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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尼希米记7–13章
注释：《先知与君王》第56,57章

渴望更多明白上帝的旨意
房
角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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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STOCK

存心节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

聚光灯

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

“每次真诚转向主都为人生带来恒久的喜乐。每当一个
罪人顺从圣灵的感化时，他就会在那位鉴察人心之大主的

姓明白所念的。”
（尼8:8）

圣洁对比下，看出自己的罪愆与污秽来。……上帝将悔改
的罪人抱在祂慈爱的怀中，缠裹他们的创伤，除净他们的
罪污，并以救恩的衣袍给他们穿上，这乃是祂的光荣”
（《先知与君王》第56章，最后一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你觉得在敬拜过程中什么是回应上帝慈爱的最有
如果你覺得本課內容非常簡單，那請你再仔細想
想！
效方法，请将下列事情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排
序（一代表最有效，从一到五依次排列。）
給自己提幾個比較困難的問題：
1、預言的目的是甚麼？
2、預言能給你今天的生活帶來哪些不同
欢呼歌唱
？ 沉思默想
3、但以理為甚麼要將這些異象記錄下來
忠心顺从
？ 经常重述圣经上的故事
4、這些異象對於以色列人有甚麼意義
在敬拜、赞美和音乐中贡献自
， 己的才干
尤其是當他們還處於巴比倫之
“七 月 初 一 日 ， 祭 司
囚的
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
時期？
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5、我們為甚麼要學習這一課的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
內
容？你從前讀過這段有關但
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
以
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
理所見異象的經文嗎？
书。众民侧耳而听。
6、這個異象對基督複臨安息
日會
“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
的信徒有何重大意義？為
特备的木台上；玛他提雅、示
甚
麼？
玛、亚奈雅、乌利亚、希勒家

走进
故事

房
角
石

“耶书亚、巴尼、
示利比、雅悯、亚谷、沙比
太、荷第雅、玛西雅、基利他、
亚撒利雅、约撒拔、哈难、毗莱
雅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
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
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
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省长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
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
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
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
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
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
你 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
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
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
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
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
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
和玛西雅站在他的右边；毗 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
大雅、米沙利、玛基雅、哈 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上帝的律法书在流传过程中几
顺、哈拔大拿、撒迦利亚和
乎丧失掉了。犹大人因和外族通
“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
米书兰站在他的左边。以
婚，便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忘记
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 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
了上帝律法书上的训词。这就是
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 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
为什么要有人出面帮助百姓明白上
帝律法书中的旨意。
你知道為甚麼但以理書從第十章到
开，众民就都站起来。 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藉摩西吩
第十二章一直都是在描述第八章中
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 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住棚，
出現的異象嗎？
大 的 上 帝 ， 众 民 都 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
你知道但以理為甚麼不
举 手 应 声 说 ： ‘阿 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
只是照以色列人平常
的規矩哀哭了七天，
们 ！ 阿 们 ！ ’就 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
而是三個七——二十一
低头，面伏于 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
天嗎？你知道他為甚麼這
地，敬拜耶 的搭棚。’”
麼憂傷嗎？

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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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那非人手鑿出來
和华。
的大石頭是預表甚
麼嗎？
但以理書中提到的二千三
百日、一千二百九十日和一千
三百三十五日這些年代數字，猶太
人是在公元八世紀才開始使用“一日頂
一年”這種解經法的。

（尼8：2-15）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请将“走进故事”中凡是出现“明白”这个词语
的地方划出来。在提到教师或听众理解所读
上帝律法书的事上，这个词出现了多少次？你
觉得这段经文为什么要多次强调人们“能够明
白” ？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
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
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
就算不得什么。”（林前13:2）
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
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
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
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诗103:1-5）
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后1:21）

在你阅读本段故事时，你觉得其中的关键词或关键句子
是什么？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
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
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
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了。”（启1:3）
（赛30:15）

你是如何描述这些聚集在一起听以斯拉宣读律法的百姓？他
们对上帝圣言的态度如何？他们参加这次敬拜聚会持续了多
长时间？
对于理解这段故事中所发生的事，你觉得哪节经文能够起到关
键作用？
在这篇故事中，是否
有一个真理要相信？
有一个应许要抓住？
有一件行为要采取？

“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
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
的上帝，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
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
人数增多，耶和华你上帝就必在
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与
你”（申30:15,16）
“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
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
祭，他们本不知道所作的是
恶。你在上帝面前不可冒失开
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上
帝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
的言语要寡少。”
（传5:1,2）

言锦囊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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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道 家 穆 迪 曾 说 ： ‘我

你从这段故事能回想起圣经中哪些其它故事？这篇故事是如何
让你想起其它故事的？
尼希米吩咐百姓吃喝快乐，而利未人吩咐他们静默。你觉
得这两个命令是否冲突？为什么？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
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
每次证道都在想，这或许就
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是自己最后一次证道了，主
（徒3:19）

可能在我证道结束之后就会
降临。’” ?????

言锦囊

名

“上 帝 以 人 为 媒 介 来 实 现 预
怀爱伦，十九世纪美
言。”
国受圣灵感动的宗教作家，基督复
临 安息 日会 的 创建 者之 一?

“尼希米所作恢复崇拜真神上帝的努
力终于获得成功了。只要民众忠于自己
“世 界 上 还 有 许 多 不 明 白 当 代 预 言 的
所立的誓约，只要他们顺从上帝的圣言，
怀爱伦，
人，他们必须得到亮光。”
主就必实现祂的应许而将丰富的恩惠倾降与
十九世纪美国受圣灵感动的宗教作家，基督复临
他们。{PK 668.1}”——怀艾伦，《先知与君王》

安息日会的创建者之一?
第五十六章 领受上帝律法的训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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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本周课程“你的看法”中邀请你照自
己的观点，将其中所列的五种敬
拜方式，按你认为最好的程度进
行排序。犹大百姓聚集在一起，
他们要重新认识上帝并明白祂的
律法，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
是奴隶，是刚刚被尼希米和其他
人从奴役之中赎买回来的。
很不幸，他们中一些人一点也不
认识上帝，也不明白祂的律法，
甚至连希伯来文都不熟悉。因此，
那些主持敬拜的领袖必须一点一
点地，用简单直白的语言向他们
解释上帝的律法。请阅读希伯来
书五章十二节，说说那些旧约时
代和新约时代的希伯来人之间有
何相似性。

房
角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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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请阅读本周学生课程“走进故事”中
的经文，并回答“走出故事”中的问
题。当你审视今天的敬拜和内心
的侍奉时，你将注意到上帝百姓
对祂所发出的由衷回应。
当时，耶路撒冷的城墙虽已重新
建起，但城中都还废弃荒凉，这
正是当时犹太百姓的象征。他们
的心灵固然真诚，但他们对上帝
并祂旨意的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本篇故事中哪一部分对你个
人有触动，请解释一下原因。

星期一

本周课程的存心节是尼希米记八
章八节，这上面说：“他们清清楚
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你是否经常
打开上帝的圣言，要努力明白其
中的教训和段落的意义呢？有些
人觉得圣经是本魔法书，只要你
一打开，便会有奇妙的事发生。
但通常只有在你与上帝有了纯朴、
恒久的谈话和交通之后，你才能静

下心来学习圣经并献身与上帝。
请静下心来想一想，看自己如何
能更加经常性地与上帝交通，好
使祂的圣言能够进入你的生活。

星期二

本周课程“聚光灯”中的内容来自怀
着《先知与君王》，怀爱伦在这
里提醒人们，上帝是多么渴望罪
人回转归向祂，怀着信心到祂这
里来得到欢喜快乐。怀爱伦这样
写道：“上帝将悔改的罪人抱在祂
慈爱的怀中，缠裹他们的创伤，
除净他们的罪污，并以救恩的衣
袍给他们穿上，这乃是祂的光荣”
（《先知与君王》第56章，最后
一段）
你觉得以上对于上帝的描述与你
自己的看法是否吻合呢？你多少
次因为自己与上帝之间的距离越
来越大而不肯祷告或亲近上帝呢？
虽然我们又愚拙又顽固，但是上帝
还是想与我们和好。或许在你的
身边就有这样远离上帝的人，他
们觉得自己有罪羞耻，因此不愿
或不敢归向上帝或与祂说话。今
天就为这些人祷告，祈求上帝赐
你机会去为他们将上帝的心肠和
旨意讲解明白。

星期三

本周课程“妙语连珠”中的经文强化
并复习了本篇故事的主题。你在
这些经文中可以注意到悔改、敬
拜、献身这些主题。你觉得哪段
经文对你最有触动？你觉得哪节
经文抓住了本周故事中所述以色
列人敬拜仪式的核心？
在你过去的经历中，哪次敬拜对
你的属灵生命成长最有帮助和启
发呢？你觉得那次敬拜过程中的
关键性因素是什么呢？为什么？

星期四

在本周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上帝
的百姓聚集敬拜祂，重新与祂建
立关系，再一次地献身给祂，这
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场景啊！在这
次敬拜中发生了太多的好事，以
至百姓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们是
否该唱歌跳舞开个晚会呢？或者
他们应当更加敬畏静默呢？明白
如何回应上帝的恩典不应成为一
种模式化的、人造的东西。练习
静默不言对于我们的心灵非常有
帮助，但向上帝由衷地欢呼歌唱
照样对我们的心灵大有益处。
本周你就可以作这两件事。寻找
机会和恰当的方式表达你内心的
喜悦，使赞美歌颂的声音由里到
外地散发出来。

星期五

你有没有过单独一人鼓掌或者大
声说“阿们”的经历呢？想想看吧，
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祂时，
上帝心中是什么感受呢？祂会不
会非常快乐呢？我们很难想象上
帝把我们召集到祂面前只是为了
让我们学会一套敬拜的仪式并观
看教堂里的节目。
如果说这课给我们什么启示的话，
那就是，上帝以单纯的方式呼吁我
们归向祂，使我们在一种个人的方
式中敬拜祂，表达我们心中的感恩
和赞美。

本周阅读*

《先知与君王》第5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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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