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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606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將聖殿中的珍寶與皇家後裔擄至巴比倫，但以理在內。

597 尼布甲尼撒再度攻聖城，擄去約雅斤及王室，以西結在內。

586 尼布甲尼撒又來焚毀聖城，拆毀城牆，擄走希底家王，南國猶大亡。

539 巴比倫亡於波斯(古列王)。

538 波斯王古列下詔使猶太人歸回，重建聖殿。

536 所羅巴伯帶領約五萬人歸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

534 被迫停工 (波斯王Cambyses及Smerdis在位時) 
520 恢復建殿 (波斯王大利烏一世在位時) 
516 聖殿重建完成(以斯拉記第六章) 
486 波斯王亞哈隨魯登基。

478 以斯帖做波斯王后。

458 以斯拉帶領約二千人歸回耶路撒冷 (以斯拉記第七章) 
445 尼希米帶領歸回耶路撒冷修築城牆 (亞達薛西一世在位) 
433 尼希米去巴比倫。

420 尼希米第二次由巴比倫返國。

被擄歸回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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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該　書

作 者 哈該 (耶和華的節期、耶和華的筵席)

日 期 主前520年

地 點 耶路撒冷

對 象 省長所羅巴伯，大祭司約書亞和歸回的百姓

時 代
背 景

539 BC 波斯王古列恩准歸回，重建聖殿（536B.C., 参拉3章），
但因撒瑪利亞人之攔阻，怠工十六年之久（参拉4章）。古列
王死後（529B.C.），国位转交其婿大利烏，神在他们餘民之
中興起两名先知，即哈该与撒迦利亞（拉5章），向他们传神
的話，激勵他们復工重建。四年後（516B.C.）大工告成（拉6：
14）。 

目 的 鼓勵歸回之餘民繼續努力，重建聖殿。

鑰  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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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題 重建聖殿



哈該書背景
•  拉 1:1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

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詔通告全國說、 拉 1:2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
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
殿宇。拉 1:3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
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願神與這人同在。 

•  拉 1:5於是猶大和便雅憫的族長、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動他心的
人、都起來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華的殿。-- 49897人 

•  拉 1:11金銀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 

•  拉 2:69他們量力捐入工程庫的金子、六萬一千達利克．銀子、五千彌拿
．並祭司的禮服一百件。 

•  拉 3:11他們彼此唱和、讚美稱謝耶和華、說、他本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
發慈愛．他們讚美耶和華的時候、眾民大聲呼喊、因耶和華殿的根基已經
立定． 拉 3:12然而有祭司、利未人、族長、就是見過舊殿的老年人、現
在親眼看見立這殿的根基、便大聲哭號．拉 3:13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歡呼的
聲音、和哭號的聲音、因為眾人大聲呼喊、聲音聽到遠處。

•  拉 4:4那地的民、就在猶大人建造的時候、使他們的手發軟、擾亂他們。拉 4:5從
波斯王古列年間、直到波斯王大利烏登基的時候、賄買謀士、敗壞他們的謀算。 

•  拉 4:24於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烏第二年。



哈該書大綱 (520 BC)

日期 經文 信  息

第一篇 6月1日 1:1-11 不要耽延建殿，應以上帝的事為重，不
應只顧自己

第二篇 6月24日 1:12-15 應許神的同在

第三篇 7月21日 2:1-9 這個殿雖小，但上帝必使這殿充滿
榮耀

第四篇 9月24日 2:10-19 不要以為參與服事就可成聖，因為
污穢的事奉不蒙悅納

第五篇 9月24日 2:20-23 預言上帝必傾覆列邦；聖殿之建成，
預表上帝國度之建立



哈該書信息
•  第一篇 (1:1-11) -- 6月1日 

–  1:4-6「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麼？ 現在萬軍
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你們撒的種多，收的
卻少；你們喫，卻不得飽；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
得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漏的囊中。」

–  1:9-10 你們盼望多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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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各人卻顧自己的房屋。這
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所以為你們的緣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
不出土產。

•  第二篇 (1:12-15) -- 6月24日 
–  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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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 



哈該書信息
•  第三篇 (2:1-9) --- 7月21日 

–  2:4 耶和華說、所羅巴伯阿、雖然如此、你當剛強．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阿、
你也當剛強．這地的百姓、你們都當剛強作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萬軍之
耶和華說的。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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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篇 (2:10-19) -- 9月24日 
–  2:11-14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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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算為聖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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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物算污穢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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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9 從今日起、我必賜福與你們  
•  第五篇 (2:20-23) --- 9月24日 

–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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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拉 6:15 大利烏王第六年、亞達月初三日、這殿修成了。 拉 6:16 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
人、並其餘被擄歸回的人、都歡歡喜喜地行奉獻　神殿的禮。 拉 6:17 行奉獻　神殿的禮、
就獻公牛一百隻、公綿羊二百隻、綿羊羔四百隻．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數目、獻公山羊十二
隻、為以色列眾人作贖罪祭。 拉 6:18 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著班次在耶路撒冷事奉　
神、是照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 拉 6:19 正月十四日、被擄歸回的人守逾越節。 

•   王上 8:63 所羅門向耶和華獻平安祭、用牛二萬二千、羊十二萬、這樣、王和以色列眾民、
為耶和華的殿行奉獻之禮。



撒 迦 利 亞 書

作 者 撒迦利亞 （意：耶和華記念） 。撒迦利亞書一章1節說他是
「易多的孫子、比利家的兒子」。是祭司的家系（參尼十二1、
4、16）。

日 期 主前五二○至四七五年間完成 

地 點 耶路撒冷

對 象 省長所羅巴伯，大祭司約書亞和餘下的百姓

時 代
背 景

撒迦利亞生在巴比倫地，與第一批餘民歸回。當尼希米作省
長時，他是祭司長之一（尼12:12～16）。撒迦利亞与哈该同
时蒙召（520B.C.）（拉5:1），然而他事奉的年日比哈该长。
哈该事奉三月零廿四天後便匿迹；撒迦利亞则延续至475B.C.
左右（参9:13）。如此他一生的事奉约有四十五至五十年之久。

鑰 句 4: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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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題 神要復興以色列 

文 體 本書文體主要是採取散文，詩文多在第九、十章。



大綱: 
 一、重建聖殿期間的信息：（一1~八23）

    1、首個信息：呼召國民回轉悔改（他、一1~6）

   2、第二個信息：夜間所見的八個異象（一7~六8）-- 11.24 
         （1）芭樂樹中間神的使者──神看守猶大（一7~17）
         （2）四角與四匠──猶大的仇敵必滅亡（一18~21）
         （3）準繩──耶城將興旺、敵人受罰、神與子民同居（二1~13）
         （4）約書亞改披潔服──百姓得潔淨、約書亞受誡及有關彌賽亞的預

             言（三1~10）
         （5）金燈檯──建殿必蒙主的靈佑助（四1~14）
         （6）飛卷──觸犯律法者必受詛被滅（五1~4）
         （7）量器抬至巴比倫──罪惡必須遠離神的子民（五5~11）
         （8）四車──神必按其計畫對待周圍列國（六1~8）

    3、為約書亞制金冕（六9~15）
    4、第三個信息：伯特利人的詢問及神的答覆（七1~八23）
         （1）有關禁食的詢問（七1~3）
         （2）神責備百姓禁食的態度（七4~14）
                   （3）有關耶城及百姓的應許（八1~23）

二、 聖殿重建後的信息（九1~十四21）
    1、敵國遭罰，謙和之君來到（九1~17）
    2、神除去惡牧與招民歸返（十1~12）
         3、群羊鄙棄善牧而被惡牧苦待（十一1~17）
    4、耶城遭圍攻獲救，百姓仰望受紮者（十二1~十三1）

    5、偶像與偽先知被滅絕，神子民被煉淨（十三2~9）
    6、列國與耶城爭戰，惟耶和華終為全地之王（十四1~21）



八個異象 (1-6章) 

經  文  異  象 意  義
1 1:7-17 一人乘紅馬在番石

榴樹中 

我為耶路撒冷為錫安、心裡極其火熱 .現今
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憐憫．我的殿必重

在其中、準繩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2 1:18-21 四角與四匠 打散猶大的列國也要傾覆

3 2:1-13 準繩 以色列必歸回重建其國度

4 3:1-10 大祭司 上帝要除去祂子民的罪

5 4:1-14 金燈台與橄欖樹 上帝的靈必能成事

6 5:1-4 飛行書卷 除滅偷竊與起假誓者

7 5:5-11 量器中婦人 敵基督之罪行必受神的審判

8 6:1-8 四車出銅山 顯示主對全世界的管轄



第一個異象
• 第一個異象是四只馬及騎馬者。這些騎馬者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在「遍地走來走去」，看看全地的情形如何，他們
看完後，就回報耶和華說：「全地都安息平靜。」天使要
撒迦利亞得到的信息乃是：鄰近的列國已經在安逸享樂，
而神的「余民」仍飽受顛沛流離之苦，雖是到猶太地，但
寢食難安。

• 神藉異象要撒迦利亞知道，在我們肉眼看不見的境界，神
的眼仍然遍察全地，事實上他已預備好，要施予報應了。

• 1:14與我說話的天使對我說、你要宣告說、萬軍之耶和華
如此說、我為耶路撒冷為錫安、心裏極其火熱。

•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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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  1:17你要再宣告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的城邑、必

再豐盛發達．耶和華必再安慰錫安、揀選耶路撒冷。  




第二個異象

• 在第二個異象（一18～21），撒迦利亞看
見「四角」，和「四匠」；四個匠人是要
來「威嚇」四角的。四角是代表那些「打
散猶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19節）。
四個匠人是耶和華的刑杖，要審判苦害選
民的列邦。

• 从历史时期看 - 四角是指直接或间接败亡
以色列的外邦国，包括亚述、埃及、巴比
伦、波斯、希腊及罗马。



第三個異象

在第三個異象（二1～13），撒迦利亞看見一個「少年人」手拿準繩，「要

去量耶路撒冷」，但又有一位天使跑來，立即告訴那少年人說：「耶路

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無城墻的鄉村，因為人民和牲畜甚多。」（4節

）意思就是說，因為耶路撒冷之人及牲畜太多了，就是要量也無法量，

這就是耶路撒冷將要蒙的福。第二和第三個異象的中心仍是：神要興起

刑罰列邦，卻對耶路撒冷大發熱心（參六至十三節）。



•  2:5耶和華說、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榮耀。  


•  2:12耶和華必收回猶大作他聖地的分、也必再揀選耶路撒冷。 

•  2:13凡有血氣的、都當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因為他興起、從聖所出來
了。  




第四個異象 


•  第四個異象（三1～10），撒迦利亞看見「大祭司
約書亞（回歸的余民之一）站在耶和華的使者面
前，撒但也站在約書亞的右邊，與他作對。耶和
華向撒但說、 「這不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
麼」。約書亞在這個異象中是代表全部選民的，
如今神要以華衣覆蓋他。其意即是「我使你脫離
罪孽」。

•   3:7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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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使你在這些站立的人中間來往。  




第五個異象

第五個異象是一個金燈臺和兩棵橄欖樹（四1～14）。這個
異象是給余民之政治領袖所羅巴伯（6～10）的，正如
前一異象是給余民之宗教領袖約書亞一樣，目的就是要
鼓勵他們。大山要在他面前變作平原，他一定要完成重
建聖殿的工作。本異象的中心在第十節：「誰藐視這日
為小事呢？（意思即是重建聖殿之規模雖小，卻是不能
藐視啊）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金燈臺中的七
盞燈），遍察全地，見所羅巴伯手拿線蛇就歡喜，」這
個異象仍是論神對錫安要再施憐憫，因為第十二節說
：「我二次問他說：這兩根橄欖樹枝在兩個流出金色油
的金嘴旁邊是什麽意思？他對我說：你不知道麽……這
是兩個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邊。」——約書亞與
所羅巴伯二人分別代表著全部選民，神的靈要藉著他們
來賜福。


4:6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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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個異象
•  第六個異象中（五1～4），撒迦利亞看見一個極

大的書卷在空中飛——「這是發出行在遍地上的
咒詛」（第3節），是要審判地上的罪惡的

•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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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萬軍之耶和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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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連房屋帶木石都毀滅了。 



第七個異象

•  第七個異象中（五5～11），撒迦利亞看見一個量
器，天使說這量器是代表「惡人在遍地的形狀」，
量器內有一婦人坐在其中代表罪惡（八節）。有
兩個婦人從量器走出來，她們各有鸛鳥（不潔之
鳥）的翅膀，就把量器擡起來，帶到巴比倫去。

•  量器是昔日貿易的代表，而其中的婦人則代表巴
比倫（貿易之都）內的敗壞，那麽書卷、量器及
其中之婦人所屬之地就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巴比
倫，是一切反對神言行之中心地，是撒但的首都。 



第八個異象
•  後是第八個異象（六1～8），和跟著的以冠冕戴在約書

亞頭上的聖禮（9～15）。在這兩段經文中，我們看見耶
和華要審判列邦和要再向耶路撒冷施恩典。本異象中的四
戰車是代表耶和華的審判必速速來到。四天使驅戰車就是
「天的四風，是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的」（5節）——
因此與啟示錄第七章的「四天使」同是執行神審判的媒介。
神對「北方」的國家有特別的刑罰，因為外邦侵略者是從
北方來的（6、8節）。

•  與此成為一強烈對比的，是耶和華要撒迦利亞将冠冕戴在
約書亞頭上（9～15節），他要向自巴比倫而來的人身上
取金和銀，作成冠冕戴在約書亞的頭上，然後說：「萬軍
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那名稱大衛的苗裔，他要在本處
長起來，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12節等）。這本是
預指基督而言的，但按當時之實情來解釋，這異象乃是神
刑罰列邦，好再施恩給耶路撒冷。



四篇信息 (7-8章) 

經文 信  息

第一篇 7:1-7 責備外表之禁食，而無內心
的悔罪

第二篇 7:8-14 解釋君民不聽先知勸告，才
受神分散異邦

第三篇 8:1-17 安慰百姓耶路撒冷必得復興，
是上帝的恩賜

第四篇 8:18-23 列邦的人來尋求耶和華 



•  7:5-6 你要宣告國內的眾民、和祭司、說、你們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
豈是絲毫向我禁食麼． 你們吃喝、不是為自己吃、為自己喝麼。  


•  7:9-10萬軍之耶和華曾對你們的列祖如此說、要按至理判斷、各人以慈愛憐憫
弟兄。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貧窮人．誰都不可心裏謀害弟兄。  
7:11-12 他們卻不肯聽從、扭轉肩頭、塞耳不聽． 使心硬如金鋼石、不聽律法、
和萬軍之耶和華用靈藉從前的先知所說的話．故此、萬軍之耶和華大發烈
怒。  


•  8:2-3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錫安心裏極其火熱．我為他火熱、向他的仇
敵發烈怒。 耶和華如此說、我現在回到錫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
必稱為誠實的城．萬軍之耶和華的山必稱為聖山。  
8:8我要領他們來、使他們住在耶路撒冷中．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
的　神、都憑誠實和公義。

     8:12因為他們必平安撒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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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變

為猶大家歡喜快樂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所以你們要喜愛誠實與和平。
     8:22必有列邦的人、和強國的民、來到耶路撒冷、尋求萬軍之耶和華、懇求耶

和華的恩。  




二個默示

經文 信  息

第一篇
9-10章 彌賽亞之來臨

11章 彌賽亞之被棄

第二篇

12-13章 彌賽亞國之得救

14章 彌賽亞國之建立



第一默示：彌賽亞王之預言（9－11） 

彌賽亞王之來臨（9－10章） 
•  1）彌賽亞來臨前之國際演變（9：1－8） 
•  2）彌賽亞來到後之工作（9：9－10：12）
    他是謙和公義之王（9：9）；他必清除以色列一切的仇敵

（9：10－15）；他必拯救以色列民（9：16－17）；他
必以祝福如甘霖沛降給他們（10：1）；他必取代以色列
所信靠虛假的牧人（10：2－3）；他必賜給以色列人 終
勝利（10：4－12）  


彌賽亞王之被棄（11章） 
（1）棄絕的後果（11；1－3） 
（2）棄絕的預言（11；4－14） 
（3）棄絕的代替（11：15－17）  



第二默示：彌賽亞國之預言(12-14） 

•  此段專論彌賽亞國之預言，也是彌賽亞第二次來
臨之預言 

1.以色列國之得救（12－13章） 

（1）以色列大遭圍玫（12：1－9） 

（2）以色列大悔改罪（12：10－14） 

（3）以色列大得赦罪（13：1－6） 

2.彌賽亞國之建立（14章） 

（1）再臨前之情形（14：1－3） 

（2）再臨時之情形（14：4－7） 

（3）再臨後之情形（14：8－21） 



撒迦利亞書-有關彌賽亞的預言 
在新約被引用來指稱應驗在耶穌身上

預     言 經  文   新約經文

耶穌兼具祭司與君王的身分 亞6:13 來6:20-7:1 

騎驢進耶路撒冷 亞9:9-10 太21:4-5; 約12:14-16

三十塊錢的工價 亞11:12-13 太27:9

猶太人仰望他們所札的人 亞12:10 約19:37 

擊打牧人羊就分散 亞13:7 太26:31; 可14:27 

不再有咒詛 亞14:11 啟22:3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  五三六年：所羅巴伯領五萬猶太人歸耶京。

•  五三六年七月：重建祭壇獻祭。

•  五三五年二月：重建聖殿，被阻。

•  五二○年六月一日：哈該勸勉百姓動工。

•                六月卅日：建殿工作重新開始。

•                七月廿一日：第二次勸告。

•                八月一日：撒迦利亞第一個信息。

•                九月廿四日：哈該第三、四次勸告。

•                十一月廿四日：撒迦利亞見異象。

•  五一八年九月四日：撒迦利亞再見異象。

•  五一六年十二月三日：聖殿完成。



瑪　拉　基　書  

作 者 瑪拉基 （意：神的使者）是舊約的 後一位先知，自他後經
過四百年之靜默時期，直到施洗約翰出現，人民才再聽到神
的話。身世不詳，約與尼希米同時。

日 期 425B.C.（参1：8指433B.C.之後）

地 點 耶路撒冷

對 象 以色列祭司和百姓 

時 代
背 景

聖殿於 516B.C. 重建完畢，但尼希米回波斯後 (433B.C.)，人
民又回復以前敗壞的光景，宗教與道德淪落。生活腐敗， 專
注物質享受，不再注重他們屬靈的身分，與特蒙揀選的恩典。
娶外邦女子、犯安息日、忽略聖殿供獻的捐項。

鑰 句 3: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
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
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主 題 嚴責耶路撒冷之宗教與道德的敗壞 ，宣告神的審判速臨，勸
告及早悔改。



瑪拉基書大綱

一、以色列的首領


 1.否認神的愛(一2~5) 
  2.藐視神的名(一6) 
  3.污穢神的壇(一7~8) 
  4.違背神的律(二1~2) 

 

二、以色列的百姓


 1.婚姻不潔（二10-11，16-17，三1-3）
 2.濫造謊言（二16-17，三1-3）
 3.奪取供物（三7-10）
 4.不肯事主（三13-15）



三、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四5～6）



瑪拉基書大綱
• 耶和華對選民的愛 (1:1-5)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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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我卻愛雅各，

• 嚴責祭司藐視聖事 (1:6-2:9)
–  1:6 藐視我名的祭司啊，萬軍之耶和華對你們說：兒子尊敬父親，

僕人敬畏主人；我既為父親，尊敬我的在那裡呢？我既為主人，
敬畏我的在那裡呢？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上藐視你的名
呢？』 

–  1:13 你們把搶奪的、瘸腿的、有病的拿來獻上為祭。我豈能從你
們手中收納呢？這是耶和華說的。 

–  2:7-8 祭司的嘴裡當存知識，人也當由他口中尋求律法，因為他是
萬軍之耶和華的使者。你們卻偏離正道，使許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你們廢棄我與利未所立的約。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 指責百姓背約休妻 (2:10-16)
–  2:11 猶大人行事詭詐，並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

事；因為猶大人褻瀆耶和華所喜愛的聖潔，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
為妻。

–  2:16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休妻的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
所恨惡的！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行詭詐。」這是萬軍之耶
和華說的。



瑪拉基書大綱

• 神的公義與忍耐 (2:17-3:6)

– 2:17因為你們說、凡行惡的、耶和華眼看你們用言語煩瑣耶和華
．你們還說、我們在何事上煩瑣他呢．為善、並且他喜悅他們
．或說、公義的　神在哪裏呢。 

– 3:5-6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臨近你們，施行審判。我必速速作
見證，警戒行邪術的、犯姦淫的、起假誓的、虧負人之工價的、
欺壓寡婦孤兒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華
是不改變的，所以你們雅各之子沒有滅亡。

• 勸勉當獻十分之一 (3:7-12)

– 3:8-10 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說：
『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
和當獻的供物上。 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的供物，咒詛就臨到
你們身上。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
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
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瑪拉基書大綱

• 神對餘民的愛 (3:13-4:3)

–  3:13-15耶和華說、你們用話頂撞我．你們還說、我們用甚麼話頂
撞了你呢。 你們說、事奉　神是徒然的．遵守　神所吩咐的、在
萬軍之耶和華面前苦苦齋戒、有甚麼益處呢。 如今我們稱狂傲的
人為有福．並且行惡的人得建立．他們雖然試探　神、卻得脫離
災難。 

–  3:16-18 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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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軍之耶和
華說：「在我所定的日子，他們必屬我，特特歸我。我必憐恤他
們，如同人憐恤服事自己的兒子。 那時你們必歸回，將善人和惡
人，事奉神的和不事奉神的，分別出來。」

–  4:1萬軍之耶和華說、那日臨近、勢如燒著的火爐．凡狂傲的和行
惡的、必如碎稓．在那日必被燒盡、根本枝條一無存留。 

• 勸民遵守律法誡命 (4:4-6)



瑪拉基書

•  4:4你們當記念我僕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
在何烈山為以色列眾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
章。  
4:5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  
4:6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
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