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可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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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9日

圣经故事：利未记23章；27:30-33；哈该书1:2-11
注释：《先祖与先知》第50,51,52章

饥荒和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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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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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聚光灯
“上帝已经立世人作祂的管家。祂所交在他们手中的
财产，乃是祂预备作传福音的经费。凡以行动证明自己为
忠心管家的人，必要受到更大的委托。耶和华说，‘尊重
我的，我必重看他。’（撒上2:30）”（《先祖与先知》
第50章，第17段）

“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
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
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
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
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
和华你上帝面前，就是祂所
选择要立为祂名的居所。这
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
和华你的上帝。”
（申14:22,23）

你

的 看法？

要省察自己的行
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
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
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
囊中。”

假如你有一张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折，你会买什么
东西呢，把这些东西列出来。

房
角
石

阅读下面的话。在你赞同的话前面打个
对勾，在你不赞成的话前面打个叉。
•当别人还在挨饿时，你拥有的钱
超过你实际需要的，这就是罪。
•财富是由上帝而来的恩赐。
•人们可以随心所欲支配自己的
金钱。
•我们一切所有的都属上帝。
•不忠诚交纳十分之一就是得
罪上帝。
•金钱是万恶之根。

吗？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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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
故事
“地上所有的，无
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
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
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
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
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
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一
切从杖下经过的，每第十只
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
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
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
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
回。”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圣经中提到了两种十分之一。
‘这百姓说，“建造耶
头一个十分之一是专门用来供
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
养利未人和祭司工作生活的。关
到。”’
于头一个十分之一，上帝在民数
记18:21,26命令说，“凡以色列
“那 时 耶 和 华 的 话
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
临到先知哈该说：‘这
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
殿仍然荒凉，你们自
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
劳 。……你晓谕利未人
己还住天花板的房
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
屋吗？’
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
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
“现 在 万
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
军之耶和华
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
如此说：
华。”
‘你们
第二个十分之一是用在
会幕上帝面前作为圣节期
之用的。关于这个十分之一
的 教 训 记 载 在 申 命 记 14:28和
26:12-15。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
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
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
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
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
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
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
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
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
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
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
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
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
得来的。’”
（利27:30-33；该1:2-11）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使用圣经注释或者电子圣经，搜索“十
分之一”这个词，看它在圣经中出现了多
少次。看它都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我曾说，你和你父
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决不容你们这样
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
被轻视。”（撒上2:30）
“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
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
牲畜也是我的。”（诗50:9,10）
“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
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
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
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
（玛3:8）

你如何总结圣经关于十分之一给我们的教训？

“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
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
赐给万人。”（徒17:25）

接下来，用相同方法搜索“供物[offerings]，”看它在圣
经中出现了多少次。

“惟有那不知道的，作了当受
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路12:48）

本周“走进故事”最后部分是哈该书1:2-11，这里记载了以色
列人悲惨的命运。将你认为能够反映出当今属灵败坏的描述都
划出来。
研究下面以色列人的这三个节期。你如何在每天的生活中庆
祝属灵意义上的节期？
逾越节或无酵节（出12:39；申16:3；利23:6-8）

言锦囊

名

“这个世界问,‘你有什么？’;
基督问,‘你有的,你是怎么用
的？’”——安德列•穆雷，十
九、二十世纪南非牧师。

五旬节或收割节（出23:14-16）

“上帝将金钱托付我们作为试验，
就像我们把玩具给小孩子，为要训
练他们将来管理更大的事。”——弗
莱德•史密斯，《领袖》第4卷，第1号。

住棚节（申16:13-16；利23:34；以及收藏
节——见出23:16；34:22）

“那些施舍财物给穷人的，必要重得丰裕并
受报十倍。” ——约翰•班扬，十七世纪英国牧
师，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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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完成“你的看法？”部分。思考
一下那些你想要买的东西。你的
这个名单说明你最大的价值观是
什么呢？
找一个朋友讨论一下同意/不同意
部分。你和你的朋友看法相同
吗？如果相同，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又是为什么？
你觉得忠心交纳十分之一和乐意
捐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上帝如何
帮助你克服这些障碍呢？

星期日
阅读走进故事选自哈该书中的经
文并回答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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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一直在重复哪个词？这给了
你什么重要信息？当上帝说，“你
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
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
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
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句话时，
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比从前体力
更强、吃的更多、工作更努力，
但你仍旧贫乏疲惫？你参加更多
的社交聚会，但内心中却更加空
虚？哈该时代以色列人的经历对
于我们现在过一种充实有意义的
生活有何教训？

星期一
用现代的语言重写妙语连珠中的
经文。

星期二
采访一些多年忠心交纳十分之一
和乐意捐的人。问问他们是否觉
得这是一项有价值的行动。看看
这些人做这些事曾经是否有过丝
毫的后悔。对于经历上帝的信
实，还有比奉献更好的办法吗？
谁受益更多呢，是我们呢，还是
上帝？

星期三
阅读下列怀爱伦所引描述以色列
人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时所唱的
诗歌：雅歌2:11-13；诗48:1,2；
121:1,2；122:1-6；125:1,2。想
象一下以色列人欢然行路、上首
都去守每年节期的愉快情景。
想象一下当时的音乐、烟云和
舞蹈。

星期四
思考一下《先祖与先知》第50章、
第16段的话：“古时摩西为建造
会幕而筹备经费的办法是非常成
功的。他没有用勉强的方法，也
没有用现代教会所常用的一些办
法。他没有开盛大的宴会，也没
有请人来参加游艺，跳舞，和一
般娱乐的集会；更没有发售彩
票，或用这一类的世俗化方法，
来筹募建造上帝会幕的经费。耶
和华指示摩西，劝勉以色列人把
他们的礼物送来。凡出于甘心乐
意奉献的礼物，祂必收纳。结果
百姓献上的礼物绰绰有余，以致
摩西必须宣告不要再送，因为他
们所送来的礼物已经超过所需用
的了。”

你的脑海中却在琢磨我是否
有伤风化。
我病了，
你跪下来感谢上帝让你依旧
健康。
我无家可归，
你向我宣讲上帝慈爱属灵的
避难所。
我感到孤独，
你把我撇下，自己去为我祷
告。
你看似与上帝很亲密，
但我依旧感到饥饿、寒冷、
孤独。
现在就祈求上帝，看祂想让你去
为这个世界上的边缘弱势人群做
些什么？或许你可以给一位正在
挣扎奋斗中的朋友发一条鼓励的
短信。或许你可以去医院里看望
病人。或者你可以给一位家中最
近有人去世的教友打电话慰问。
无论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马
上就去做吧！

你在自己教会中看到过那些偏歪
的资金筹措活动吗？你知道怀爱
伦为什么反对这种资助上帝圣工
的办法吗？上帝愿意接受这些出
于勉强的奉献吗？说说自己的理
由。

星期五
阅读《先祖与先知》第50章，“上
帝对穷人的照顾，”思考以下这
首诗，《我依旧感到饥饿》
我饿了，
而你们却组织了一个慈善委
员会来讨论我的饥饿。
我被囚在监里，
你却钻进你的内室去为我祈
祷自由。
我赤身露体，

本周阅读*
《先祖与先知》第50,51,52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访问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按
照这个计划，你一年之内至少可以读完
一本历代之争系列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