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經：尼希米記8：1-3,13-18;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裡。

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前的寬闊

處，請文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

色列人的律法書帶來。 七月初一日，祭

司以斯拉將律法書帶到聽了能明白的男女

會眾面前。 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從清早

到晌午，在眾男女、一切聽了能明白的人

面前讀這律法書。眾民側耳而聽。



尼希米記13-15

次日，眾民的族長、祭司，和利未

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裡，要留心

聽律法上的話。 他們見律法上寫著，

耶和華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

節住棚， 並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傳

報告說：你們當上山，將橄欖樹、野

橄欖樹、番石榴樹、棕樹，和各樣茂

密樹的枝子取來，照著所寫的搭棚。



尼希米記16-18

於是百姓出去，取了樹枝來，各人在
自己的房頂上，或院內，或神殿的院內，
或水門的寬闊處，或以法蓮門的寬闊處搭
棚。從擄到之地歸回的全會眾就搭棚，住
在棚裡。從嫩的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到這
日，以色列人沒有這樣行。於是眾人大大
喜樂。 從頭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
日念神的律法書。眾人守節七日，第八日
照例有嚴肅會。



上帝喜悅聽祂、順服祂話語的人

撒母耳記上15:22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

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

話呢？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

羊的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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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8:11

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
地上。 人饑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
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NIV)

看哪！ 日子快到，這是主耶和華的宣告。
我必使饑荒臨到這地，這饑荒不是因為沒
有食物，這乾渴不是因為沒有水;而是因
為聽不見耶和華的話。 (新譯本)



AMOS 8:11

“The days are coming,”declares 
the Sovereign LORD, “when I will 
send a famine through the land，
not a famine of food or a thirst 
for water, but a famine of 
hear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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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
一）渴慕神的話語

尼8:1-3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
城裡。 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前
的寬闊處，請文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
西傳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帶來。 七月初一
日，祭司以斯拉將律法書，帶到聽了能明
白的男女會眾面前。 在水門前的寬闊處，
從清早到晌午，在眾男女，一切聽了能明
白的人面前讀這律法書。 眾民側耳而聽。



1，靈渴慕

詩篇143:8

求祢使我清晨得聽祢慈愛之

言，因我倚靠祢;求祢使我知道

當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祢。



2，心敬虔

尼希米記8：5-6

以斯拉站在眾民以上，在眾民
眼前展開這書。他一展開，眾民就
都站起來。 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
的神；眾民都舉手應聲說：阿們！
阿們！就低頭，面伏於地，敬拜耶
和華。



3，要較真

尼希米記8：8

他們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

法書，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

所念的。



4，有反應

尼希米記8：9

省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

斯拉，並教訓百姓的利未人，對眾

民說：今日是耶和華─你們神的聖

日，不要悲哀哭泣。這是因為眾民

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



二)，喜愛神的話語

尼希米記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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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莫憂愁

神的心意不是要人停留在憂傷
裡，而是要人得著赦罪的喜樂！ 因
為：

1)，一味的憂傷使人喪失前進的動力;

2)，憂愁也很容易變成自憐，成為撒但

捆綁人的鎖鏈。



2,要喜樂

吹角節的角聲是宣告救贖和恢
復，而不是定罪和捆綁，所以值得
快樂。

以色列眾民大大快樂，因為他
們明白所教訓他們的神的話語。

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意指凡事
討神喜悅，神對我們的滿足和悅納，
會成為我們行走天路的力量.



耶利米15：16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我得著你的言語

就當食物吃了；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

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NIV）

我一得到你的話，就把它們吃了；你的

話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耶和華萬軍

的 神啊！因為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

(新譯本)



三)，遵行神的話語

1,按規則

你們當上山，將橄欖樹、野橄欖樹、

番石榴樹、棕樹，和各樣茂密樹的枝子

取來，照著所寫的搭棚。 於是百姓出去，

取了樹枝來，各人在自己的房頂上，或

院內，或神殿的院內，或水門的寬闊處，

或以法蓮門的寬闊處搭棚。從擄到之地

歸回的全會眾就搭棚，住在棚裡。



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守住棚節



2,去踐行

馬太福音7：24

耶穌說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
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盤石上，雨淋，
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
因為根基立在盤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
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
土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箴言28：9

轉耳不聽律法的，他的

祈禱也為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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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勸勉與思考

約翰福音14：23

耶穌說：人若愛我，就必遵

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

我們要到他那裡去，與他同住。



以賽亞書66：1-2（使徒行傳7：49）

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腳凳。 你們要為我造何等

的殿宇？ 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

所以就都有了。 但我所看顧的，就

是虛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



七十士譯本 BRENTON 
SEPTUAGINT TRANSLATION

這節經文是 For all these things are 
mine, saith the Lord: and to whom 
will I have respect, but to the 
humble and meek, and the man
that trembles at my words.

意思是我要尊重那些謙卑、柔和、

對我的話語戰兢的人。



1，你是一位渴慕、喜愛上帝話語

的人嗎？

2，你是一位樂意謙卑遵守、踐行

上帝話語的人嗎？

3，你的身心靈是否能成為聖潔神

的殿，成為上帝的安息之所？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