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可信．故事

房

角

石
2016年10月8日

聖經故事：撒迦利亞書1–3章；亞2-3：5
註釋：《先知與君王》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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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

聚光燈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

“撒但的攻擊是猛烈的，他的迷惑是狡猾的；但主的
眼目垂顧著祂的子民。他們的苦難極大，窯爐的火似乎要
把他們燒盡；但耶穌必使他們成為火煉的精金。他們世俗

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亞1:3）

的成分要被除淨，以便基督的形像可藉著他們完全反映出
來。”（《先知與君王》第47章，第21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他們就回頭說：
‘萬軍之耶和華定意按我們
的行動作為向我們怎樣行，他已
照樣行了。’”

你覺得下列十件事哪件最難忍受，請將下列十件
具有挑戰性的事從一[最輕]到十[最重]排序：
當你的播放器損壞時，你丟掉了所有收
集的音樂。
你的父親失業了。
你加入心儀學校的申請被駁回。
你的爺爺去世了。
你的父母決定離婚。
你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你。
你在商場被人偷了錢包。
你在開車時粗心大意，結果出
“大流士（又名：大
了交通事故。
利烏）王第二年八月，耶和
你有一項壞習慣，自己怎麼
華的話臨到易多的孫子、比
也無法克服。

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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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你知道

“錫 安 城 啊 ， 應 當 歡 樂 歌
唱，因為我來要住在你中間。這
是耶和華說的。那時，必有許多
國歸附耶和華，作他的子民。他
要住在你中間，你就知道萬軍之
耶和華差遣我到你那裡去了。”

“天使又指給我看，大祭司
約書亞站在耶和華的使者面前，
撒但也站在約書亞的右邊，與他
作對。耶和華向撒但說：‘撒但
利家的兒子先知撒迦利亞， 哪，耶和華責備你，就是揀選耶
說：‘耶和華曾向你們列祖 路撒冷的耶和華責備你，這不是
大大發怒。所以你要對以色 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嗎？’”
列人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
“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
說：“你們要轉向我，我就轉
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
向你們。”這是萬軍之耶和華
前的說：‘你們要脫去他污穢的
說的。’”
衣服。’又對約書亞說：‘我使
“不要效法你們列祖。從 你脫離罪孽，要給你穿上華美的
前的先知呼叫他們說，萬軍之 衣服。’我說：‘要將潔淨的冠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回 冕戴在他頭上。’他們就把潔淨
頭離開你們的惡道惡行。’ 的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華
他們卻不聽，也不順從我。 美的衣服，耶和華的使者在旁邊
這是耶和華說的。你們 站立。

你知道嗎？“撒迦利亞”這個名
字的意思是，“耶和華紀念”或
“上帝紀念”。像聖經中許多其他
的列祖在哪裡呢？那些
情況一樣，一位先知的名字通常是他
先知能永遠存活嗎？
所傳信息的總結。那麼，
只是我的言語和律
撒迦利亞這個名字有甚
麼意義呢？上帝想藉
例，就是所吩咐我
著撒迦利亞讓祂那些
僕人眾先知的，
被擄外邦的百姓知道，
豈不臨到你們
祂從未忘記祂當初在西奈
列祖嗎？”
山向他們的祖宗頒佈
十誡時與他們所立的約。
他們若順從，祂必
要應許賜福他們，上
帝決不忘記祂的保證。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告 誡 約 書
亞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你若遵行我的道，謹守我的命
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
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這些站
立的人中間來往。”’”
（亞1:1-6;2:10,11;3:1-7）

走出
故事

妙語連珠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上帝的救恩、能力、
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
們上帝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
了。’”（啟12:10）

這段故事中哪些事情引起了你的注意？

“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得，赦罪的道是由
這人傳給你們的。”（徒13:38）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照著一
切所應許的賜平安給他的民以色列人，
凡藉他僕人摩西應許賜福的話，一句
都沒有落空。”（王上8:56）

當你讀完這個故事後，寫出兩點對你最有啟發的屬靈
觀點？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
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
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出19:5）

你覺得上帝想對猶大百姓說些甚麼？

你覺得該用本週詞語來形容上帝的語氣呢？發怒，平靜，慈愛，
還是施行審判？

上帝為甚麼要重述猶大百姓中許多後裔悖逆這個事實？當猶大人
經歷了七十年的殘酷被擄生活之後，為甚麼還要提出這件事？

請將本段故事中上帝所發關於猶大的應許圈起來。
請將本段聖經中你所看到的上帝對祂百姓的恩典標注出來。
上帝為甚麼要讓撒迦利亞看到有關約書亞的異象，為甚麼要
讓他看到大祭司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這裡污穢的衣服
代表甚麼？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
人是有福的。”（詩32:1）

言錦囊

名

“孩 子 們 打 碎 了 東 西 或 把
衣服弄髒時通常會很害怕，
這時家長說不要緊，沒有關
係，破碎的東西還能復原，髒
了的衣服還能洗淨，這不就是
兒 童 眼 中 的 奇 跡 嗎 ？ ” ——達
格•漢姆馬克斯克約德，1961年諾貝
爾和平獎獲得者，聯合國前秘書長。

“所有的疾病和錯誤，所有的掛慮、憂
傷和人性的罪惡，其根治的秘訣全都包含
在‘愛’這個字眼中。只有來自上天的神聖
能力才能產生生命，才能使生命復原。”——利
迪亞•馬利爾，廢奴主義者，女權保護者，小說家，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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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本週課程“你的看法”這部分的
排序你覺得是否困難呢？從一種
明顯的退後中恢復過來不是件容
易的事。對於當初在巴比倫度過
了七十年被擄生活的猶大人來說，
重新歸回故土也是一件相當有挑
戰性的事。
你覺得上帝為甚麼讓猶大人被巴
比倫人擄去呢？（亞1:4-6）
當強大的波斯人打敗巴比倫之後，
猶太人便得了釋放。他們中一小
部分決定返回故土，回到耶路撒
冷。他們若想重建聖殿並使他們
廢壞荒涼的家園得以恢復，你想
他們面臨著怎樣的困難和挑戰？
請列出你認為最困難的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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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在讀完本週課程“走進故事”中
的經文後，用“走出故事”中的
問題研究這段經文。撒迦利亞書
中記載了多個異象，上帝用這些
異象來鼓勵猶大中餘剩的人返回
耶路撒冷，重建七十年前被巴比
倫人毀滅的聖殿。
請閱讀撒迦利亞書二章十節。想
像自己列身在那些猶大中歸回的
人中。請用一句話來表達這節經
文給你帶來的感受。

星期一

九章一到八節。上帝在這裡應許
要做甚麼？以色列百姓中的猶大
支派應許要做甚麼？雖然我們違
背了自己對上帝的諾言，是不是
有時我們仍然希望上帝還遵守祂
對我們的承諾？

星期二
並不只有上帝在提醒猶大注意那
使他們被擄到巴比倫的罪惡。撒
但也在上帝面前控告他們。聖經上
稱撒但是“控告我們弟兄的。”
（啟12：10）
你想撒但為甚麼要在上帝面前不
停地控告猶大？讓我們說的更具
體一點，撒但為甚麼要在上帝面
前不停地控告你？撒但的陰謀就
是要使全體人類與上帝的慈愛和
關懷隔絕，於是他便利用我們的
罪惡來試圖說服上帝，讓上帝覺
得我們是不值得拯救的。
就我們目前卑微有罪的狀況來說，
你覺得本週課程“聚光燈”這部分
能給我們帶來怎樣光明的希望？

星期三
請閱讀本週課程“妙語連珠”中
的經文。本週經文對於罪，那使
人陷入毀滅的影響可謂描述的淋
漓盡致。撒迦利亞在異象中見到
猶大的大祭司約書亞，穿著污穢
破舊的衣服站在那兒，這種情況
是上帝所決不能容許的，尤其是
對於一個祭司來說。約書亞的這
種著裝代表了以色列當時墮落的
屬靈狀況。

本週課程存心節表明，上帝已經
為祂百姓的歸回作好的準備，但
猶大人在這個過程中卻有自己當盡
的責任。當上帝對猶大人說，‘你
們當轉向我，’你覺得這句話是
甚麼意思？

上帝要怎樣解決這種狀況？詩篇
三十二章一節是否準確地描繪出
了當上帝赦免你罪惡時你心中的
感受呢？請作解釋。

上帝對於祂百姓的許多應許都是
附有條件的。請閱讀出埃及記十

星期四

是否覺得自己被上帝拋棄了。當
你在一次試煉中失敗，當你重新
又犯自己發誓再也不犯的罪惡時，
你或許就會有這種感覺。你如何
處理自己這種與上帝分離的感受
呢？當你感覺被上帝拋棄時，聖
經如何幫助你重新與上帝建立關
係呢？在你與上帝重新取得聯繫
的過程中，你的朋友能起到怎樣
的作用呢？
請找一張小卡片，在上面寫上：
當我感覺自己遠離上帝時，我將
……

星期五
“你若遵行我的道，謹守我的命
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
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這些站
立的人中間來往。”（亞3：7）
這是上帝使者在耶利米夢中對約
書亞所說的話。上帝應許約書亞
和猶大，他們若遵行祂的道，謹
守祂的命令，他們就必在祂的國
中佔有一席之地。
關於順從上帝，你在自己生活的
哪些方面感覺面臨著掙扎呢？現
在就停止這些無謂的掙扎，跪在
上帝面前向祂禱告，祈求上帝
賜你樂意順從祂的心以及順從
的力量 。

本週閱讀*
《先知與君王》第47章。
想想看在自己以往的生活中，你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訪問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堅
持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
讀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