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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班的課程要求

1.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2. 上課前必須已經讀完該週的進度

3. 參加每次上課的隨堂測驗

4. 不遲到，不早退，專心上課，有良好的學習態度



讀經者的信念

1. 我相信聖經是神純全無誤的話語，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
準則

2. 我相信神會藉著聖經向他的兒女說話

3. 我相信一個人若是喜愛神的話語，並且謹守遵行，這人便為有
福



先知

• 先知的定義：為神傳遞信息的人（申18:18）。

• 先知的驗證：凡他所說的都必成就（申18:22；撒上3:19-20）

• 先知的權柄：來自於神的話語：「耶和華如此說」。

• 先知的堅忍：先知往往是不受歡迎的，在逆境中過一生。

• 最大的先知：摩西（耶穌之外）。



書目練習



讀經班：We Read Bible.® 

• 讀經班的目的，是要你自己養成讀聖經的習慣，並且學會讀聖經的方法。

• 身為基督徒，你這一生將會查考許多聖經。可是，如果你從來沒有養成讀經的習慣，
從來沒有學會讀經的方法，雖然你查了一輩子的經，結果你年輕的時候一知半解，
你老了還是一知半解。你這一生的查經，只是把原先的一知半解延續下去而已。因
為你每次來參加團契的查經，每次來參加主日學的查經，你就是臨時湊一湊思想，
臨時找幾句話來講。你並沒有事先將經文好好讀過，更沒有下功夫去瞭解自己所不
明白的地方。

• 這樣子查下去，雖然你這一生對經文發表過許多意見，也聽別人發表過許多意見，
可是你年輕的時候不懂的經文，你老了還是不懂。你一直不懂，是因為你從沒有把
聖經好好的讀一遍。你做了一輩子的基督徒，但卻從未在聖經上下過功夫。你不是
進步了一輩子，你是懵懵懂懂了一輩子，糊裡糊塗了一輩子，人云亦云了一輩子，
裝模作樣了一輩子，胡言亂語了一輩子。



讀經班：We Read Bible.® 

• 神叫他的兒女明白他的話語，並且遵行他的話語。是的，神知道你要生活，神知道你為許多
的事情操心，神知道你為許多的事情忙碌，可是神還是要你明白並遵行他的話語。摩西時代
的以色列人要生活，耶穌時代的門徒要生活，現代的你也要生活。摩西時代的以色列人要明
白神的話語，耶穌時代的門徒要明白神的話語，現代的你也要明白神的話語。並不是說，從
前的人不忙碌，他們有時間去明白神的話語；現代的我很忙碌，我沒有時間去明白神的話語。
其實，大家為生活而忙碌的情況是一樣的，只不過從前的人是在農場和牧場上忙碌，你是在
學校、家庭、和職場上忙碌。

• 生活的智慧，在於適當地安排優先次序。套用一句老話: Let first thing first 讓第一事件位居第
一。只要你願意，必定能夠將「讀神話語」的優先次序向上調動。一旦調動成功，你所得到
的利益將是巨大的！你的身、心、靈，你的家庭及事業，你的敬拜與事奉，都將得到明顯的
改善。

• 讀經班是培養讀經習慣的好地方。一群心志相同的弟兄姊妹一起讀經，能夠產生一股向上的
力量，督促自己好好研讀神的話語。願你保持讀經的習慣，願神祝福你讀經的日子！



哈該書

• 主題: 聖殿的重建

• 對象: 被擄歸回之猶太人

• 時間: 波斯王大利烏二年, 主前520年

• 大綱:

 第一篇信息, 六月初一日, 1:1-11

 第二篇信息, 六月廿四日, 1:12-15

 第三篇信息, 七月廿一日, 2:1-9

 第四篇信息, 九月廿四日, 2:10-19

 第五篇信息, 九月廿四日, 2:20-23



哈該書

時代背景：
1. 波斯王大利烏（Darius）：又稱大流士（大利烏是根據原文亞蘭文發音，大流士是

根據希臘文發音）於522 BC – 486 BC作王，締造了波斯國的全盛時代。他一生擴張
了許多領土，於晚年時發動侵略希臘的戰爭，結果在馬拉松的關鍵戰爭中打了敗
仗（the battle of Marathon, 490 BC）。大利烏早已作古，馬拉松長跑卻流傳至今。

1a. 大利烏二年520 BC：先知哈該向以色列人說預言，鼓勵眾人重建聖殿。

1b.大利烏六年亞達月初三日（516 BC 3月12日）：聖殿完成（以斯拉記6:15）。

2. 重建聖殿的過程：

2a.  波斯王古列元年（539-538 BC），古列王（Cyrus the great, 又稱居魯士。聖
經的名稱是根據原文發音，一般常見的名稱多是根據希臘文或拉丁文的發音）
下詔以色列人 可以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以色列人在省長所羅巴柏和大祭司約
書亞的率領下，回國重建聖殿。



哈該書

2b. 古列二年二月（537 BC），以色列人在省長所羅巴柏和大祭司約書
亞的帶領下，立下聖殿的根基（拉3:8-13）。然而，因為附近居民
的攔阻，使得殿工停頓了十多年。

2c. 大利烏二年（520 BC）在先知哈該和撒迦利亞的鼓勵之下，以色列
人恢復了重建聖殿的工程（拉5:1）。

2d. 大利烏六年亞達月初三日（3/12/516BC）：殿工完竣。有人認為，
從聖殿被毀（586 BC）到聖殿重建（516BC）整整七十年，應驗了
先知耶利米所說的「土地荒涼，安息七十年」（代下36:21，參考
但以理書9:2，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年為滿）的預言。（註：
關於先知耶利米說的“70年” 應當如何計算，一直有許多爭議，
不在此討論範圍之內。）



第一章，責備與鼓勵

•五篇信息的書

• 哈該書有五篇信息，每篇信息都附有日期（年、月、日），這
是哈該書最特殊的地方。

• 第一篇信息，大利烏王二年六月初一日，1:1-11

• 第二篇信息，大利烏王二年六月廿四日，1:12-15

• 第三篇信息，大利烏王二年七月廿一日，2:1-9

• 第四篇信息，大利烏王二年九月廿四日，2:10-19

• 第五篇信息，大利烏王二年九月廿四日，2:20-23



第一章，責備與鼓勵

第一篇信息：責備
• 神的工作為何遲延？

•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那時耶和華的
話臨到先知哈該說：「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 現在萬軍之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該1:2-4）

• 一個美好的故事：哈該書只有二章，所講的是一個極為美好的故事：神的百姓在先知
的鼓勵之下，同心協力建造聖殿，後來終於完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雖然我們內心
有良好的動機，雖然我們都很想為主作工，可是有時候因為遇到了攔阻，再加上我們
的私心，常會使得聖工停滯不前。

• 然而，一切還是有希望的。我們是有聖靈的人，許多時候只要一個提醒，或者一個責
備，我們就能放下使我們忙個沒完的「天花板」（該1:4），將眼光重新投向神的聖
殿，為了神的榮耀而同心建造。



第一章，責備與鼓勵
• 及時的責備：哈該連續書了兩次：「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該1:5,7）。這句話是一個責備，是因為我們的行為不好，所以神要我們省察。許多
時候，直接的責備比委婉的勸說更能帶來積極的效果。特別是對我們這些已經成年、
聽過各種道理的基督徒，哄孩子式的勸說是沒有用的。我們所需要的，常常只是一句
紮紮實實的責備。

• 對神要有反應：神責備以色列人，是因為他們忙於經營自己舒適的小窩，但卻把神的
殿丟在腦後（我的殿荒涼，你們各人卻顧自己的房屋，該1:9）。許多基督徒其實非常
自私，他們要神的祝福，但卻不願為神付出代價。這種信徒令人倒胃，也令人傷心。

幸好的是，哈該時代的以色列人雖然自私，但卻良知未泯。哈該向他們說話，他們就
都聽從，他們對神仍有反應。我們都會自私，也都會走錯路，只要還肯聽神的華，願
意及時悔改，一切就都還有希望。

現代信徒的問題，是許多人心中早已畫下底線，他們是在「只要神祝福，不要我付出」
的前提之下「信主」的。這種人對神沒有反應。他們是教會的蠹蟲，消耗了神的家。



第一章，責備與鼓勵

• 第二篇信息：鼓勵。

• 為神作工的過程：那時，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並剩下的百姓，
都聽從耶和華他們神的話和先知哈該奉耶和華他們神差來所說的話，百姓也在耶和華面前存敬
畏的心。耶和華的使者哈該奉耶和華差遣對百姓說：「耶和華說：我與你們同在。」耶和華激
動猶大省長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並剩下之百姓的心，他們就
來為萬軍之耶和華他們神的殿做工。（該1:12-14）

• 事情發生的順序：神做事，有順序。我們可以從以色列人建造聖殿來學習為神作工的過程：

1. 話語：神派僕人傳講他的話語。

2. 聽從：領袖聽從神的話，百姓在神的面前有敬畏的心。

3. 同在：神宣布他的同在。

4. 激動：領袖及百姓的心被神激動。

5. 作工：他們就動手為神作工。



第一章，責備與鼓勵
神與自己的子民相認同

• 話語與聽從：為神作工必須先有神的話語，以及對神話語的聽從。哈該向以色
列人傳講信息，責備他們各人只顧自己的房屋，卻使神的殿荒涼。以色列人居
然聽進去了！（他們都聽從耶和華他們神的話，該1:12）他們聽從神，是從領
袖到百姓全體聽從神，不是只有領袖聽從神。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表示這是
一群能夠被神所帶領、能夠被神所使用的會眾。

• 事情成功的原因：太多時候教會的事情作不成，不是因為沒有神的話語，乃是
因為沒有對神話語的聽從。一間教會之所以不聽從神的話語，是因為教會的蠹
蟲太多，消耗者太多，假先知和假基督徒太多。一群沒有生命的人，是不會對
生命之主有所反應的！感謝主，哈該的會眾對神有所反應。雖然他所傳講的是
責備的話語，他們也能夠收起自己的自尊，謙卑地接受神的責備，並且以信心
回應神的呼召，重新建造聖殿。



第一章，責備與鼓勵

• 一件無法教的事：因為聽進去神的話，他們在神面前就「存了敬畏的心」（該1:12b），以
至於做成神的工。有一件事是沒辦法教的，那就是敬畏神的心。你能夠教人外面的行為，
但卻無法教人裡面的心態。敬畏神是最基的，這是有關生命的事。一個真心信主的人，他
裡面有從神而來的生命，他就必定敬畏神。若一個「信徒」能夠做到連敬畏神的心都丟了，
他的生命有問題。有時候，我們也需要外來的幫助（如同哈該時代的以色列人），使我們
將敬畏神的心重新燃起。但是，那是因為人的心中存有敬畏神的火苗，所以才能夠被重新
燃起。沒有這個火苗的人，不是真信徒。

• 只要敬畏神就還有救：「敬畏」在原文就是「害怕」的意思，一個人若還怕神，他還會想
到這件事不能做，這句話不能說，還會想到我不能得罪神，那麼無論他現在離開神有多遠，
無論他現在犯了甚麼罪，他都還有救。然而，一個人若不怕神，那就徹底無救了，因為他
連最基本的東西都沒了！太多教會裡，一些信徒，特別是資深的信徒，他們所顧慮的只是
自己的聲望和地位。只要能夠保持自己的聲望和地位，造謠、中傷，甚麼手段都可使用。
還有些人，來教會是別有目的的，或為了做生意，或為了找顧客。一個敬畏神的人，在言
語和行為上有一個不能跨越的底線。沒有底線的人不怕神，他們是可怕的。遠離之！



第二章，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第三篇信息：應許

•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
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該2:8-9）

• 神對聖殿的應許：神應許說，第二座聖殿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從建築本
身來看，第二座聖殿遠遠不如第一座聖殿。第一座聖殿是所羅門全盛時期所建
造的，極其榮耀輝煌。第二座聖殿是被擄歸回的人所建造的，雖然實用，但卻
較為簡樸。那些曾經見過第一座聖殿的父老，見到第二座聖殿，「在眼中看為
無有」（該2:3）。第一座聖殿完成之時，聖的榮光充滿這殿（王上8:11），表
示神對這殿的喜悅。可是，第二座聖殿落成之時，並沒有任何記載說到神的榮
光充滿聖殿。這樣看來，第二座聖殿的榮耀並沒有大過第一座，難道神的應許
落空了嗎？



第二章，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第四篇信息：警告
• 大利烏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你要向祭司問律法，說：若有人用衣襟兜聖肉，這衣襟挨著餅，或湯，或酒，或油，
或別的食物，便算為聖嗎？」祭司說：「不算為聖。」

• 哈該又說：「若有人因摸死屍染了污穢，然後挨著這些物的那一樣，這物算污穢嗎？」
祭司說：「必算污穢。」

• 於是哈該說：「耶和華說：這民這國，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們手下的各樣工作都是
如此；他們在壇上所獻的也是如此。」（該 2:10-14）

• 污穢的傳染：以色列人忙著建殿，心中想著這棟建築一旦完成之後，一切會多
麼的美好。就好像一對購買新居的夫婦，或者一群建造新堂的基督徒，對未來
充滿了美麗的憧憬。就在這時候，神藉著哈該向以色列人說話了。



第二章，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 神問他們兩個問題：第一，一件聖物可不可以使其它的東西成聖？答案是不能。

第二，一個污穢的人可不可以使其它的東西變為污穢？答案是可以。神要以色

列人知道，聖潔不能傳染，但是污穢卻可以傳染。可是，現在正在建殿，不是

應該談談工程上的事嗎？神為何卻要談聖潔與污穢的事？

• 人要聖潔：神對以色列人說：「這民這國，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們手下的各

樣工作都是如此；他們在壇上所獻的也是如此。」神要以色列人知道，聖殿不

會因為一個聖潔的人碰到它，就會變得全然聖潔，好像點金的手指碰到它，整

棟建築就變為黃金一樣。但是，聖殿卻會因為一個污穢的人，而使得全體都變

為污穢。一切手中的工作，祭壇上的獻祭，都會變為污穢。神的信息是甚麼？

神在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只將眼光放在工程的本身，而要注意到自己是否聖潔，

不要讓聖殿因為你而變質。



第二章，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第五篇信息：應許

• 這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哈該說：「你要告訴猶大省長所羅
巴伯說：我必震動天地。我必傾覆列國的寶座，除滅列邦的勢力，並傾
覆戰車和坐在其上的。馬必跌倒，騎馬的敗落，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殺。

•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僕人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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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2:20-23）

• 神對所羅巴伯的應許：神要所羅巴伯知道，他將傾覆列國，並將賜
給所羅巴伯神的權柄（以你為印，這印乃是戴上為戒指的權印）。
可是，所羅巴伯並未重建大衛王朝，也沒有看到神傾覆列國。而且
他只是波斯國中的一個省長，並沒有多大的權柄。難到神的應許落
空了嗎？



哈該書的信息

1. 在基督裡的應許

• 神長遠的眼光：神看重他對人類的救恩，遠勝過一棟建築物。神的
眼光是長遠的，他許多寶貴的應許，都是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得著應
驗。神對聖殿的應許，以及對所羅巴伯的應許，是在基督裡應驗了。

• 耶穌以自己為殿：耶穌曾經在聖殿中，以自己的身體為殿說：「你
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在建立起來」（約2:18-22）。其實，在聖
殿中的耶穌才是那真正的聖殿，而這殿的榮耀，遠大過從前的榮耀。

• 耶穌是所羅巴伯的後代：從耶穌基督的家譜我們看到，從肉身來說
耶穌是所羅巴伯的後代（太1:12，路3:27）。因此，神對所羅巴伯
「以你為印」的應許，也在基督裡得著應驗。



哈該書的信息

2. 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 耶穌曾經對們徒說：「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
6:33）意思是要信徒調整好優先次序，要將神的事放在第一位，而不要只顧慮自己的事。
「先求神的國」是哈該書很明顯的主題之一，藉著重建聖殿，哈該書將這層意思表達得淋
漓盡致。

• 神的殿荒涼：那時，重建聖殿的工程已經停頓了十七年。各人只顧著經營自己的家，住在
有天花板的房屋裡（在當時，有天花板的房子乃是奢侈的好房子），卻任憑神的殿荒涼
（該1:4）。他們能夠住好房子，表示具有經濟能力。任憑神的殿荒涼，表示愛自己勝過
愛神。

• 調整優先次序：許多信徒知道向神求東西，卻不知先求神的國。他們的優先次序是我第一，
神第二。這樣的人已經落伍了，趕不上時代了（神的時代）。現代優秀的基督徒，乃是一
群有信心，肯奉獻，不怕挑戰的人。他們將神的事放在第一優先，將自己的事放在其次，
結果因此而經歷到神，並且得到神的祝福。



撒迦利亞書



撒迦利亞書

• 主題: 聖民的重建

• 對象: 被擄歸回之猶太人

• 時間: 主前520-480年

• 大綱: 

• 1.八異象，1-6章

• 2.四信息，7-8章

• 3.二默示，9-14章



撒迦利亞書

• 八個異象：

1. 番石榴樹中的騎士的異象

2. 四角與四匠的異象

3. 手拿準繩的異象

4. 大祭司約書亞的異象

5. 金燈臺與兩棵橄欖樹的異象

6. 飛行的書卷的異象

7. 量器中的婦人的異象

8. 四輛戰車的異象



啟示文學

舊約的啟示錄

• 撒迦利亞書常被稱為舊約的啟示錄，因為書中有許多的異象，並且講到末日
將要發生的事。撒迦利亞書及啟示錄的書寫方式很特別，被稱為啟示文學。

啟示文學的特色

1. 異象或異夢

2. 有關未來的事，特別是關乎世界的末了

 舊世界的結束

 神的國度由天降臨，而非逐漸發展而成。

3. 天使擔任中介者及解釋者

4. 象徵性的描述。



撒迦利亞書

• 第一撒迦利亞與第二撒迦利亞

• 在專家的分類上，撒迦利亞書1-8章被稱為「第一撒迦利亞」，9-14章被稱為
「第二撒迦利亞」。

• 這樣分類的原因，是因為 1-8 章很明顯地與所羅巴伯及重建聖殿有關，而 9-
14章卻完全沒有提到這些事，內容反而與末日的預言有關。有些專家因為這
個明顯的差異，認為第一撒迦利亞和第二撒迦利亞是出自於不同之人的手筆。

• 其實從邏輯上來講，這樣的看法並不能成立。因為同樣一位作者，也可以寫
出不同風格及不同內容的東西。所以傳統的看法仍以先知撒迦利亞（這個名
字的意思是耶和華記得）為全書的作者，他得到了不同的啟示，有些是有關
重建聖殿的，有些是有關末日的。他將這些啟示記載下來，目的是要鼓勵神
的子民歸向神。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序言：你們要轉向神！（撒1:1-6）

•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不要效法你們列祖。從前的先知呼叫他們說，萬
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回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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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1:3-4）

• 開宗明義，請君回頭：撒迦利亞的序言很簡單，但卻很重要，因它道出了全
書的主旨。撒迦利亞全書雖有許多的異象及啟示，但是它主要的目的卻是勸
勉當時的人回頭歸向神。這些人過慣了安逸的生活，忘記了神的工作，內心
離神越來越遠。就在這關鍵的時刻，先知發出了呼聲，說：「萬軍之耶和華
如此說：你們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 。在舊約聖經中，「悔改」的原
文是「轉向 shub」這個字，就是「從錯誤的道路中回頭」的意思。感謝主，
當時的以色列人聽了先知的話，就回頭了。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先知與神的工作：

• 波斯王大利烏二年（520 BC），猶大省長所羅巴伯站在聖殿的工地上，
感到一籌莫展。十七年前，他帶著四萬多名以色列人從巴比倫回到耶
路撒冷，一心想要重建聖殿。然而，自從一開始立好了聖殿的根基，
工作就停頓下來了。大家都說這是因為敵人從中阻撓的緣故，可是，
眼看著許多人都住進有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卻依然荒涼，所羅巴伯
不禁悲從中來，嘆道：「主啊，你的僕人日漸老去，在我有生之年，
還能完成你的託付嗎？」

• 就當所羅巴伯感到無助的時候，神派了兩位先知來幫助他。神所派的
是哈該及撒迦利亞二人，他們去向以色列人說話，使得百姓大得激勵，
重新動手建造聖殿：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 那時，先知哈該和易多的孫子撒迦利亞，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猶大和耶路撒冷
的猶大人說勸勉的話。於是，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
都起來動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裡幫助他們。（拉5:1-2）

• 猶大長老因先知哈該和易多的孫子撒迦利亞所說勸勉的話，就建造這殿，凡
事亨通。他們遵著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烏、亞達薛西的旨意，
建造完畢。大利烏王第六年，亞達月初三日，這殿修成了。（拉6:14-15）

• 哈該書、撒迦利亞書與重建聖殿：當時的猶太人是因為聽了先知哈該和先知
撒迦利亞所說的話，得到了鼓勵，於是才重新動手建造聖殿，並於四年之內
完成。哈該書及撒迦利亞書所記載的，主要就是這兩位先知對當時的猶太人
所說的話。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甚麼是先知勸勉的話？

• 意料之外的勸勉：根據聖經的記載，當時哈該及撒迦利亞兩位先知「奉以色列神的名向

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猶大人說勸勉的話」（拉5:1）。甚麼是「勸勉的話」？是好言相勸？

還是給他們加油打氣？我們讀哈該書和撒迦利亞書，找了半天，卻找不著傳統觀念中那

種加油打氣的「勸勉的話」。所找著的，卻是一些責備的話以及神的應許。難道這些就

是先知的「勸勉的話」？所羅巴伯和猶太人難道就是聽了這些話而受到激勵？

• 信心與神的話語：先知的話是從神來的，只要是從神來的話，若是以信心接受，就會成

為勸勉的話。這些話會成為內在的動力，使信徒大得激勵，並且發憤圖強。事情的重點

不是先知說話的內容，而是聽眾內心的態度。所羅巴伯和當時的猶太人以信心接受了先

知所說的話，結果就完成了神的工作。你呢？弟兄姊妹，只要有神在，不怕工作難。你

若肯以信心接受神的話語，你的心也會得著勉勵，使你的生活和事奉大有進展。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第一個異象：番石榴樹中的騎馬者

•我夜間觀看，見一人騎著紅馬，站
在窪地番石榴樹中間。在他身後又
有紅馬、黃馬，和白馬。我對與我
說話的天使說：「主啊，這是什麼
意思？」（撒 1:8-9）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異象的意義：

• 人物：騎紅馬的和其它的騎馬者（紅馬、黃馬、白馬都是有人騎的）乃是神的使者，
在遍地巡迴（走來走去）。

• 報告：巡迴者提出報告，他們見到「全地都安息平靜」。時當波斯的盛世，國泰民
安，全地安息平靜。

• 信息：神所關心的並非表面的安息平靜，而是他的旨意成就。神說：「我為耶路撒
冷，為錫安，心裡極其火熱。」神的旨意是要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這
個旨意必定會成就：「所以耶和華如此說：現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憐憫，我的
殿必重建在其中，準繩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 應用：當你凡事順利，「全地都安息平靜」的時候，是否表示神的旨意就已經成就
了？神雖然關心你個人的福利，但他更關心他的旨意成就。耶穌說：「你們要先求
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6:33）。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第二個異象：四角與四匠

我舉目觀看，見有四角…耶和華
又指四個匠人給我看。

我說：「他們來做什麼呢？」

他說：「這是打散猶大的角，使
人不敢抬頭。但這些匠人來威嚇
列國，打掉他們的角，就是舉起
打散猶大地的角。」（撒
1:18,20-21）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異象的意義：

• 人物：四個角（角代表力量）代表四個打散以色列人的國家。四個匠人代表
打敗這些國家的新勢力。四是一個全面性的數字（如：四方），聖經並沒有
說這四角是哪四角，這四匠是哪四匠，所以我們也不必瞎猜。

• 信息：以色列曾經被征服過，人民曾經被分散過，此乃歷史的事實。如今那
些征服過他們的國家（四角）都已經不存在了，而以色列這個國家卻仍然存
在。這一切乃是神的作為：神大過一切的勢力，神的旨意必定成就。

• 應用：你若在現實的生活中看到四角，也當以信心的眼睛看到四匠。你若看
到強大的勢力向你衝來，為難你、打擊你，你也當看到神仍在掌權。當信靠
神，相信當神的時候來到，「四匠」將會出現。你只管行在神的旨意中：
「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羅8:31）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第三個異象：拿著準繩的人

• 我又舉目觀看，見一人手拿準繩。我說：「你往那裡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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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又有一位天使迎著他來，
對他說：「你跑去告訴那少年人說，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無城牆的鄉村，因
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華說：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榮耀。」
（撒2:1-5）

• 預言耶路撒冷的復興：在第一個異象中，神說「準繩將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撒
1:16），表示神將要重建耶路撒冷。第三個異象更清楚地說明了神的計劃：耶路撒
冷不但將被重建，而且會人畜增加，更加興旺。與那些曾經征服耶路撒冷的國家的
首都如尼尼微、巴比倫等城市相比，這些城市將會成為荒煙蔓草，而耶路撒冷卻將
更加繁榮。時至今日，我們看到歷史的演變果真如神所說，不得不令人心中感到敬
畏。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 火牆 Firewall與神的榮耀：神說，祂將「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
並要作其中的榮耀。」火城就是火牆，圍繞耶路撒冷，使敵人不
得侵入。（現代的 firewall是一種電腦軟體，保護你的電腦不受到
外來的侵害）。對教會來說，最好的保護就是神的的同在，圍繞
著教會成為火牆，並在教會中顯出祂的榮耀。

• 萬民歸主：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城（City of God），屬神的人住在
其中（參考啟示錄21:10）。先知預言說：「那時，必有許多國歸
附耶和華，作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間。」（撒2:11）。萬國
之中都會有人歸主得救，成為神的子民，住在新的耶路撒冷，永
遠與神同在。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第四個異象：大祭司約書亞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說：「你
們要脫去他污穢的衣服」；又
對約書亞說：「我使你脫離罪
孽，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
我說：「要將潔淨的冠冕戴在
他頭上。」他們就把潔淨的冠
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華美
的衣服，耶和華的使者在旁邊
站立。 （撒 3:3-4）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 人物：大祭司約書亞。大祭司是代表整個以色列的人物，他來到神面前的時候穿著污
穢的衣服，後來被脫去，換上華美的衣服，並戴上潔淨的冠冕（turban，頭巾）。

• 信息：這個異象有非常豐富的屬靈信息：

1. 神潔淨罪人：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並受到撒但的控告。然而，神卻脫去他污穢
的衣服，給他換上潔淨華美的衣裝。約書亞代表神的子民，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罪
人，雖然滿身罪汚，但卻蒙神潔淨。

2. 聽命方可事奉：蒙恩得救的目的是要事奉神（saved to serve），事奉神的條件是必
須聽從神的話。使者告誡約書亞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若遵行我的道，謹
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撒3:6）

3. 大衛的苗裔：約書亞當知，神將使「大衛的苗裔發出」（彌賽亞），將有一塊石頭，
其上有七眼，將於「一日之間除掉這地的罪孽」（撒3:9）後來，在神所命定的某
一日，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被釘於十字架上，除去世人的罪孽，成就了這個預言。



彌賽亞（受膏者）
將會同時具有君王
和祭司兩種身份

兩個受膏者，一個是統治
者（所羅巴伯）一個是大
祭司（約書亞）

燈臺發光代表代表建殿成
功，也代表神的子民反映
出神的榮耀

金燈臺代表聖殿，也代表
神的子民

金油從橄欖樹注入燈
臺, 代表聖靈的能力從
受膏者注入子民

橄欖樹代表 “油子” ，
就是神的受膏者

第五個異象：金燈臺與橄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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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第六個異象：飛行的書卷

我又舉目觀看，見有一飛
行的書卷…他對我說：
「這是發出行在遍地上的
咒詛。凡偷竊的必按卷上
這面的話除滅；凡起假誓
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話除滅。
（撒 5:1,3）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 罪的咒詛：天使說，飛行的書卷乃是神對罪的咒詛，書卷的正、反兩面都有
字：「這是發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詛，凡偷竊的必按卷上這面的話除滅，凡起
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話除滅。」（撒5:3）「偷竊的」和「起假誓的」是
代表性的說法，不是說僅有犯這兩種罪的人才會受到咒詛，而是一切犯罪的
人都會受到咒詛。

• 無法趕走的房客：神說，這個書卷將會進入罪人的家，住在裡面，直到這個
家全然毀滅：「我必使這書卷出去，進入偷竊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
必常在他家裡，連房屋帶木石都毀滅了」（撒5:4）。咒詛將「常在（住在）
他家裡」，成為無法趕走的房客，直到完成他的使命，就是使這個家全然毀
滅。

• 遠離罪，敬畏神：這個異象告誡我們要敬畏神，遠離罪，免得招來罪的咒詛。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第七個異象：斗中的婦人

我又舉目觀看，見有兩個
婦人出來，在他們翅膀中
有風，飛得甚快，翅膀如
同鸛鳥的翅膀。他們將量
器抬起來，懸在天地中間。
（撒 5:9）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 罪在量器中：天使叫撒迦利亞舉目觀看，他看到一個量器（原文是伊法。伊
法是度量的單位，也是量器。如同中國的斗，斗是度量的單位，也是量器）。
量器中坐著一個婦人，天使說，這婦人代表罪惡（人的罪何其多，乃是車載
斗量）。於是，天使用很重的鉛蓋將量器蓋上，不讓其中的罪出來。

• 安置在士拿地：蓋上還不夠，必須要移走，因為所在之地乃是聖地。於是有
兩位長著翅膀的婦人，將量器抬到天地之間，向士拿地飛去。士拿就是巴比
倫，在聖經中巴比倫乃是罪惡的象徵。天使說，不但要將罪移到士拿地，還
要在那裡為它「蓋造房屋」，將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撒5:11）。罪屬
於罪惡之地，不屬於聖地，所以要將它放到自己的地方，不要使聖地受到污
染。

• 應用：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應當保持聖潔。罪不屬於聖地，有罪必須蓋上，
必須移走，不使它污染聖潔之地。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第八個異象：四輛戰車

我又舉目觀看，見有四輛
車從兩山中間出來；那山
是銅山。 第一輛車套著
紅馬，第二輛車套著黑馬。
第三輛車套著白馬，第四
輛車套著有斑點的壯馬。
（撒6:1-3）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 得勝的戰車：在最後一個異象中，撒迦利亞看到了四輛車（戰車），從二座
銅山之間出來。天使說，這是天的四風（四風就是四靈，風與靈在原文是同
一個字），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他們要「在遍地走來走去」。既然是戰
車，他們的「走來走去」就不是去觀光，乃是去征服。於是，從北方傳來了
捷報，「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撒6:8）士拿地在北
方，征服北方就是征服罪惡，使神的心得安慰。這個得勝的戰車之異象，表
示罪惡的勢力將被征服，神將會得勝。

• 君王與祭司合一：神叫撒迦利亞去到一個人的家中，那裏有三個從被擄之地
歸回的人。撒迦利亞要向這三人取得金銀，用這金銀作成冠冕（crown，原
文是指王冠。撒3:5的冠冕是另外一個字，指大祭司所戴的頭巾turban）。他
們要將這冠冕戴在大祭司約書亞的頭上，表示君王和祭司兩個職位將要合一。
問題是，在誰的身上這兩個職位將會合一？



冠冕 Crown，撒6:14 王冠 冠冕 Turban，撒3:5 大祭司冠



第一章至第六章，序言與異象

大衛的苗裔：君王與祭司合一這件事，將會發生在「大衛的苗裔」身上：

•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那名稱為大衛苗裔的，他要在本處長起來，
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他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並擔負尊榮，坐在位上掌
王權；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 （撒6:12-13）

• 誰能夠「坐在位上掌王權，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
當時的大祭司約書亞並沒有掌王權，當時的省長所羅巴伯並沒有作祭司，
所以不是他們二人。既掌王權，又作祭司的，只有耶穌基督。耶穌基督
是萬王之王（啓19:16），又是尊榮的大祭司（來4:14）。

• 撒迦利亞在最後一個異象中看到了未來的榮耀，將我們帶到「大衛的苗
裔」耶穌基督。他是帶著王冠的祭司，是神所設立的彌賽亞（受膏者），
是為我們捨命的主。



第七章，真正的禁食

第一篇信息：查驗你的動機，撒7:1-7 

• 人的問題：我還要繼續禁食下去嗎？

• 我歷年以來，在五月間哭泣齋戒，現在還當這樣行嗎？（撒7:3）

• 神的問題：你的動機是甚麼？

• 你們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豈是絲毫向我禁食嗎？你們吃喝，不
是為自己吃，為自己喝嗎？（撒7:5-6）

• 人看外表，耶和華看內心：小先知書讀到這裡，我們應該知道神並不看重宗教動作
的本身（如：崇拜、禁食），他所看重的乃是在宗教動作之後有正確的動機。神問
當時的以色列人：你們為甚麼禁食？你們豈是絲毫（注意“絲毫”二字）向我禁食？
你們吃喝，是為自己吃喝；你們禁食，也是為自己禁食。禁食應當是向神禁食，在
禁食期間檢討自己，刻苦己心，向神悔改。若是禁食期間只知自卑自憐，或將禁食
當成一種功德，為要在神面前得分，那麼這樣的禁食在神面前就毫無功效。



第七章，真正的禁食

第二篇信息：不聽耶和華話的後果，撒7:8-14 

• 你們所當作的是甚麼？

• (1) 要按至理判斷。(2) 各人以慈愛憐憫弟兄。(3)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
和貧窮人。(4)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弟兄。（撒7:9-10）

• 你們不去作的後果是甚麼？

•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曾呼喚他們，他們不聽；將來他們呼求我，我也不聽！
（撒7:13）

• 屬靈的因果關係：神與人之間的關係，乃是一種屬靈的因果關係。撒迦利亞書第一
章，神說「你們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撒1:3）。撒迦利亞書第七章，神說
「我曾呼喚他們，他們不聽；將來他們呼求我，我也不聽」（撒7:13）。你親近神，
神就親近你。你遠離神，神就遠離你（耶和華的榮耀離開了以色列）。神的心意是
要親近你，是要使你得福，但是你必須願意親近他，遵行他的旨意。



第八章，耶和華的十個應許

• 信息的格式與應許的格式：

• 撒迦利亞書第八章很特別，其中有耶和華的十個應許，包裝於兩篇信息之中。

每篇信息以「萬軍之耶和華的話臨到我」開始（亞8:1,18）。每個應許以「萬

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開始（亞8:2,3,4,6,7,9,14,19,20,23）。

• 應許的性質與應驗的時間：

• 這些應許與何人有關？將於何時應驗？這些應許都是祝福性質的，與「以色

列」有關（舊的以色列是血統的兒女，指以色列人。新的以色列是信心的兒

女，指基督徒）。至於應驗的時間，因為文中並未說明，所以只能猜測。有

人認為 8:1-8已於主前二世紀馬加比時代應驗了，其餘的要到基督再來時才會

應驗。有人卻認為這一切都要到基督再來之後才會應驗。



第八章，耶和華的十個應許

第三篇信息：

• 第一應許（亞8:2）：好消息，神回心轉意了！神對你的心意，決定了你的
一切。這裡告訴我們，神對選民回心轉意了：神將會因為錫安（耶路撒冷，
選民的代名詞）而心裡火熱，並向她的仇敵發怒。

• 第二應許（亞8:3）：神回來了！有神同在，一切才有希望。當初，神因為
以色列人犯罪而離開了他們。現在，神將要重新回到錫安，並使耶路撒冷成
為誠實（更好的翻譯是信實或忠實 faithful）之城。「神與人的同在」和「人
對神的忠實」將再度發生。

• 第三應許（亞8:4）：神回來之後，一切都變好了！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老
人拄著拐杖漫步，男女孩童嬉戲玩耍，一幅平安幸福的景象。

• 第四應許（亞8:6）：美好得令人希奇：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這事在剩
餘的民中看為希奇」。神卻說：難道我也會感到希奇嗎？



第八章，耶和華的十個應許

• 第五應許（亞8:7）：達成神與人立約的目的。神將會帶領人歸回耶路撒冷，他們
要做神的子民，耶和華要做他們的神。這是神與人立約最初的心意，終於達成了。

• 第六應許（亞8:9）：天上的福和強壯的手。有神同在的新生活，將與無神同在的
舊生活完全不同。神是萬福之源，有神就是有福。神說：「但如今，我待這餘剩的
民必不像從前…他們必平安撒種，葡萄樹必結果子，地土必有出產，天也必降甘露。
我要使這餘剩的民享受這一切的福。」神鼓勵他們，手要強壯，做成神的工：「我
要拯救你們，使人稱你們為有福的。你們不要懼怕，手要強壯。」（亞8:11-13）

• 第七應許（亞8:14）：屬天子民的生活。神的子民不應當只享受神的祝福，更要按
照神的心意來生活，使神的名得榮耀：「各人與鄰舍說話誠實，在城門口按至理判
斷，使人和睦。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亞8:16-17）



第八章，耶和華的十個應許

第四篇信息：

• 第八個應許（亞8:18）：禁食變為歡樂。禁食（困苦）的日子將成為過去，「必變為
猶大家歡喜快樂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在歡樂的日子中要討神喜悅：「所以你們
要喜愛誠實與和平。」

• 第九個應許（亞8:20）：列國歸主。神應許說，將來「列國的人」和「多城的居民」
都會「懇求耶和華的恩」。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福音廣傳，萬
民歸主，使這個應許應驗了。

• 第十個應許（亞8:23）：萬民主動來找基督徒。神應許說，「在那些日子，必有十個
人從列國諸族中出來，拉住一個猶大人的衣襟，說：我們要與你們同去，因為我們
聽見神與你們同在了 ！」猶大人，指的是基督徒。基督徒傳福音，有時傳了半天，
沒人要聽，沒人要信，很辛苦。可是，當神動工時，萬民見到基督徒有神同在，都
自動願意歸主。這個情景曾經在使徒行傳出現過，將來還要更大規模地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