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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撒迦利亞書2章；以斯拉記6章
註釋：《先知與君王》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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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STOCK

存心節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

聚光燈

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

“在上帝子民的全部歷史中，常有如大山一般的似乎
無法克服的困難，出現在那些力求實行上天旨意的人面
前。主容許這些障礙物存在，乃要作為信心的試金石。何
時我們四面受敵，那就是最應信靠上帝和祂聖靈之大能的

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
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
靈，方能成事。’”
（亞4:6）

時候。操練活潑的信心，乃意味著增強屬靈的能力，並發
展堅定的信靠。”（《先知與君王》第48章，第6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的上帝獻燔祭所
需用的公牛犢、公綿羊、綿
羊羔，並所用的麥子、鹽、酒、
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話，

所有人都需要鼓勵。你同意這句話嗎？根據以波
尼•巴格博士的觀點，以下這五件事是父母能
夠用來鼓勵他們處於青春期年齡的孩子。對
以下這五個父母鼓勵孩子的提示進行排序，
將你認為最有效的一種前面標上5，依次
類推，從5到1。
花時間傾聽孩子訴說心事。
幫助孩子設定人生的目標。
定期對孩子表示讚賞。
在孩子面前樹立積極的人生模
範。
“居魯士王（有譯為：
和孩子一起進行他最喜歡的
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論
一項活動。

走進
故事

上帝如何在不同的艱難時期鼓
勵我們呢？

他們獻馨香的祭給天上的上帝，
又為王和王眾子的壽命祈禱。”
“我又舉目觀看，見一人手
拿 準 繩 。 我 說 ： ‘你 往 哪 裡
去 ？ ’ 他對我說：‘要去量耶
路撒冷，看有多寬、多長。’”

“與 我 說 話 的 天 使 去 的 時
到耶路撒冷上帝的殿，要建 候，又有一位天使迎著他來，
造這殿為獻祭之處，堅立殿 對他說：‘你跑去告訴那少年

的根基。殿高六十肘、寬六 人說：“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
十肘，用三層大石頭、一層 好像無城牆的鄉村，因為人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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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供給他們，不得有誤；好叫

新木頭，經費要出於王庫。並 牲畜甚多。耶和華說：‘我要作
且上帝殿的金銀器皿，就是尼 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

嗎？

你知道

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的殿中掠 中的榮耀。’”
到巴比倫的，要歸還帶到耶
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處放 （拉6:3-5,8-10;亞2:1-5）
在上帝的殿裡。”
“我又降旨，吩咐你

你可知道，在撒迦利亞發出他鼓
們向猶大人的長老為建造
勵信息的時候，那位領導重建耶路
撒冷聖殿的人，從來都沒有看見過
上帝的殿當怎樣行，就
聖殿或耶路撒冷城。這位領導人名
是從河西的款項中，
叫所羅巴伯，他名字的意
思翻出來就是“巴比倫
急速撥取貢銀作他
的苗裔，”或者“生
們的經費，免得
在 巴 比 倫 。 ”他 和 許
多當時生活在巴比倫的
耽誤工作。他
猶大人一樣，是在猶大人
們與天上
被擄到異邦期間出生
的。當年的巴比倫就是今
天的伊拉克南 部 境
內。不僅如此，所羅
巴伯還是大衛王的直系子
孫，也就是說，他是耶穌世上
的直系祖先。

妙語連珠

走出
故事

“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
地。他必搬出一塊石頭，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
說：‘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亞4:7）

本週的聖經故事將兩位先知的信息綜合到
一起，他們描寫的都是被擄歸回的猶大人重
新建造聖殿的故事。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
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來13:6）

你覺得本週經文前半部分以斯拉的信息有何特別之
處？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所以地雖
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
（詩46:1,2）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
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
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上帝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
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啟21:1,2）

你在撒迦利亞的信息中找到了甚麼有趣的地方嗎？
請將本段故事中你找到的上帝的應許標注出來。
上帝是如何幫助祂的百姓鋪平重建聖殿之路的？祂是如何幫助
那些被擄歸回的猶大百姓？

當上帝說耶路撒冷將成為一座沒有牆垣的城市而祂要作它四圍
的火城時，上帝這是甚麼意思？這裡有一個提示：請考慮古代
城市為甚麼要修造高大堅固的城牆。

上帝說祂要作耶路撒冷城中的榮耀。你想這是甚麼意思？

關於上帝對人類的愛，這段經文對我們有何啟示？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
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
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
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
方能成事。’”（亞4:6）

言錦囊

名

“你若想在人生中取得成功，
那就要以堅持不懈為密友，以
殷勤謹慎為習慣，以純潔的品格
為榮耀，以尋求上帝為秘訣。”—
—約瑟夫•愛德生，英國詩人、政治
家、傳記作家。

“人類前進道路上最大的障礙就是人類
本身。”——唐•馬奎斯，十九、二十世紀美
國專欄作家，劇作家，幽默作家。

“當一個人充滿自信，並相信和造他的偉大上帝是
一家人時，想要讓他感覺悲哀，是一件很難的事。”—
—亞伯拉罕•林肯，第十六屆美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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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

星期一

巴伯和全體猶大人說明甚麼？

不論你承認與否，本週課程“你
的看法”中所記載的這幾件事對
你的福利有莫大幫助，不僅對於
你的生存能力是這樣，也對於你
一生的奮鬥與成功意義重大。

請將本週課程的存心節再讀一遍。
國王下令，使猶大剛獲得自由的
百姓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和其中的
聖殿，這對於那些被擄外邦即將
歸回的人可以說是天大的喜事。

這兩節經文提醒我們，上帝真是
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那一位，
並且我們人生中所有的事都是祂
所成就的。

請閱讀以斯拉記六章三到五節，
仔細思考以下問題：如果有一件
不好的事臨到你的教會，比如說
教堂被一場大火完全焚毀，你覺
得這件事對你並對全體會眾有何
影響？

猶大的仇敵是如何來阻撓所羅巴
伯以及他同工建城和殿之努力的
呢？（見拉4：1-5）

現在再想想，如果這事發生以後，
你們當地一位非常有錢的人決定
自己出資重建教堂，你們的教會
會有甚麼樣的反應？如果這樣的
事真的發生，請用一句話來形容
你的感受。

當猶大百姓聽到國王下令幫助他
們重建聖殿時，你覺得當時上帝
的百姓是甚麼感受？

星期日
當閱讀完“走進故事”中的經文
之後，請完成“走出故事”中的
問題。請思考，本週的聖經故事
在你看來有甚麼與以往不同的感
受嗎？
當撒迦利亞在異象中看到一位天
使手拿準繩要量耶路撒冷城的長
寬時，另一位天使攔住了他。為
甚麼？因為耶路撒冷城中將來的
居民和牲畜極多，因此無法量定
城的界線。
你覺得這個有關美麗的新耶路撒
冷的應許與啟示錄二十一章中記
載的新耶路撒冷城有甚麼聯繫嗎？
請作解釋。

當別人違背上帝命令時，你是如
何堅持做上帝吩咐你去做的事呢？
上帝在你面臨這些挑戰時是如何
幫助你的呢？

星期二
本週課程“聚光燈”中的引文強
調了在困難環境下信賴上帝的重
要性。還是在先知與君王的這一
章，稍微靠後的地方，懷愛倫有
一段強有力的論述，是非常重要
但容易被人們忘記的：“世人的
作風乃是以鋪張誇大為開端。但
上帝的方式乃是以每日的小事為
真理與公義之光榮勝利的開端。
祂有時使祂的工作者遭遇失望和
表面上的挫敗，藉以訓練他們。
祂的旨意乃是要他們學會如何克
服困難。”（《先知與君王》第
48章，第7段）
請用自己的話將你對懷愛倫這段
話的感受寫出來。

星期四
那些在猶大被擄百姓中歸回的一
部分顯然人數十分稀少並且力量
弱小。這也是為甚麼周圍民族部
落一看到他們重建上帝聖殿時就
起意要毀滅他們的原因了。
在星期一的時候，你讀了以斯拉
記四章一到五節。為甚麼義人努
力作正確的事情，好象反倒要比
那些公開犯罪之人要經歷更多的
試煉呢？這個問題也是聖經的作
者們經常問起的，直到如今許多人
還在孜孜以求這個問題的答案。

星期五
當猶大被擄歸回的百姓重建聖殿
時，上帝應許要保護他們，並賜他
們一切所需的資源。請思考自己的
未來和人生，在未來的十到十五年
時間內你將在甚麼地方生活呢？當
你在建造自己人生的工程時，你想
讓上帝為你作些甚麼嗎？
請閱讀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
十七節。請花點時間思考以下問
題：你是在甚麼根基上建造自己
人生的房屋呢？

星期三
請閱讀本週課程“妙語連珠”中
的經文。第一句，撒迦利亞書四
章七節，這是聖經中非常有震撼
力的一節經文。在這節經文中是
誰在說話？上帝想對所羅巴伯和
全體猶大百姓傳遞何種信息？
撒迦利亞書四章七節前面那節經
常被引用的經文是怎麼說的呢？
你覺得上帝想對撒迦利亞、所羅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本週閱讀*
《先知與君王》第48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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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