耶路撒冷禱告了四個月

從哀哭難過到為國為民向神認罪

並抓住神的應許並按神旨意禱告

他的關心神家和百姓得神的喜悅

神在禱告中感動他回去重建聖城

他立即開始籌劃當如何完成使命

他全方位的準備作出可行的計劃

使你僕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



所以當王問他回去要如何重建時

他立即向神默禱將一切交神手中

一個酒政長期離開不是容易的事

他也大膽侃侃而談向王列出需要

神施恩的手使王樂意答應他要求

賜他昭書可以通行並且得到木料

合神心意的人都是信而順服的人

王問我說：你要求甚麼?



2、得神啓示應該如何作

但神使我心裏要為耶路撒冷做甚麼事，
我並沒有告訴人。

如同神並沒有使用摩西的才華能力

而是囑咐他要按著山上的樣式建造

神在尼希米禱告中也告訴他作什麼

他帶著清楚的異象回耶路撒冷重建



3、夜間察看城牆和需要

當夜我出了谷門，往野狗井去，到了糞廠門，
察看耶路撒冷的城牆，見城牆拆毀，
城門被火焚燒。 …於是夜間沿溪而上，
察看城牆，又轉身進入谷門，就回來了。

1）、他是個忠心殷勤的人

2）、他是個不愛誇張的人

3）、他察看明白真實情況

4）、他是個認真澈底的人



三、合神心意的建造

1、激勵百姓都起來建造

2、各盡其職同心的建造

3、使仇敵看見神的作為



我告訴他們
1. 我神施恩的手怎樣幫助我，

2. 並王對我所說的話。

他們就說：「我們起來建造吧！」
於是他們奮勇做這善工。

(尼 2:17-18 )

1、激勵百姓都起來建造

以後，我對他們說：
我們所遭的難，耶路撒冷怎樣荒涼，
城門被火焚燒，你們都看見了。
來吧，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免得再受凌辱！」



領袖和神的關係決定他的影響力

他藉禱告明白神的心意充滿信心

也看見君王的心也在神的掌管中

他從神領受了異象也作足了準備

又實地察看城牆了解了實際情況

他帶著火焰的使命感點燃了百姓

使他們自己能說我們起來建造吧



領袖是帶著火焰在教會點火的人

使神的兒女能甘心起來作神的工

首批百姓歸回已經有九十年之久

仇敵可以在耶路撒冷自由的進出

百姓沒有自保安全的能力和防禦

被擄歸回仍然過著仇敵轄制生活

神打發尼希米點燃了他們的信心



2、各盡其職同心的建造

那時，大祭司以利亞實和他的弟兄眾祭司起來

建立羊門，分別為聖，..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

其次是音利的兒子撒刻建造。眾祭司各對自己的房屋

修造。 …銀匠與商人在城的角樓和羊門中間修造。
(尼3:1-2,28,32 )

1）、他是落實異象的領袖

2）、他分享異象人人動員

3）、一個個對著房屋建造

4）、各位盡其職同心建造

5）、克服萬難完成了善工



3、使仇敵看見神的作為

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
共修了五十二天

我們一切仇敵、四圍的外邦人聽見了
便懼怕，
愁眉不展；

因為見這工作完成
是出乎我們的神。

(尼 6:1,9,15-16 )



卓越的領袖都是落實異象的領袖

都是激勵神的兒女同心起來建造

不但完成神的託付也成全神兒女

五十二天就把艱鉅的城牆修造好

神的榮耀得著稱讃仇敵愁眉不展

因他們也看見這工作成是由於神

合神心意的禱告建造必然榮耀神



基斯流月-尼散月 4個月

開始禱告445BC
抵達聖城

蒙王應允

城牆造完 444BC



重建
聖城

重建
聖禮

重建
聖民

合神心意的建造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抗冠「義」苗



我們住的天花板房屋是什麼?

我們從主領受卻埋藏了什麼?

我們聽得見神今日的呼聲麼?

我們體會神的心願意建造麼?

我們願投入教會五年計劃麼？

合神心意的禱告與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