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該書研讀



課程目的

• 從歷史、文化、文學結構、原文、寫作背
境及寫作動機等學習哈該書這卷書。 從而
找出作者對昔日讀者想表達的意思及引申
到對今天信徒的應用。

• 為有興趣進一步研讀哈該書的弟兄姊妹建
立對哈該書基本的認識。

• 哈該書的焦點， 是再思事奉的承擔。 透
過哈該書的教導， 可以深層地再思事奉的
意義、本質及方向。



課程大綱

• 簡介舊約的時期

• 舊約聖經的分類方法

• 哈該書的時代背境

• 哈該書的大綱及導論

• 哈該書每章的研讀

• 總結



舊約歷史分期:

1. 創造時期: 4000+ bc – 2165 bc (
創1-11)  

●世界和人的被造

●人的犯罪墮落

●挪亞與洪水

●巴別塔與眾民的分散



創造的程序:

第一日：光、分晝夜

第二日：空氣、空氣以上及以下的水

第三日：陸地、海、青草、菜蔬、樹木

第四日：太陽、月亮、眾星

第五日：水中生物及動物、魚、鳥

第六日：野獸、牲畜、昆蟲、人（男、
女）



重點： 從混亂到秩序

❖第一及第四日： 針對黑
暗

❖第二及第五日： 針對海
（大水）， 給予定限

❖第三及第六日： 重點在
大地及對其之管理



洪水前的歷史：亞當以挪士該南瑪勒列雅
列以諾瑪土撒拉拉麥挪亞閃

神施行洪水的原因： 6:5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
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6:6 耶和華就後悔造
人在地上、心中憂傷。 6:7 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
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
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

洪水後的歷史：亞法撒沙拉希伯法勒拉吳
西鹿拿鶴他拉

巴別塔與眾民的分散: 11:1-9 (他們說、來罷、我們
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
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因為耶和
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
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



2. 族長時期: 2166 - 1804 bc (創12-50)

● 亞伯拉罕

● 以撒

● 雅各

● 雅各的第十二個兒子(流便 、 西緬、 利未、
猶大、但、 拿弗他利、迦得、亞設、 以
薩迦、西布倫、 約瑟、便雅憫 =各支派的
首領。(參創29、30 & 35章)

希伯來民族的起源



•約瑟被賣到埃及

•約瑟有上主的同在； 雖經歷
多翻被人誣害；上主卻把害約
瑟之人的惡意； 轉化成祂祝
福約瑟的方法。 最後約瑟因
能成功為法老解夢； 被法老
擢升他為埃及的宰上， 管理
埃及全地。 一切都有上主自
己的安排、計劃與心意。



• 當時饑荒遍滿天下、約瑟開了各處的倉、
糶糧給埃及人．在埃及地饑荒甚大。各地
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約瑟那裡糴糧、因為
天下的饑荒甚大。(創 41:56-57)

• 雅各（以色列）吩咐兒子們到埃及糴糧(創
42:1-3)          約瑟與其兄弟相認 接了以
色列的全家到埃及 (創45:4-5 約瑟又對他弟
兄們說、請你們近前來、他們就近前來．
他說、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就是你們所
賣到埃及的。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裡、
自憂自恨、這是 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
為要保全生命。)



其實，上主早就對亞伯拉罕說了此事：

創15:6-14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
義。 耶和華又對他說、我是耶和華、曾領你出了
迦勒底的吾珥、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 亞伯蘭說、
主耶和華阿、我怎能知道必得這地為業呢。
他說、你為我取一隻三年的母牛、一隻三年的母
山羊、一隻三年的公綿羊、一隻斑鳩、一隻雛鴿。
亞伯蘭就取了這些來、每樣劈開分成兩半、一半
對著一半的擺列、只有鳥沒有劈開。 有鷙鳥下來
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亞伯蘭就把他嚇飛了。 日頭
正落的時候、亞伯蘭沉沉的睡了．忽然有驚人的
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
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
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 並且他們所要
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財
物、從那裡出來。



3. 在埃及和出埃及時期: 1804 -1406 bc (出﹑利﹑
民及申)

在埃及時期: 

● 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極
其強盛、滿了那地。有不認識約
瑟的新王起來、治理埃及。 他們
恐怕以色列人多起來、於是派督
工的轄制他們、加重擔苦害他
們….(出1:7-11)

● 神施行十災， 使法老讓以色列民
離開埃及



出埃及時期: 
• 脫離埃及的奴役 – 摩西頒布

神的律法上主與以色列民
立約

• 金牛犢事件
• 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第十

二個兒子 = 各支派的首領
• 建造會幕



4. 曠野及征服聖地時期 1406-1350 bc (
約書亞記) 

▪ 以色列人多次埋怨上帝、
向神發怨言。

▪ 攻取應許之地

▪ 過約旦河 攻取迦南地 把
地分給12支派



5. 士師時期: 1350-1050 bc (士﹑撒上
1-7)

希伯來史歷上的黑暗時期

●犯罪﹑被神懲罰﹑向神呼
求﹑神興起士師拯救的循環

●以示羅(Shiloh)為敬拜中心。
支派聯盟。



士師記循環

以色列人叛逆，離棄神

以色列人受到外敵
的壓制

以色列人哀求神

神興起士師

以色列人得拯救

以色列人得享太平



6. 聯合王國時期: 1051-931bc(撒上8-
31; 撒下; 王上 1-11)-120年

以色列短暫的統一王國

●掃羅; 大偉 和 所羅門王

●所羅門王建聖殿



• 掃羅的統治、失敗以及被神的棄絕(撒
上8-15章)

• 掃羅的死 (撒上28-31章)

31:3-6 …….掃羅被弓箭手追上、射傷甚重。就
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說、你拔出刀來、將我刺
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禮的人來刺我、凌辱
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懼怕、不肯刺他．掃羅
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見掃羅已
死、也伏在刀上死了。這樣、掃羅和他三個
兒子、與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隨他的人、
都一同死亡。



• 年輕的大衛 (撒上16-20章)

• 政治逃犯大衛 (撒上21-31章)

• 大衛作以色列王，以及他對掃羅家的
仁慈 (撒下1-8章)

• 大衛犯罪及其嚴重後果 (撒下9-20章)

• 大衛統治的結束 (撒下21章-王上2章)

大衛對他自己一生的總結：我家在
神面前並非如此． 神卻與我立永遠
的約．這約凡事堅穩、關乎我的一切
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豈不為
我成就麼。(撒下23:5)



• 所羅門作王
• 獻殿
• 所羅門的墮落:
➢ (11:4)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

去隨從別神、不效法他父親大衛、誠誠實實的順服
耶和華他的 神。

➢ (11:6) 所羅門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效法他
父親大衛、專心順從耶和華。

➢ (11:10-12) 和華向所羅門發怒、因為他的心偏離向
他兩次顯現的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耶和華曾吩咐
他不可隨從別神．他卻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的。
和合本 所以耶和華對他說、你既行了這事、不遵
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約和律例、我必將你的國奪回、
賜給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親大衛的緣故、我不在
你活著的日子行這事．必從你兒子的手中將國奪回。



7. 分裂王國時期: 931-586 bc (王上
12-22; 王下; 代下10-36)-345年

罪使國家分裂 – 南﹑北二國

●北國於主前722年亡於亞述; 南
國於主前586年亡於巴比倫



8. 被擄到巴比倫時期: 606-538 bc (
結﹑但)

● 猶大國（南國）第一次被擄到巴比
倫： 約於主前606年

● 巴比倫約於主前539年亡於瑪代波
斯

● 約於主前539年波斯王古列下旨猶
太人可回歸耶路撒冷重建聖殿; 所
羅巴伯領導以色列民於主前538年
回歸。



9. 獲釋歸回: 536-430 bc (拉﹑尼﹑斯﹑該﹑
亞﹑瑪)-108年

神帶領以色列人回歸故土
●波斯王古列下詔重建聖殿 (539bc)

●三次回歸 (538bc; 458bc; 445bc)

●所羅巴伯 – 重建聖殿完成 (515bc) ; 以斯
拉 – 重振民心 (456bc) ; 尼希米 – 修復城池
(432bc)

●舊約結束



10. 靜默時期 430bc- 5bc 

• 瑪代波斯王朝 [539-331 BC]

• 波斯被滅,希臘興起 [331 BC ]

• 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336-323 BC ]
大帝死後, 眾將分治天下; 後成為三分 : 

➢ 馬其頓, 

➢ 西流基(北)

➢ 多利買(南)

• 哈斯摩尼王朝﹝167-64 BC﹞

• 羅馬統治﹝63 BC起﹞

• 及至耶穌降生﹝4 BC﹞



附記： 猶大與約瑟



猶大、約瑟與便雅憫- 家庭層面的
關係
兄弟關係 -猶大是建議把約瑟賣到埃及的那個;

創37:26 和合本猶大對眾弟兄說、我們殺我們的兄弟、藏了
他的血、有甚麼益處呢。

37:27 和合本 我們不如將他賣給以實瑪利人、不可下手害他、
因為他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的骨肉．眾弟兄就聽從了他。

兄弟關係 -猶大為了使便雅憫能平安地從埃及回到雅各身
邊，甘願自己被扣留在埃及

創44:32 因為僕人曾向我父親為這童子作保、說、我若不帶
他回來交給父親、我便在父親面前永遠擔罪。

44:33 現在求你容僕人住下、替這童子作我主的奴僕、叫童
子和他哥哥們一同上去。



約瑟與便雅憫是同父同母的親兄弟
在雅各臨終前給約瑟祝福; 賜給他長子的名份：

創48:13-16
48:13 隨後約瑟又拉著他們兩個、以法蓮在他的右
手裡、對著以色列的左手、瑪拿西在他的左手裡、
對著以色列的右手、領他們到以色列的跟前。
48:14 以色列伸出右手來、按在以法蓮的頭上．以
法蓮乃是次子、又剪搭過左手來、按在瑪拿西的頭
上、瑪拿西原是長子．
48:15 和合本他就給約瑟祝福、說、願我祖亞伯拉
罕、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 神、就是一生牧養我直
到今日的 神、
48:16 和合本救贖我脫離一切患難的那使者、賜福
與這兩個童子、願他們歸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亞伯
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願他們在世界中生養眾
多。



要注意的事， 流便本來是雅各的長子；但
他卻與他父親雅各的妾辟拉。因這事他污
穢了他父親的榻。 亦因此而失去了長子的
位份。
• 創35:22 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時候、流便去與他
父親的妾辟拉同寢、以色列也聽見了。雅各
共有十二個兒子。

• 創49:3 和合本 流便哪、你是我的長子、是我
力量強壯的時候生的、本當大有尊榮、權力
超眾．

• 49:4 和合本但你放縱情慾、滾沸如水、必不
得居首位、因為你上了你父親的床、污穢了
我的榻。



至於猶大， 雅各預言他的後代必掌王權：

49:8 猶大阿、你弟兄們必讚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敵
的頸項、你父親的兒子們必向你下拜。

49:9 猶大是個小獅子．我兒阿、你抓了食便上去．
你屈下身去、臥如公獅、蹲如母獅、誰敢惹你。

49:10 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 (NET:王
杖必不離猶大，權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細
羅〔就是賜平安者〕來到、萬民都必歸順。 )

49:11 和合本猶大把小驢拴在葡萄樹上、把驢駒拴
在美好的葡萄樹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
萄汁中洗了袍褂。

49:12 和合本他的眼睛必因酒紅潤、他的牙齒必因
奶白亮。



猶大、約瑟與便雅憫- 支派層面的關係

• 參士師記各支派攻取迦南地的記載，耶路撒
冷坐落於猶大和便雅憫支派的邊境之間。猶
大支派取得這個城或近郊地區（一8），可
是，卻因路遙而不能長久管轄。便雅憫支派
的實力又不足以征服耶布斯人。惟有大衛能
成功征服他們（撒下五6-9）；並將耶路撒冷
拼入猶大支派的版圖（參書十五63），雖然
她原是分給便雅憫支派的（書十八27）。

• 到聯合王國分裂為南、北二國時， 便雅憫支
派有半數是支持猶大支派的。



分裂為南、北二
國時；南方的一
國半支派由猶大

領導

北方的十個半支
派由約瑟家（以
法蓮支派）為首



猶大；從家庭

支派國家

約瑟；從家庭
支派國家

彼此對立

便雅憫；
從家庭

支派

受猶大多翻幫助，
靠攏猶大

雖有手足之情但關係卻
較疏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