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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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讀經班結業： 3/25/2018 

背誦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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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騎著驢駒的君王

耶和華得勝的腳步從北方而來
• 耶和華的默示應驗在哈得拉地大馬
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
都仰望耶和華，） 和靠近的哈馬
，並推羅、西頓…主必趕出他，打
敗他海上的權利；他必被火燒滅。
亞實基倫看見必懼怕；迦薩看見甚
痛苦…。（亞9:1-5）

• 新的段落：撒迦利亞書9-14章是一

個新的段落，內容是有關未來的預
言。這個段落又分為二部份，各以
「耶何華的默示」起頭（亞9:1,
12:1）。

• 神的腳步：以色列的敵人一向來自
於北方，所帶來的是戰爭與毀滅。
如今，神的腳步自北向南邁進，一
路上征服以色列的敵人，將和平與
喜樂帶入耶路撒冷。此段堤到四個
國家：亞蘭（大馬色，哈馬），推
羅，西頓，非利士（亞實基倫，迦
薩）。這四個敵國都被主所征服。



第九章，騎著驢駒的君王

海上霸權今何在？
• 推羅為自己修築保障，積蓄
銀子如塵沙，堆起精金如街
上的泥土。主必趕出他，打
敗他海上的權利；他必被火
燒滅。（亞9:3-4）

• 神的話語必定成就：

聖經所預言的結局都發生在他
們身上。

• 推羅的故事：

撒迦利亞預言說，推羅人將被
趕出，他們的城市將被火燒滅
。這件事，於 332BC 應驗在亞
歷山大大帝的身上。



騎著驢駒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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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頓

推羅

大馬色

亞實突 以革倫

亞實基倫

加薩



第九章，騎著驢駒的君王

推羅之圍
• 推羅是一個海上孤島，

四圍有城牆（保障，亞
9:3）。

• 亞歷山大大帝於333-332
BC攻打推羅，他建築了
一條將內陸和推羅島連
接起來的海上通道，使
他的軍隊可以走近攻打
，終於將城攻陷。



第九章，騎著驢駒的君王
• 這張1934年從飛機

上看推羅的鳥瞰圖

，仍可看到當年海
上通道的影子。

• 時至今日，海上通
道的兩邊都被填滿
，並且擴張，使推
羅成為完全與內陸
相連接的一座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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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頓

推羅

大馬色

亞實突 以革倫

亞實基倫

加薩

非利士人的未來
以革倫人必如耶布斯人：

• 我必除去他口中帶血之肉和
牙齒內可憎之物。他必作為
餘剩的人歸與我們的神，必
在猶大像族長；以革倫人必
如耶布斯人。（亞9:7）



和平之君

上主騎驢進城

•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
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
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
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
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
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
駒子。（亞9:9）



第十章，耶和華大牧

假神，假神僕
• 當春雨的時候，你們要向發
閃電的耶和華求雨。他必為
眾人降下甘霖，使田園生長
菜蔬。因為家神所言的是虛
空，卜士所見的是虛假，做
夢者所說的是假夢。他們白
白地安慰人，所以眾人如羊
流離，因無牧人就受苦。（

亞10:2）

• 真神與假神

• 白白安慰，使羊流離



第十章，耶和華大牧
救贖與歸回
• 我萬軍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
羊群…我要發咝（音思）聲
，聚集他們，因我已經救贖
他們。他們的人數必加增，
如從前加增一樣。我雖然播
散他們在列國中，他們必在
遠方記念我。他們與兒女都
必存活，且得歸回。（亞
10:3, 8-9）

• 牧人的咝聲

• 「撒迦利亞」這個名字的意
思是「耶和華記得」，耶和
華記得他的羊，他的羊也記
得他）。



第十一章，三十塊錢的工價

牧人哀歌
• 聽啊，有牧人哀號的聲音，因他
們榮華的草場毀壞了。有少壯獅
子咆哮的聲音，因約但河旁的叢
林荒廢了。（亞11:3）

• 人的國度之盡頭：

這是一首哀歌，哀嘆人國度之衰敗。

• 「牧人」及「少壯獅子」，代表人
間的統治者。

• 「榮華的草場」及「約但河旁的叢
林」，代表所統治的國度。

• 人的國度曾經極其榮華，後來卻都
荒廢了。

• 那日，當神的時候來到，人的國度
將徹底消失，唯一存在的只有神的
國度。



第十一章，三十塊錢的工價

牧養困苦羊
• 耶和華我的神如此說：你撒迦
利亞要牧養這將宰的群羊…於
是，我牧養這將宰的群羊，就
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著兩
根杖，一根我稱為「榮美」，
一根我稱為「聯索」。這樣，
我牧養了群羊。(亞11:4,7）

•好牧人，壞結局
• 「這將宰的群羊」：這些羊是那些無助
的百姓，他們只能任人宰割。

• 神設立一位好牧人，並賜給他兩根杖，
• 「榮美」－美好的恩典，
• 「聯索」－和睦。

• 群羊卻憎嫌他，他的心也厭煩他們。
• 牧人不再牧養他們，而沒有牧人的結局
，就是「要死的，由他死」（亞11:9）
。

• 折斷「榮美」與「聯索」二杖－只不過
，在折斷第一杖與第二杖之間，發生了
一個插曲。



第十一章，三十塊錢的工價
• 二杖折，價銀棄：

• 牧人折斷「榮美」之杖－與群羊
之間的合約已然廢棄，他不再是
他們的牧人了。

• 合約雖然廢棄，工價還是要付的
。

• 三十塊錢－一個奴隸的身價！是
一個侮辱。

• 耶和華用諷刺的口氣說，要把「
眾人所估定美好的」工價，丟給
窯戶。於是牧人將這三十塊錢的
價銀帶到聖殿，丟給了其中的窯

戶。

• 拋棄價銀之後，牧人折斷了第二
根杖，就是「聯索」之杖。

• 神的榮美與人的和睦也都失去了
。

• 新約的應驗：

撒迦利亞的預言最後應驗在賣主的猶大
身上。猶大將耶穌（好牧人）賣了三十
塊錢，事後又將這「工價」拋在聖殿（
太27:3-10）。



第十二章，仰望他們所扎的
兩個特別的日子
1. 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擊

他的萬民當作一塊重石頭；凡舉起
的必受重傷。那日，我必定意滅絕
來攻擊耶路撒冷各國的民。（亞

12:3,9）

2. 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
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
愁苦，如喪長子。那日，耶路撒冷
必有大大的悲哀。（亞12:10b-11a
）

• 得勝日，悲哀日

• 一個是耶路撒冷得勝的日子。

• 一個是耶路撒冷悲哀的日子。

• 預言應驗：在撒迦利亞之後五百

多年的某一日，耶穌基督被釘死

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那一日是恩

典勝過罪惡的日子，也是門徒為

主悲哀的日子。預言中的兩個日

子，在那天合為一個日子。



第十二章，仰望他們所扎的
• 耶路撒冷的得勝日
那日，我必使猶大的族長如火盆在木柴中，
又如火把在禾捆裡；他們必左右燒滅四圍列
國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處，就是耶路
撒冷。那日，耶和華必保護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們中間軟弱的必如大衛；大衛的家必如
神，如行在他們前面之耶和華的使者。（

亞 12:6,8）

• 大衛的家必如神：

• 耶路撒冷將如一塊極重的石頭，凡要舉起它
的（那些攻擊它的萬民）必受傷。

• 猶大的族長將如火把，燒滅四圍的禾捆（那
些攻擊他們的列國）。

• 耶路撒冷最軟弱的也將如大衛（一位卓越的
勇士）一樣。

• 大衛家必如神（萬軍之耶和華，最偉大的戰
士）一樣。

• 最大的得勝日：

• 這個耶路撒冷的得勝日，就是萬國萬民攻打

它但卻鎩羽而歸的日子。

• 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後復活，勝

過罪惡與死亡，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得勝日。



第十二章，仰望他們所扎的
仰望他們所扎的：

•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
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
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
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

（亞12:10）

• 歡樂中的哀傷：

• 耶路撒冷得勝了！其中的居民
應當大大歡喜快樂才對

• 在「施恩叫人懇求的靈」的澆
灌之下，「大衛家和耶路撒冷
的居民」卻為了一個人而悲哀
。

• 這個人是「他們所扎的」。

• 各人都在「獨在一處」的情況
之下悲哀，乃是真的發自內心
的悲哀。

• 預言的應驗：約翰福音在敘述耶
穌被釘死的過程中，引用了這節經
文（約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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