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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以斯拉记7–10章
注释：《先知与君王》第50;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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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

聚光灯

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

“以斯拉是亚伦的后裔，曾受祭司的训练；此外，他也
熟悉玛代波斯国内术士、观兆的、和哲士的著作。但他并
不满足自己的属灵状况。他渴望与上帝完全和谐一致；渴
望得到智慧以实行神的旨意。因此他‘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
的律法’（拉7：10）这事使他殷勤致力于研究那记在诸先
知与君王之著作中有关上帝子民的历史。他查考圣经中历
史和诗歌的书卷，要明白主何以容许耶路撒冷被毁灭，并
使祂的子民被掳往外邦。”（《先知与君王》第50章，第3
段）

教训以色列人。”
（拉7:10）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切所求的，是因
耶和华他上帝的手帮助他。
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
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
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

你喜欢回家吗？在长久远离故乡之后，还有什么
比回家更令人激动的事呢？你可以想象一下，
自己返回故土的感受。是喜悦，犹豫，还是
充满不确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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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你知道

“这 事 以 后 ， 波 斯 王
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
拉，他是西莱雅的儿子；
西莱雅是亚撒利雅的儿子；
亚撒利雅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
是撒督的儿子；撒督是亚希
突的儿子；亚希突是亚玛利雅
的儿子；亚玛利雅是亚撒利雅
的儿子；亚撒利雅是米拉约的
儿子；米拉约是西拉希雅的儿
子；西拉希雅是乌西的儿子；
乌西是布基的儿子；布基是
亚比书的儿子；亚比书是非
尼哈的儿子；非尼哈是以
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
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在这段时期，总共有四万以色列
人和以斯拉一起返回故土。 虽然
这不是当时犹大人的全部，但也
是个比较庞大的人数了。我们应当
注意为什么当时有些人不愿意返回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
以色列。从后面的经文记载我们或许
可以找到端倪，当时的
上来，他是敏捷的文
以色列人因为与异邦
士，通达耶和华以
通婚，因此他们已经
色列上帝所赐摩
与当地风俗和百姓融
合在一起而不愿意离开
西的律法书，
了。
王允准他一
如果你是他们当中的
一员，你觉得你是愿意留
在异乡呢，还是返
回故土呢？

“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
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
巴比伦起程，因他上帝施恩的手
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
撒冷。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
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
色列人。……
“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
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
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
去。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
照你手中上帝的律法书，察问犹
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又带金
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耶
路撒冷以色列上帝的；并带你在
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
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
上帝殿的礼物。所以你当用这金
银，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
羔，和同献的素祭奠祭之物，献
在耶路撒冷你们上帝殿的坛上。
“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
兄看着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
遵着你们上帝的旨意。所交给你
上帝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
耶路撒冷上帝面前。你上帝殿
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你可以
从王的府库里支取。”
（拉7:1-1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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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连珠
“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
基督。”（徒5:42）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
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
开的。”（来4:13）

当你对以斯拉的了解逐渐增多时，你怎样
看待他这个人呢？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
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4:23）

亚达薛西王赐给以斯拉许多金钱和重新建造圣殿的宝
物，并且说如果不够他这里随时充分供应。你从这件事
上可以看出以斯拉品格上的哪些特点呢？你从国王对他的
信赖上可以看出什么？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
华你们的上帝，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
上帝的圣所。”（代上22:18）
“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
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林前3:16）
“无智谋，民就败落；谋士多，
人便安居。”（箴11:14）

我们如何成为值得别人信赖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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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能像以斯拉那样，殷勤研究圣经并从中明白上帝的旨意呢？

这些返回故土的人中包括祭司，利未人，唱歌的人，守门的
人，以及其他圣殿中的仆役。关于上帝，关于我们，关于我们
与上帝的关系，这件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我们经常面临一种危险，就
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其实一切
的尊重、热爱和敬虔都来自上
帝，我们做工是向上帝和基督而
做，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工作在我们
看来成为优美可爱的了。”——特里

当以色列人返回故土时，你想他们当时感受如何？

上帝为什么选择以斯拉作为带领祂百姓归回故土
的领袖呢？

言锦囊

名

萨修女，二十世纪阿尔巴尼亚罗马天主教
徒 ， 因 其在 印 度的 人 道 主义 善 行而 闻 名 与
世。

“领袖就是能将异象变为现实的人。” ——华
伦•伯尼斯，当代美国学者，作家，组织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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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回家始终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有时会让人有甜蜜的感觉，有时
会让人苦恼。以斯拉时代的耶路
撒冷城很有可能仍旧荒凉废弃，
亚达薛西王恩准凡愿意的犹大人，
都回国重新建造城墙和圣殿。犹
大人的归回之路坎坷艰辛，但他
们从此不再是寄居外邦的民族，
因此这次回归之旅有多了一些甜
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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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要注意到以
斯拉的领导才干。他必须说服那
些越来越喜欢安居在巴比伦的以
色列人。当时的巴比伦是一个富
庶繁华之城，许多以色列人不愿
返回荒凉的耶路撒冷。并且重新
修造城墙和圣殿也不是件轻而易
举之事。
不仅如此，当他劝说百姓聚集归
回时，突然发现民中没有利未人，
而利未人又非常重要，因此他不
得不回去劝说他们。只有在以斯
拉训练自己听从上帝的声音并恒
切祷告的条件下，他才能做到这
件事。
你觉得上帝如何使用你去影响你
周围的人呢？

星期日
在阅读了“走出故事”中的问题
后，你觉得你能成为像以斯拉那
样的领袖吗？你是否一直在训练
自己，使自己愿意听从上帝并将
祂的旨意作为自己心中的渴望呢？
以斯拉所从事的工作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其前程极容易失败。当
你面临一项不易完成的工作时，
你的感受如何呢？你是否要祈求
上帝的帮助呢？请作解释。

星期一

星期四

以斯拉是这个故事中的关键人物。
本周课程存心节说，他不仅定意
要明白上帝的律法，并且始终将
律法书保存下来。我们是否愿意
做上帝要我们从事的工作呢？如
果不愿意，说说其中的原因。我
们是否在意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呢？
以斯拉在意！他不仅在意，并且
当上帝感动他的时候，他便马上
投诸行动。他立志成为上帝所要
他成为的人，去做一名领袖，帮
助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你是否定意要更加明白圣经并寻
求上帝的旨意呢？你是否想要带
领别人来归向基督呢？这是一个
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当
你想这样时，你“如何”才能办
到呢？首先，你要祈求上帝进入
你的生活中，并祈求让你感受到
祂的同在。之后，你要殷勤查考
圣经，看看上帝在其中对你说了
什么。再后，便是要开始行动，
照着你从圣经中理解的正确道路
去度过自己的人生。

星期二
“但他并不满足自己的属灵状况。”
在“聚光灯”中的这句话对于本
周整个课程的学习和对以斯拉这
个人的理解非常重要。我们经常
觉得自己的属灵状况有问题。我
们总觉得自己明白自己所做的事。
但是，当我们开始“不满足自己
的属灵状况时，”我们便踏上了
上帝希望我们去走的道路。我们
是否愿意殷勤研究圣经并从中发
现上帝的旨意呢？我们是否愿意
在上帝的旨意临到我们时马上投
入行动呢？

星期五
上帝对你是否有个计划呢？这是
肯定的！上帝对祂的全体百姓有
个计划：就是让他们彼此合而为
一。上帝渴望与我们所有人联合，
也渴望与你联合。你要问自己一
个问题：“主啊，我如何才能成
为像以斯拉那样的领袖呢？”

星期三
本周课程“妙语连珠”中的经文
着重描述了我们的心灵。以斯拉
定意热爱上帝并寻求祂的旨意，
因此便预备好了自己的心灵。人
做事总是先有决定，再有行动。
以斯拉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
榜样。
特里萨修女所说的话阐明了我们
应有的做事动机。事实是，当我
们的心灵预备妥当之后，我们就
越来越愿意照着上帝对我们人生
的旨意去做去行。如果以斯拉能
够说服国中子民回国，那我们该
怎样说服自己呢？

本周阅读*

《先知与君王》第5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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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这
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完
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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