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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聖經的分類方法



舊約聖經的分類方法: 
(1)根據中文和英文聖經，舊約聖經由四部分組合而成

律法書 歷史書 詩歌智慧書 先知書

創世記 約書亞記 約伯記 以賽亞書

出埃及記 士師記 詩篇 耶利米書

利未記 路得記 箴言 耶利米哀歌

民數記 撒母耳記上 傳道書 以西結書

申命記 撒母耳記下 雅歌 但以理書

列王紀上 何西亞書

列王紀下 約珥書

歷代志上 阿摩司書

歷代志下 俄巴底亞書

以斯拉記 約拿書

尼希米記 彌迦書

以斯帖記 那鴻書

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舊約聖經的分類方法: 
(2)希伯來文聖經編排法

律法書(訓誨書) 先知書 聖卷(著作)

創世記 (a) 前先知書 (a) 詩歌書

約書亞記 詩篇

出埃及記 士師記 約伯記

利未記 撒母耳記 箴言

民數記 列王紀 (a) 五書卷 (Megilloth)

申命記 (b) 後先知書 路得記

以賽亞書 雅歌

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

以西結書 傳道書

十二小先知書 以斯帖記

(b) 歷史書

但以理書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歷代志



舊約精覽，詹遜著，宣道出版社出版



五卷書(Megilloth;  מאגילוט) ; 
猶太人過節的時候， 都會誦讀五書卷。
其習慣依次如下：

•逾越節（正月）讀雅歌

•七七節（收割節， 三月）讀路得記

•耶路撒冷記念日（五月）讀耶利米哀
歌

•住棚節（七月）讀傳道書

•普珥節（十二月） 讀以斯帖記



波斯王 在位時間
(B.C.)

事件 相關聖經

古列Cyrus (二世) 539-530 所羅巴伯和約書亞歸回 拉 1-3

甘比西斯Cambyses 
(西元前530年古列在
東邊的戰役中陣亡，
王位由甘比西斯繼承)

530-522 停建聖殿 拉 4

大流士 (大利烏一世, 
Darius)

522-486 哈該和撒迦利亞說預言 (520)

聖殿竣工 (516)

拉 5-6

薛西 (亞哈隨魯一世,
Xerxes)

486-464 選立以斯帖為皇后 以斯帖記 1-9

亞達薛西
(Artaxerxes)

464-423 准以色列人回歸（第二次歸回，以斯拉
率領）

拉 7-10

准尼希米重建城牆 （第三次歸回，尼希
米率領）

尼希米記 (1-2)

瑪代波斯皇朝



哈該書的背景與大綱
1.導言:

在舊約中，復興時期的先知有哈該、撒迦利亞及瑪拉基。他們是在
被擄歸回的時候，向以色列傳揚耶和華的信息。

哈該與撒迦利亞是同時期的• ，約在主前520年，他們信息的重
點，在於重建聖殿，憧憬復興的前景。

瑪拉基較遲• ，可能在以斯拉與尼希米的時期，聖殿早已重建，但
宗教狀況不佳，以色列人對神復興的應許發生懷疑，缺乏信心，
在敬拜上只是外表的禮儀，先知再加以警戒，耶和華是公義的
神，祂是輕慢不得的。



2. 哈該書當時的時代背景

• 先知生活和工作的時期，是希伯來人在整個聖經時代中最困難的

時刻之一。

• 在主前五八六年，耶路撒冷城被巴比倫軍隊所攻破，聖殿也被褻

瀆。大部分耶路撒冷居民被擄到巴比倫，生活在勞動營中；其他

逃脫入侵者之手的，寄居到外邦各國之中，遠離他們的家園。只

有小部分仍留在應許之地；沒有任何領導人，他們雖生存下去，

但他們既沒有異像，也沒有意志力保持耶路撒冷原有的信仰。

• 國際形勢在主前五三九年開始起變化。巴比倫被瑪代波斯所滅。

波斯王古列允許猶太人可以回歸他們的家園。這樣猶太人經過半

世紀居住在巴比倫之後，開始遷移回到他們自己的祖國。



資料來源：空中聖經學院



• 當時有將近四萬多的猶太人， 他們在省長所羅巴伯及大祭司約書
亞帶領之下回歸到猶大地。 這就是第一次的歸回。後來又由文士
以斯拉，帶領猶太人第二次歸回猶大地。 第一及二次歸回都記
載在以斯拉記當中。後來由尼希米帶領第三次的歸回，這都記載
在尼希米記當中。

• 第一次回歸：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後，他們就恨快重修祭壇，
他們就開始獻祭。隔年的二月份，他們就開始重建聖殿的工程。
因為當巴比倫的軍隊， 在之前攻破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們放火
焚燒了當時的聖殿；所以後來為了區分之前所羅門所建的聖殿和
所羅巴伯所帶領建立的聖殿， 我們慣常稱所羅門所建的聖殿為第
一聖殿，所羅巴伯所帶領建立的聖殿為第二聖殿。

• 當第二聖殿的根基建立不久之後， 有以撒瑪利亞人為主的一些外
族人就採取一些阻撓的行動； 他們接連的反對行動發生了功效。
以致第二聖殿的工程就停頓了下來。一停就停了十五、六年之久。
直到先知哈該的出現。



參:

以斯拉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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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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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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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消極的角度來看，這些經文告訴我們聖殿的工程，一停就是十
五、六年；實在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不過從積極的一面來看，聖殿的工程雖然已停了這麼長的時間，
竟然能得以恢復。

為甚麼可以這樣呢？這是因為先知哈該與撒迦利亞所宣講重建聖殿
工程的信息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3.書名

本書是用先知哈該的名為書名• ，因為他是本書的作
者，或說書中的信息是出自哈該。

哈該原文是• :Transliteration ;ַחַגי： ḥaggay, 意思是
「節期」，「celebration」的意思。

他的身世無可考• ，因為聖經沒有提供任何資料。雖
然如此，他卻是個實有的人物，曾在以色列人回國
史中起過很大的作用，

在以斯拉記有清楚的記載• 。書中的話也曾在新約希
伯來書引用(希伯來書十二26)，可見他的影響力是
深遠的。



4. 哈該的家鄉：他大概是在被擄時間生於巴比倫，家世不祥。他
於主前536年隨所羅巴伯率領的第一隊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拉2：
2）。

5.哈該書的特色

本書雖短但有它的特色。

❖是一本講道集，共有五篇講章，每篇各有清楚的日期。

❖是專向領袖們講的道，且是對好領袖講，這在聖經是很少見的。
哈該講的道很有用，很有果效(參看一12-15)，

❖說明他講的道很有分量，也說明領袖們的屬靈氣質，他們很尊敬
先知的話。

❖哈該講的道都很短，每篇都不超過十節經文，也是先知中少

❖有的。



6. 哈該書的主題

•哈該書的信息和神的殿有關。「殿」這個字共出現了十次。

•書的一開始就提到建殿(一2)，可見先知的心中想的都是重建

•聖殿。

•哈該分五次向猶大的領袖傳出神的話，是鼓勵、督責他們要
起來為神重建聖殿。故我們可以簡單的說本書是論「重建聖
殿」。

•人常經不起打擊，特別是為公家的事，為神的事而努力的時
候。一有打擊就容易放棄。以色列人曾興高采烈從巴比倫回
到耶路撒冷，要為神重建聖殿。但是敵人一再的攔阻，以色
列人受不了打擊而放棄，神就興起先知哈該來鼓勵、幫助他
們。



資料來源：舊約精覽，詹遜註，宣道出版社出版





7. 哈該書的內容大綱

• 本書是哈該分五次向猶太人宣講神的話，故可分成五部分。

1. 第一篇信息 (一:1-11)

主旨: 命令 - 要重建聖殿

2. 第二篇信息 (一:12-15)

主旨: 響應-神會與百姓同在

3. 第三篇信息 (二:1-9)

主旨: 應許-更大的榮耀

4. 第四篇信息 (二:10-19)

主旨: 蒙福-要聖潔作工

5. 第五篇信息 (二:20-23)

主旨: 揀選與應許-要靠神不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