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 祂愛錫安的門，勝於愛雅各一切的住處 

 

當我們讀 11 章時，可能會被長長的名字、人數、枯燥的經文所嚇到。聖經是  神

所默示的，絕不會作無謂的記載。這章的聖經要注意幾件事： 

 

 

 

在《以斯拉記》裡，有兩份的名單，或者可以說三份： 

 

 

 

第一份名單 都是記載被擄歸回者的名單 

- 包括第一批的歸回，這是記載在《以斯拉記》第二章。 

- 第二次的歸回，就是跟隨以斯拉一起回來的，記載在第八章。 

 

 

第二份名單 是記載跟外邦通婚，得罪  神的名單，這是在《以斯拉記》第十

章。這不講表明當我們討  神喜悅時，  神這麼注重；當我們犯罪

跌倒、偏離  神時，  神是非常地傷痛。 

《尼希米記》共有五份的名單： 

 

 

第一份名單 第七章，再次提到歸回者的名單，仍然像《以斯拉記》一

樣，  神非常在乎我們為著愛  神的緣故，離開巴比倫，離開世界

的享樂，自己的舒服，願意歸回到  神的旨意中。 

第二份名單  第三章，列出了有份於重建城牆的人。雖然絕大部分是對著自己

的房屋建造，但是這些有份於城牆重建的，  神都一一記載。 

第三份名單  第十章， 列出了和  神立約， 在  神面前簽名的人。  神非常在乎

我們對  神更新的愛和更新的立約。雖然祂知道我們會失信跌倒，

但是祂非常看重我們在立約那一刻對祂的愛和主動的順服。 

第四份名單  就是在第十一章，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第五份名單 在第十二章，尼希米又記載了第一批隨著所羅巴伯、耶書亞回來的

祭司和利未人。特別講到歌唱的利未人，他們在 神面前的敬拜、

讚美的事奉。所以尼希米又補記了當初第一批歸回的祭司和利未

人的名單。 

 

 

從《尼希米記》這五份的名單，我們讀得出  神在乎什麼；神特別用心地把哪些人

記載下來。 

神的城啊，有榮耀的事乃指著妳說的 



《尼希米記》第 11章，我定的題目是用詩篇 87：2節「 祂愛錫安的門，勝於愛雅

各一切的住處。」接著在第三節：「 神的城啊，有榮耀的事乃指著妳說的。」這

一段話非常地深刻。我們曾請人用毛筆字寫出這一段經文，掛在我家書房裡的牆壁

上。在歷世歷代的聖徒裡，一直有一座榮耀的城吸引他們，這個城講到神永遠旨意

的完成，而這個榮耀的異象抓住了  神的心，也控制了歷世歷代的聖徒們，大大地

影響了他們的腳蹤、生活，和人生的標竿。 

從《希伯來書》第 11 章可以讀到，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與歷代的聖徒和這城的

關係。聖經上說「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

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

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

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英文是指的一個屬天的家）所以 神被稱為他們的  神，

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 11：13-16） 

他們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希伯來書》的作者，用一座城來形容歷世歷代有許多神兒女們曾走在這條通往那

城的路上，他們都向著這個標竿而去，存著信心向她而去。他們為這個城而生，為

這個城而活，甚至為著這個城而死，就連他們死的時候都還沒有得著，因為那指的

是  神永遠旨意的完成。在《希伯來書》11 章：10 節：他們「等候那座有根基的

城，就是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神為我們預備了一座城，這座榮耀的城，也就是

我剛才所引用的詩篇 87篇，他說：「 神的城啊，有榮耀的事乃指著妳說的。」這

個城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指著錫安，指著天上的耶路撒冷（來 12：22）。雖然

在地上，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地上的耶路撒冷和錫安出現，但是  神是藉著人看得見

的，歷史上發生過的故事來表達  神的心，來表達  神的旨意所要得著的。 

合  神心意的生活和奉獻 
當我們讀《尼希米記》11 章的時候，我們不能只是從表面來讀，看看曾有哪些人

住在耶路撒冷，那樣就會非常的枯燥無味。可是當你從  神永遠的旨意和從合  神

心意的生活、奉獻來看的話，你就會曉得這一章的重要性。在這裡說到有一班人，

他們不僅不甘心住在巴比倫、住在繁華的世界、享受世界的宴樂，不甘心活在被擄

的境界，他們立志要放下這一切，回到耶路撒冷來。當他們回來後，雖然受了仇敵

的欺壓、傷害、攻擊，他們卻一起重建了城牆。然而，重建了城牆以後，又有百姓

跟外邦通婚，因此他們又立刻同心一起對付了這個罪惡，並且與神立約。接下來就

進入了本章關於住在耶路撒冷這些百姓的記載。 

耶和華揀選了錫安，當作自己的居所 
那個時候的耶路撒冷並不大，我 1994 年去參觀古城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們這個老

城的周長才不過 2 哩長而已。所以，裡面能夠住的人也是很有限。但是這個城卻

摸到了 神的心，是神所最愛、所最關注的城。因為詩篇 87 篇說： 「祂愛錫安的

門， 勝於愛雅各一切的住處。」所羅門獻聖殿的時候禱告說：天和天上天，尚且

不夠祢居住，祢怎麼會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呢？這是一個認識  神的禱告。想想

看， 這位造天地萬物的  神，所羅門所造的殿宇何等的輝煌、偉大、氣派，可是他



知道，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夠 神居住， 神竟肯降卑住在他所造的殿宇，那真是何

等榮耀的事。更不要說這些被擄歸回者所重建的聖殿，他們所重建的聖殿規模小多

了。這就是為什麼在《以斯拉記》裡講到，當他們重建聖殿立根基的時候，那些曾

經見過老殿的人，看見了之後他們就哭了，分不清是悲哀還是喜樂，其實兩種都有。

從前輝煌、榮耀的聖殿已經被拆毀了，這個叫他們痛哭；如今他們在主的面前，經

過這麼多年的被擄，聖殿全然荒涼，但如今重建了，他們心裡歡喜。萬有、天地、

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夠  神居住， 神在全地上卻獨獨揀選了迦南美地，作為祂應許之

地，賜給神的選民；這塊應許之地，與世界的全地有一個何等大的分別，但是在這

應許之地中， 神又揀選了錫安，揀選了耶路撒冷作為祂的居所。在上行之詩中的

詩篇 132 篇 13 節特別講到說：「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說：

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我要住在這裡，因為是我所願意的。」 

從聖經中我們可以看見錫安真實的意義，她說到兩方面： 

第一方面 講到大衛的寶座設立在錫安，說到：錫安是  神掌權的地方，是  神的

寶座所在之處。 詩篇裡也特別講到：「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華

美。」（詩 48：2）。這是 神的居所，而且是一個大君王的京城。

君王特別說到寶座、權柄，是  神掌權的地方，是  神的旨意可以通

行的地方。 

第二方面 說到大衛的帳幕及約櫃在這裡，所以錫安是  神的居所，特別說到是 

神同在的地方。大衛為耶和華建立了一個帳幕，他可以常常到主面

前去親近  神，渴慕  神，在  神的殿裡事奉，一生一世住在  神的殿

中來瞻仰  神的榮美。所以，  神特別愛錫安，不是說  神不愛雅各一

切的住處，  神也愛，但神卻特別愛錫安。 

在《申命記》11章 11節，當初  神藉著摩西講到所賜給他們的應許之地， 神說：

「我所要領你們進去的那塊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說到那裡充滿

了  神的祝福。他接著說：「耶和華的眼目，從歲首直到年終，祂都眷顧那地」。 

神住在這塊地上，但是在這塊偉大的迦南美地中，神又獨獨揀選了錫安，作為祂世

世代代的居所，祂說是祂自己所願意的。當我們在這裡講到錫安的時候，我們要摸

著  神心中那個最愛。  神真的是愛世人，但是祂又愛祂的選民；  神愛祂的子民，

但是  神又特別愛錫安的子民。那麼，到底錫安的子民身上有哪些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他們願意讓  神在他們的生命、生活中掌權，他們高舉  神，

他們順服  神，甘心讓  神的旨意通行在他們身上。 

 

 

 

第二個特點：他們特別愛慕  神的同在，他們喜歡跟  神同住，讓  神的約櫃和 

神的居所這些屬靈的實際能夠實現在他們身上。   

 

 



因此，當我們講到錫安時，就必然會摸著兩方面，一面是摸著了  神心中的最愛，

另外一方面也就說別錫安曾經吸引了歷世歷代多少愛主的人， 他們都愛錫安，因

為他們知道這是  神的心愛，是 神心中一直所要得著的見証。從錫安子民的身上我

們可以看見： 

 

 

看見榮耀的異象－知道神何等地愛錫安 
這座榮耀的城，講到基督和教會；這座榮耀城裡的每一個成份都講到基督生命從各

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器皿裡得到了彰顯。當我們讀到《啟示錄》時，講到聖城新

耶路撒冷，他的榮耀，各樣的寶石，她的輝煌，其實在在都是講到基督和教會在各

方面把  神的榮耀表達出來，這是一個非常榮耀的異象。希望弟兄姊妹試著用禱告

來明白，來接受。 

如果你仔細去讀關於錫安的記載，你會發現  神愛錫安真是愛透了。從《撒迦利亞

書》看到，當 神的百姓在那樣一個荒涼、被擄的世代中肯歸回，一起恢復、重建

的時候，雖然回來的人數很少（對應  神眾多的百姓來說，歸回的人卻只有幾萬個

人），但  神說，  神看這些餘民，這些歸回的百姓，神愛他們，保護他們像保護

眼中的瞳人。  神在《撒迦利亞書》1；14 節「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耶路撒

冷，為錫安心裡極其火熱。」  神不僅愛錫安，有負擔，有火熱的心，而且是極其

火熱，任何人要攻擊，要來傷害錫安的子民，  神說：「我甚惱怒那些安逸的列

國。」他們加害  神的百姓，所以  神非常的憤怒。 

神不僅對錫安心裡火熱，在《撒迦利亞書》2 章，特別說到耶路撒冷，「 神要作

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榮耀。」四圍的火城說到  神保護它，看顧它，

然後  神親自作這個城其中的榮耀，成為它的內涵 ——  神讓這個城得到榮耀，因

為  神親自住在其中。這真是講得讓我們的心都要跳躍。所以先知就說：「錫安城

啊！應當歡樂歌唱，因為  神要來住在你中間。這是耶和華說的。」（亞 2：10）

《撒迦利亞書》8 章 2-3 節再一次講到：「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錫安心裡極

其火熱。我為他火熱。向他的仇敵發烈怒。耶和華如此說；我現在回到錫安，要住

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稱為誠實的城，萬軍之耶和華的山必稱為聖山。」講到

主這麼愛錫安，祂要回來，祂要住在其中。 

要成為錫安的子民是需要付代價 
當我們現在再來讀《尼希米記》時，我們就不能夠只從表面上的字句，看枯燥的名

單，覺得很乏味。在這裡就非常能夠摸著  神的心，為什麼要有這第四份的名單，

就是這些住在耶路撒冷城中的名單？這些人不能出去挑山明水秀的地方，不能出去

挑像加利利海，有這麼漂亮風景的地方，有豐富土產的地方。耶路撒冷是在高山之

上，四圍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但是大衛卻摸著了  神為錫安心裡的火熱和心意，

所以大衛在一生的裡就是要為約櫃找到居所，他自己也住在錫安，他也把約櫃迎回

到錫安。所以要成為錫安的子民是需要付代價的。這些人也是仇敵攻擊的對象，因

為仇敵非常恨惡、惱怒  神家的興旺，所以他們要來破壞、攻擊，一定是以錫安作



為他們的目標。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說，錫安的子民卻成為  神喜悅和祝福的對象。

我們讀這一份名單的時候，我們心裡面要很感動。 

獻上自己，成為錫安的子民 
《尼希米記》11：1-3 節：「百姓的首領住在耶路撒冷；其餘的百姓掣籤，每十人

使一人來住在聖城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的，在當時

是需要抽籤的，十個人裡面，有一個人來住，其他的九個人住在別的地方。「凡甘

心樂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為他們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寧，

和所羅門的僕人的後裔，都住在猶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業中。本省的首領，住在

耶路撒冷的記在下面。」底下就記載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有祭司，有族長，有

大能的勇士，有利未人，有守門的，有歌唱的，有尼提寧，等等，聖經都從他們不

同的人中間揀選，也記載了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在舊約時代，即使你有心願住在耶路撒冷，住在錫安，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如願的。

但是今天對新約的子民來說，我們只要願意愛  神，願意為著  神的旨意獻上自己，

願意成為錫安的子民，我們就可以享受錫安的實際。在這裡  神的同在是這麼實在，

而且我們也讓神的旨意，神的權柄能夠通行在我們身上。這是一個非常寶貴、蒙福

的境界，希望我們都珍惜。 

大衛看見了  神的心，大衛看見了  神在尋找錫安作為祂的居所，所以在詩篇 132，

他一直向  神有一個心願，他說：「我向耶和華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許願說：我

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

直等到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所。」（詩 132：2-5）所以

當他找到約櫃的時候，他心裡這麼高興，為什麼他在耶和華面前極力跳舞，因為他

找到了約櫃，他要把約櫃迎回錫安，因為他摸著  神的心，他知道  神如果離開錫

安，  神的心得不到安息，  神的心不能夠滿足，所以大衛也就不上床，不休息，

他一直為  神找到居所，要叫  神能夠安息在錫安，要讓  神可以掌權在錫安。 

錫安子民蒙福無窮 
弟兄姊妹，我覺得詞窮，巴不得能夠把  神心中那個迫切的心情，  神那個偉大的

心意說得清楚，這件事情不是小事，他影響了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影響著歷

代的聖徒，他們都存著信心仰望這座有根基的城，他影響了大衛的一生，他影響了

新約時代的使徒們，他影響了教會歷史上多少人為主殉道， 為主獻上自己，因為

他們都知道  神是錫安的  神，  神要在錫安居住； 神要在錫安掌權。 

所以《詩篇》132 篇後面就講到錫安子民蒙福無窮，  神說祂揀選錫安作自己的居

所，祂要住在其中，是祂所願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糧食豐滿，使其中的窮人飽足。

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聖民大聲歡呼。我要叫大衛的角，在那裡發生；我為我的受

膏者，預備明燈。我要使他的仇敵，披上羞恥，但他的冠冕，要在頭上發光。」講

到基督成為我們的享受，基督要在這裡幫助我們得勝，高舉我們。基督被高舉，然

後基督幫助我們勝過一切的仇敵，讓我們有份於祂的榮耀。弟兄姊妹，希望我們都



成為《尼希米記》第 11 章的人。在舊約是要被抽籤，是要有資格才能夠住進去，

而在新約，只要我們願意，我們都可以，但願我們都成為錫安的子民。 

 

後語 

這段經文，雖然從表面上不容易帶，但是可以試著從本篇信息所領受的來分享，

幫助我們怎樣脫離那種個人專顧自己，或是自我中心的生活模式，讓我們更多來

先求  神的國、  神的義，先來在乎  神心中要得著的，當祂滿足了，我們一定滿足；

當祂的旨意成就的時候，我們這個人活著就太有價值了。 

 

禱告： 

主耶穌啊！求祢幫助我們，當我們讀這些舊約歷史的時候，讓我們透過這些外面的

記載，真正摸著祢的心意，讓我們都愛祢，都願意祢的旨意成就。主啊！祢在這裡

尋找祢的居所；但願我們都甘心把自己獻上，也但願我們成為祢的居所，成為祢掌

權的地方，祢的寶座在我們中間，祢的帳幕支搭在我們中間。謝謝祢，但願舊約的

歷史再一次成為我們的激勵。禱告、感謝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4/11 小組查經大綱 - 尼希米記第十一章 
祂愛錫安的門，勝於愛雅各一切的住處 

 

 

每週五查經開始之前，先有二十分鐘左右讓弟兄姐妹回饋上主日的信息。請

參考如何回饋主日信息。 
 

 

小組聚會前請至少把第十一章讀兩遍，並閱讀或聆聽于弟兄的預查信息— 尼(十一) :祂

愛錫安的門勝於愛雅各一切的住處（閱讀，音頻）。 

 

 

 

1) 整卷《尼希米記》共列了那五份的名單? 從這五份的名單，我們可以讀得出  神在

乎的是什麼嗎? 這對你有什麼特別的感動和提醒？ 

 

 

2) 尼希米記 11 章為什麼花了這麼多的篇幅來記載居住在耶路撒冷眾民的名單？預

查信息中提及要從那兩個角度來讀本章，就能曉得這一章的重要性？錫安和成為錫

安子民的真實意義為何？ 

http://www.svca.cc/video/20140406-21st-Anniversary-Meeting.mp4
https://docs.google.com/a/svca.cc/document/d/1UeM61FsIj2MvMfrE8R-MX1MDqmfPY70WMElfB4QzRv4/edit
http://www.svca.cc/sermon/Nehemiah_Chap_11.pdf
http://www.svca.cc/audio/SG-Nehemiah-Chap11.mp3


 

 

3) 預查信息中提及要成為錫安的子民是需要: 

a) 看見榮耀的異象－知道神何等地愛錫安 

b) 付上代價 

c) 獻上自己 

以上那一點你最有感觸，或者對你最困難？我們可以如何具體地應用在我們今

日的生活與事奉中呢？ 

預查信息中同時也提及錫安的子民必然會蒙福無窮，請分享這方面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