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子民的社會責任：
哈該書、撒迦利亞書和瑪拉基書
對當代基督徒的意義

粵語講座：

5/20(周五) 7-10pm
華語講座：

5/27(周五) 7-10pm

蔡錦圖





小先知書的時代：
風雲變幻的歲月



以色列被擄於亞述
（公元前8世紀）



猶大被擄於巴比倫
（公元前605-586）



「耶和華向耶路撒冷和猶大發怒，
以致把他們從自己面前趕出去。」
（王下24:20）



「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駭。這些國
家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七十年滿了
以後，我必懲罰巴比倫王和那國，並迦
勒底人之地，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
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耶25:11-12）





猶太人被擄後三次歸回的路線
（公元前六至五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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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聖經中，猶太人被擄後歸回的
時代，共有六卷書記載：《以斯拉
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哈該書》、《撒迦利亞書》和《瑪
拉基書》。



歷史記述

1 被擄歸回的歷史回顧（拉1-6章）
哈該和撒迦利亞

2 以斯拉的記述（拉7-10章；尼8-10章）
3 尼希米的記述（尼1-7章，11-13章）

瑪拉基



• 這六卷書涉及的史蹟，可以分為下列兩個階段：
• 第一階段：約在公元前536年，在所羅巴伯的領
導下，第一批被擄的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最終
把聖殿重建，恢復敬拜（拉1:1-6:22）。小先知書
的《哈該書》和《撒迦利亞書》一至八章是屬於
這段時期，勉勵百姓重建聖殿。
• 第二階段：波斯王亞達薛西第七年（約在公元
前458年），由文士以斯拉帶領另一批猶太人返回
耶路撒冷，重建合上帝心意的生活方式，也處理
異族通婚的問題（拉7:1-10:44）。《撒迦利亞書》
九至十四章關於彌賽亞盼望和最後審判，以及
《瑪拉基書》的奇特文學結構，大概是屬於這段
時期之前或之後。



哈該書和撒迦利亞書1-8章的時序

公元前520年

8月29日（大流士王二年6月1日）
哈該勸勉百姓動工（拉

4:24-5:2、該1:1）

9月21日（大流士王二年6月 24日）
建殿工作重新開始（該

1:12-15）
10月17日（大流士王二年7月 21日） 哈該第二次勸勉（該2:1-8）

10-11月（大流士王二年8月）
撒迦利亞第一次的信息

（亞1:1）

12月18日（大流士王二年9月 24日）
哈該第三、四次勸勉（該

2:10-23）
公元前519年 2月15日（大流士王二年11月 24日） 撒迦利亞見異象（亞1:7）
公元前518年 12月7日（大流士王四年9月 4日） 撒迦利亞再見異象（亞7:1）

公元前515年
3月12日（大流士王六年12月 3日） 聖殿完成（拉6:15）
4月21日開始（大流士王六年1月14日

開始）
歡渡逾越節（拉6:19-22）



三位先知的墓地

The Tomb of the Prophets Haggai, Zechariah and Malachi 



哈該書：呼召重臨

I. 第一個神諭（1:1-15）
II. 第二個神諭（2:1-9）
III. 第三個神諭（2:10-19）
IV. 第四個神諭（2:20-23）



撒迦利亞書：敬虔的事奉
I. 引言（1:1-6）
II. 在大利烏王管治期間的信息（1:7-8:23）

(1) 八個異象（1:7-6:8）
1.馬與騎馬者的異象：1:7-17
2.四角與四匠的異象：1:18-21
3.準繩的異象：2:1-13
4.大祭司的異象：3:1-10
5.金燈臺與橄欖樹的異象：4:1-14
6.飛行書卷的異象：5:1-4
7.量器中婦人的異象：5:5-11
8.四車出銅山的異象：6:1-8

(2) 禁食與復興（6:9-8:23）
III. 兩個宣告（9:1-14:21）



瑪拉基書：敬虔的事奉
I. 標題（1:1）
II. 耶和華的愛（1:2-5）
III. 指控祭司（1:6-2:9）
IV. 指控百姓不忠（2:10-16）
V. 神的公義審判（2:17-3:5）
VI. 勸民回轉歸神（3:6-12）
VII. 義人與惡人的結局（3:13-4:3）
VIII. 附錄（4:4-6）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1-8章
危機時代的呼聲



居魯士（古列）銘筒
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有一座居魯士銘
筒（Cyrus Cylinder），是在1879年大英博物
館的考古隊，在美索不達米亞古巴比倫遺址
（現在的伊拉克）發掘到的歷史文物。

銘筒上面刻有居魯士的詔書。這一個泥製圓
筒，寫有古代Akkadian cuneiform script，以
居魯士的名義，宣告他的功績，並宣布他對
各個民族及宗教的尊重，讓人民自由崇拜自
己的神，也不會讓官員壓迫其他民族及宗教。
居魯士信奉巴比倫神Mardurk，他自己認為這
是他的神讓他立下這個政策。

這篇文告，被稱為歷史上第一篇人權宣言，
伊朗送了一個銘筒複製品到聯合國展示。

「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
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
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
穩聖殿的根基。』」（以賽
亞書44:28）



耶路撒冷建殿
的位置



猶太人建殿的困境
• 猶太人返回家鄉（拉1:1-2:70）
• 恢復敬拜的生活和開始重建聖殿（拉3:1-13）
• 當地人士的阻撓：「那地的人就在猶大百姓建造的
時候，使他們的手發軟，擾亂他們。從波斯王居魯
士年間，直到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時候，那些人賄
賂謀士，要破壞他們的計劃。」（拉4:4-5）
• 上書控告：「請王考察先王史籍，必會在史籍上查
知這城是反叛的城，對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來，
城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這城曾被拆毀。我們謹奏
王知，這城若再建造，城牆完工，河西之地王就無
份了。」（4:14-15）



1:1 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耶和華的話藉
哈該先知向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
和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大祭司傳講，說：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建造耶
和華殿的時候還沒有到。」3耶和華的話藉
哈該先知傳講，說：4「這殿荒涼，你們自
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5 現在，萬軍之耶
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6 你
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吃，卻不得飽；
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領工錢
的，領了工錢卻裝入有破洞的袋中。

猶太人建殿的真正困境



哈該書的結構
第一篇信息：訓斥和勸戒（1:1-11）
哈該以猶大領袖所羅巴伯和約書亞為對象，宣告百姓耽延建殿的不
對。百姓的農耕收成不好，就是因為沒有看重上帝的事。故此，百
姓應反省並且重新履行建殿的召命。
百姓的回應（1:12- 15 [15上]）
百姓聽到哈該的說話後立刻悔改，上帝也應許與他們同在。
第二篇信息：鼓勵（ 2:1 [1:15下]-2:9）
猶大百姓立刻動工重建聖殿，不過當他們見到所重建的殿比從前所
羅門王建的聖殿規模小時，就立即灰心。哈該再次勉勵他們，宣告
上帝必使這殿充滿榮耀，把萬國的珍寶都運來。
第三篇信息：教導與堅立（2:10-19）
哈該警戒百姓，不要以為因為挨著聖物就算為聖，也要提防污穢的
感染。哈該也再次安慰百姓，雖然從前收成不好，不過配在上帝卻
要賜福給他們。
第四篇信息：堅立所羅巴伯（2:20-23）
哈該在上述信息的同一天向所羅巴伯宣告，祂以他為印，表明對他
的揀選，帶來極大的安慰和鼓勵。



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
的行為。8 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
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
9 你們盼望多得，看哪，所得的卻少；你們
收到家中，我就吹去。這是為甚麼呢？因為
我的殿荒涼，你們各人卻只為自己的房屋奔
走。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10 所以，因你
們的緣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產。11

我命令乾旱臨到土地、山岡、五穀、新酒、
新油和地上的出產，也臨到人和牲畜，以及
一切人手勞碌得來的。」

第一篇信息：訓斥和勸戒



~ 「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你們心裏要想一想」
只見1:5, 7; 2:15, 18

~ 經濟困難：多種少收（4-9節），旱災（10-11節）

~inclusio (4, 9節)：
這殿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
我的殿荒涼，你們各人卻只為自己的房屋奔走。

第一篇信息：訓斥和勸戒



~10-11節回應了申11:17, 14-15
「以致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使天封閉不

下雨，使地不出產，使你們在耶和華所賜給你們
的美地上速速滅亡。」

~「倖存的百姓」（1:12; 2:2）：「餘民」（比較
賽10:21）

「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的餘民，必歸回全能
的上帝。」

第一篇信息：訓斥和勸戒



12 那時，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約撒答的
兒子約書亞大祭司，和所有倖存的百姓都聽
從耶和華－他們上帝的話，就是哈該先知奉
耶和華他們上帝差遣所說的話；百姓在耶和
華面前存敬畏的心。13 耶和華的使者哈該奉
耶和華差遣對百姓說：「我與你們同在。這
是耶和華說的。」14 耶和華激發撒拉鐵的兒
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
大祭司，和所有倖存百姓的心，他們就來為
萬軍之耶和華－他們上帝的殿做工。15 這是
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百姓的回應（一12-15）



百姓聽到哈該的說話後立刻悔改，上帝
也應許與他們同在（ הָניִכְׁש Shekinah，字
面意思「住在裡面的」）。

［Targum 把 Shekinah{名詞形態} 對照
於出34:9「求主在我們中間同行」{動
詞形態}，相似情況多次出現。］

百姓的回應（一12-15）



2:1 七月二十一日，耶和華的話藉哈該先知傳講，
說：2 「你要曉諭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
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大祭司，和所有倖存的百姓，
說：3 『你們中間存留的，有誰見過這殿從前的榮
耀呢？現在你們看如何？在你們眼中豈不是如同
無有嗎？4 所羅巴伯啊，現在，你當剛強！這是耶
和華說的。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大祭司啊，你當
剛強！這是耶和華說的。這地的百姓啊，你們都
當剛強做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萬軍之耶
和華說的。

第二篇信息：鼓勵（二1-二9）



5 這是照著你們出埃及時我與你們立約的話。我的
靈仍要住在你們中間，你們不必懼怕。6 萬軍之耶
和華如此說：過些時候，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
滄海與乾地。7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都必運
來，我就使這殿充滿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
的。8 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這是萬軍之耶
和華說的。9 這後來的殿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第二篇信息：鼓勵（二1-二9）



所羅巴伯的
第二聖殿





上帝對三座
聖殿的比較



10大流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臨到
哈該先知，說： 11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要
向祭司請教律法，說：12『看哪，若有人用衣服的
邊兜聖肉，這衣服的邊接觸了餅，或湯，或酒，
或油，或別的食物，這些是否成為聖呢？』」祭
司回答說：「不。」 13 哈該又說：「若有人因摸
屍體染了不潔淨，然後接觸任何東西，這東西就
變為不潔淨嗎？」祭司回答說：「必不潔淨。」14

於是哈該說：「耶和華說，在我面前這民如此，
這國也是如此；他們手裏的各樣工作都是如此；
他們在那裏所獻的都不潔淨。」

第三篇信息：教導與堅立
（二10-19）



15「現在，你們心裏要想一想，從今日起，耶和華
的殿還沒有一塊石頭放在石頭上的情況。16那時你
們怎麼了？有人來到二十斗的穀堆那裏，卻只得
了十斗；有人來到酒池那裏要取五十桶，卻只得
了二十桶。17我以焚風、霉爛、冰雹攻擊你們，和
你們手上的各樣工作，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
和華說的。18你們心裏要想一想，從今日起，就是
從這九月二十四日起，從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日子
起，你們心裏想一想：19倉裏還有穀種嗎？葡萄樹、
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雖沒有結果子，從今
日起，我必賜福。」

第三篇信息：教導與堅立
（二10-19）



20這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再次臨到哈該，說：
21「你要告訴猶大省長所羅巴伯說，我必震動天地，
22傾覆列國的寶座，除滅列邦列國的勢力，並傾覆
戰車和坐在其上的。馬和騎兵都必跌倒，各人被
弟兄的刀所殺。23萬軍之耶和華說：撒拉鐵的兒子
我僕人所羅巴伯啊，這是耶和華說的，到那日，
我必以你為印，因我揀選了你。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

第四篇信息：堅立所羅巴伯
（二20-23）



沮喪與失落
重建生命必經的一步



撒迦利亞書的結構
I. 引言（1:1-6）
II. 在大利烏王管治期間的信息（1:7-8:23）

(1) 八個異象（1:7-6:8）
1.馬與騎馬者的異象：1:7-17
2.四角與四匠的異象：1:18-21
3.準繩的異象：2:1-13
4.大祭司的異象：3:1-10
5.金燈臺與橄欖樹的異象：4:1-14
6.飛行書卷的異象：5:1-4
7.量器中婦人的異象：5:5-11
8.四車出銅山的異象：6:1-8
(2) 禁食與復興（6:9-8:23）

III. 兩個宣告（9:1-14:21）



撒迦利亞書的解經關鍵

•本書的時代背景？
•作者是誰？
•本書是一卷？或是多卷的
組合？
•本書有何特點？
•猶太宗教運動
•耶和華的啟示
•天使及撒但
•彌賽亞的預言



4 「不要效法你們的祖先。從前的先
知呼叫他們說：『萬軍之耶和華如
此說，當回轉離開你們的惡道惡
行。』他們卻不聽，也不順從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5你們的祖先在哪
裏呢？那些先知能永遠存活嗎？

撒迦利亞書1章4-6節



6然而我的言語和律例，就是我所吩
咐我僕人眾先知的，豈不臨到你們
的祖先嗎？他們就回轉，說：萬軍
之耶和華定意按我們的所作所為對
待我們，他也已經照樣行了。」

撒迦利亞書1章4-6節



撒迦利亞書的八個異象
（1:7-6:15）

(1) 四馬的異象 →平靜安息臨到
(2) 四角和四匠人的異象 →危機過去了
(3) 一人和準繩的異象 →是時候重建聖殿

(4) 大祭司約書亞蒙衣的異象 →起來事奉吧
(5) 金燈臺和橄欖樹的異象 →倚靠神的靈

(6) 飛卷的異象 →生命重於工作
(7) 量器中的婦人的異象 →遠離罪

(8) 馬車的異象 →開始改變世界



聖地之荒涼與復興（7-8章）

回應禁食問題的信息（7:1-8:19）
1、問題（7:1-3）
2、第一篇信息（7:4-14）
3、相關講論（8:1-8）

4、第二篇信息（8:9-17）
5、回答（8:18, 19）

結論︰全地渴慕神（8:20-23）





當代教會
最缺乏的是甚麼？



上帝的心意不在於聖殿是否完工
而在於建殿者是否立志以上帝的心意為重心

生命重於成果



上帝的吩咐
若遵行

可讓聖殿由無變有
若違背

可讓聖殿由有變無



豈可任由這殿荒涼
省察自己的行為

重新立志行動





撒迦利亞書9-14章
瑪拉基書
危機時代的挑戰



耶和華的的牧人被拒絕
（9:1-11:17）

1、耶和華從北方得勝（9:1-8）
2、王的來到（9:9, 10）
3、歡樂與昌盛（9:11-10:1）
4、斥責冒牌領袖（10:2, 3a）
5、歡樂與歸回（10:3b-11:3）
6、好牧人的命運（11:4-17）



耶和華最後的干預與當時的苦難
（12:1-14:21）

1、耶路撒冷的歡樂（12:1-9）
2、為被扎者哀慟（12:10-13:1）
3、棄絕冒牌領袖（13:2-6）
4、牧人被殺，羊群分散（13:7-9）
5、耶路撒冷的大災難（14:1-15）
6、耶和華被世人尊為王（14:16-21）



事奉上帝的危機
金錢(gold)…
兩性(gentleman/girl)…
人生方向(goal)…
個人榮耀(glory)…
挫折(give up)…

你正在面臨嗎？



在
城市生活
壓迫
的
隙縫裏

如何
可以

倚靠上帝
竭力作工？



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
－我有的只是病弱的身軀和一支禿筆。

不，我有的更多－
只要我真的相信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蘇恩佩：
「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

（1972年12月）



為上帝的言語
燃燒的人生

撒迦利亞書
的挑戰



瑪拉基書的時代



先知的名字

「瑪拉基」的名字的意思是「我的使者」，
可以單單指一個不知名的作者。然而，瑪拉
基更有可能是一個專有的名字。他在舊約其
它書卷未有被提及。



瑪拉基書的主旨

當時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已約有一百年。
耶路撒冷城和第二聖殿已經建成，但百姓
起初的熱情已經冷卻。在尼希米帶領下的
復興時期（尼10:28-39）過後，百姓和祭
司們又再故態復萌，他們變得只習慣守律
法。他們的敬拜馬虎（瑪1:7），什一奉獻
也忽略了（瑪3:8），卻仍然不明白神為何
對他們感到不滿。



神與百姓的對話
• 「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1:2）
• 「我們在何事上藐視你的名呢？」（1:6）
• 「我們在何事上使你不潔淨呢？」（1:7）
• 「這是為甚麼呢？」（2:14）
• 「我們在何事上使他厭煩呢？」（2:17）
• 「我們如何轉向呢？」（3:7）
• 「我們在何事上搶奪你呢？」（3:8）
• 「我們說了甚麼話頂撞你呢？」（3:13）



猶太人的問題

a. 他們懷疑上帝的愛 – 瑪1:1-5
b. 他們沒有榮耀上帝的名 – 瑪1:6-2:9

1) 獻上玷污的祭
2) 獻上不真誠的敬拜

c. 他們污衊了上帝的約 – 瑪2:10-16
1) 娶了外邦女子
2) 離棄了他們的猶太妻子



瑪拉基書的基本信息

1. 瑪拉基宣告上帝對以色列的愛（1:1-5）
2. 不忠的祭司和破壞應許（1:6-2:16）
3. 上帝應許審判罪惡和回報良善（2:17-4:6）



以交錯配列結構看瑪拉基書的大綱

A 神的分別（1:2-5）
B 不將將最好的獻上（1:6-14）

C 偏離律法（2:1-16）
D 神的審判（2:17-3:6）

C’偏離典章（3:7）
B’不肯獻上當獻的（3:8-12）

A’神的分別（3:13-4:3）



耶和華對以色列的愛
(1:1–5)

1 耶和華的話，藉瑪拉基傳給以色列的默示。2耶
和華說：「我曾愛你們。」你們卻說：「你在何
事上愛我們呢？」耶和華說：「以掃不是雅各的
哥哥嗎？我卻愛雅各，3惡以掃，使他的山嶺荒
涼，把他的地業交給曠野的野狗。」4以東若說：
「我們雖被毀壞，卻要重建荒廢之處。」萬軍之
耶和華如此說：「任他們建造，我必拆毀；人必
稱他們為『邪惡之境』，為『耶和華永遠惱怒之
民』。」5你們必親眼看見，你們要說：「耶和
華在以色列疆界之外必尊為大！」



討論

• 上帝不是愛全人類嗎？那為何祂愛雅各，
惡以掃？

• 為甚麼以色列人可以從上帝惡以掃一事，
反而可以見到祂的愛？惡與愛，不是很矛
盾嗎？



甚麼是愛？

愛(love)，希臘字分為四種：
storge 親愛(affection)
philia 友愛(friendship)
eros 情愛(sexual or romantic love)
agape 無私的大愛(selfness love)



瑪拉基時代的信仰問題

• 靈性性上的無情(Spiritual apathy; 瑪1:2,13; 4:6)
• 祭司的失職(尼13:4-9,28-31;瑪1:6; 2:1-9; 3:3,4)
• 敬拜上的退步 (瑪1:7-14)
• 扣下奉獻和祭物 (尼10:32-39; 13:10-14;瑪3:8-12)
• 破壞了安息日(尼10:31; 13:15-22)
• 缺乏道德上的辨別能力(瑪2:17; 3:13-15,18)
• 不尊重上帝的婚姻律法(拉9:1,2;尼10:30; 13:23-28;

瑪2:10-16)
• 社會上的不公義(尼5:1-13;瑪3:5)



3:16–4:3 耶和華的日子
16 那時，敬畏耶和華的人彼此談論，耶和華側
耳而聽，且有紀念冊在他面前，記錄那敬畏耶
和華、思念他名的人。17 萬軍之耶和華說：
「在我所定的日子，他們必屬我，是我寶貴的
產業。我必憐憫他們，如同人憐憫那服侍他的
兒子。18 那時你們必再一次看出義人和惡人，
事奉上帝和不事奉上帝的人有何差別。」



3:16–4:3 耶和華的日子
4 : 1 萬軍之耶和華說：「看哪，那日臨近，勢
如燒着的火爐，凡狂傲的和行惡的都如碎稭，
在那日被燒盡，根與枝條無一存留。2 但是，
對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太陽出現，
其光線有醫治的能力。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裏
的牛犢。3 你們必踐踏惡人；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們必成為你們腳掌下的灰塵。這是萬軍之耶
和華說的。

4:1 “那日”。耶和華的日子（番1:14∼18）。



耶和華的日子

• 「耶和華的日子」，意指神施行審判，復
興以色列的日子（珥三18-21），常稱為
「那日」。

• 這個用語最早出現在阿摩司書五章18至20
節中（另參賽二12-13；結十三5）。

• 在新約中，主的日子是指基督再來之時
（帖後二2）。



瑪拉基書結語的重點

• 你們當遵守神的律法
• 在末日之前，神將差派先知以利亞來挽回

人心。

• 那就是：現在



在Bielefeld、
Detmold、
Minden、
Paderborn的
事奉分享







一同在信仰上委身
你可以做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