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該書研讀



1:1 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藉先知哈該、向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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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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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六月初一日是甚麼日子？為甚麼哈該要在該天向猶大人說神所吩
咐的話？

所羅巴伯是誰？他有甚麼身份？他與約書亞代表了甚麼？哈該是
否只對他們二人說話？

1. 第一篇信息 (一:1-11)主旨: 命令 -要重建聖殿



1. 第一篇信息 (一:1-11)主旨: 命令 -要重建聖殿

1.1 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藉先知哈
該、向猶大省長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
大祭司約書亞說、

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即約是猶大人的以祿月(尼
希米記6:15)，相等於我們現今的八到九月左右, 這大約是葡
萄、無花果與石榴收割的季節。當時的猶太人有一個習慣，
每月的第一日是全民的例假，神選擇在這時向猶大人說話，
十分合宜，推測大部份人都可以聽到他的話。

•所羅巴伯: 原文是： ֶבל :Transliteration ;ְזֻרבָּ zerubbābel; 其名
字的意思是："在巴比倫傳播“ 



省長 (NIV: governor)

是波斯的行政官員，不過當時所羅巴伯與撒馬利亞省之間的關係目前並
無法確定。很可能所羅巴伯只是暫時性被任命的省長，而非一個常設的
行政長官。

巴比倫於主前五八七年擄掠耶路撒冷後，開始立省長（耶 40:5 ）當時
立基大利作猶太城邑的省長，可是基大利於當年七月被殺，殺害基大利
的眾人因畏懼怕報復而逃往埃及（耶 41:1-43:13 ），自此猶大省的名稱
就不再見，直到主前五二零年六月初一日在此再行出現。古列滅掉巴比
倫建立波斯帝國後，曾叫將從前巴比倫人在聖殿所擄的器皿’按數交給

猶大的首領設巴薩(NIV: Sheshbazzar the prince of Judah)’（拉 1:8 ），設
巴薩便將這金銀器皿和被擄的人帶到耶路撒冷（拉 1:11 ），大利烏王
追述此事蹟時又稱設巴薩為省長(NIV: Sheshbazzar, whom he had 
appointed governor )，且說他建立了耶路撒冷上帝殿的根基（拉 5:14-
16 ）。哈該書說的則是省長是”所羅巴伯”，很有可能設巴薩是古列王給
所羅巴伯起的波斯名字。





耶哥尼雅（又名
約雅斤）

毘大雅

示每
所羅巴

伯

撒拉鐵 瑪基蘭
尼大比

雅
何沙瑪 耶加米 示拿薩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8835.htm


所羅巴伯是「約雅斤王」的孫子，西元前597
年，約雅斤王被擄到巴比倫( 王下 24:15 )。根
據代上 3:19的家譜，所羅巴伯是約雅斤第三
個兒子毗大雅的兒子。約雅斤的長子撒拉鐵沒
有孩子，很可能所羅巴伯是透過收養或者「小
叔代兄長留後」的傳統算為「撒拉鐵」的後裔。
後來波斯王古列戰勝了巴比倫，便下詔書允許
猶大人回國(拉1∶1—3)，並派所羅巴伯爲猶大
省長(該2∶21)，讓所羅巴伯等人率領猶大人回
國重建耶和華的聖殿(拉2∶1—2;1∶3)。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24&sec=15&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4%BB%A3%E4%B8%8A&chap=3&sec=19&m=


•大祭司約書亞:原文是：  ;ְיהֹוֻשעַ 
Transliteration: yehôshuaʿ; 其名字的意思
是：約書亞 = "耶和華是拯救" ; 他是亞
撒利雅的孫(歷代志上6:14-15 亞撒利雅生
西萊雅、西萊雅生約薩答。當耶和華藉
尼布甲尼撒的手、擄掠猶大和耶路撒冷
人的時候、這約薩答也被擄去。同參：
列王紀下25:18 & 耶利米書52:24) 。



這兩個人是全民的領袖，一個是在政治的層面，一個則是在
宗教（信仰）的層面。神的話先臨到他們，再由他們向全民
宣告。神要猶太人重拾放下了多年的事工，這是哈該書所強
調的，神的第一步是要他們反省。

1.2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
未來到。

1.2 呂振中: 「萬軍之永恆主這么說︰這人民說︰重建永恆主之
殿的時候還沒有到（稍加點竄翻譯的）。」

1.2 新譯本: “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這民說，重建耶和華殿
宇的時候還沒有到。’

自從聖殿的根基落成後，建殿的工程已停頓了將近十六年之
久，為甚麼這班百姓仍說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



第一個可能的解釋：

參耶利米書25:11 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
駭．這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

根據Interpreter's Bible, The - Exegesis的解釋，
當時的猶太人認為先知耶利米預言被擄的70年
尚未滿足，故在心態上覺得現在不是時候重建
聖殿。

問題: 您覺得他們(猶大人)這樣的看法合理嗎？
為甚麼？



第二個可能的解釋：
當時有人懷疑重建聖殿花費這麼龐大是否值得，何況這是
波斯王古列下的命令，到底是不是神的意思？
也許有人認為波斯王建聖殿的詔書還沒有下來，錢還沒有
足夠，或心灰意冷; 所以他們認為重建聖典的時間仍然未
到。
第三個可能的解釋：

有人甚至認為，新的聖殿為神蹟式的出現，因為以西結所
描述的聖殿，是’顯’給他看的（結 40:1-43:27 ），並沒有
提到重建一事，因此他們覺得’時候未到’。

問題: 您又覺得這些看法是否合理？為甚麼？



參下列經文：

•拉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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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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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44:28  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

•賽 45:13 我憑公義興起古列、〔古列原文作他〕、又要修
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釋放我被擄的民、不
是為工價、也不是為賞賜．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神要猶大人重建聖典這命令及心意是很清楚的；這就是當時
的猶大事奉的核心。

•在工程停頓期間，以色列人有沒有保持敬拜呢？一般解經家
都認為應該有，有沒有參與某種事奉呢？應該有的。然而
他們事奉的方向或焦點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呢？

•從經文的內容和語氣來看，神並不滿意。經文的內容反影了
猶大人的心態他們對建殿的工作，顯得漠不關心；並藉詞推
卻說時候未到，他們保持了在信仰上某程度的參與（及事
奉），但卻忽略了事奉的核心。

•事奉的核心就是神的心意;這是祂最想我們做的。我們為神
做的眾多事情當中，若忽略了他最想我們做的，就是偏離了
事奉的核心那就是徒有外表卻沒有實意的事奉而矣。



昔日的責備、今日的反省

•您是否滿意您目前的屬靈生活？您認為恆定地出席
及有限度地參與教會的事奉就是過著一個合宜的基
督徒生活嗎？

•您是否認清神要您在個人層面及教會層面的心意？
您是否知道神要您如何去事奉祂，您又如何回應呢？

•我們是否也常常覺得生活要做的事情太多忙不過來
了，我們是否按照自己的想法而製造不同的’推託’或
‘藉口’ 而忘記將優先次序應按照神的意思放置正確？



1:3 那時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

1:4 

和合本: 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麼．

呂振中: 『這殿荒廢無鑲蓋，而你們自己到住在有鑲蓋的
房屋︰難道這就是這樣作的時候么？

新譯本: “這殿宇仍然荒廢，豈是你們住在有天花板的房
屋的時候嗎？”

荒涼• : 原文是： ֵרב :Transliteration ;חָּ ḥārēb意思是：廢棄
的, 荒蕪的

天花板• :  原文是：ן פ  סָּ ; Transliteration: sāpan; 意思是：遮
蓋, 用木板或鑲板遮蓋 (ceiled, paneled)



參信望愛專卷註釋:

這裡既然是責備，指的應該就不只是「有屋頂
的房子」，而是「用高貴木料遮蓋牆壁或屋頂
內面的房子」。哈該並不是批評人住在天花板
的房子，而是提問他們既然能裝潢自己的家，
怎麼任憑神的聖殿荒涼，是把神放在怎麼樣的
地位上？

神(萬軍之耶和華)的殿只有根基，沒有其它部
份；與百姓(神的子民)住在有的房屋形成了強
烈、不合理的對比。



1:5 

和合本: 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呂振中: 如今萬軍之永恆主這么說︰你們要用心想想你們所行的。

新譯本: 現在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你們要反省自己的行為。

•省察: 原文由兩個字組成

•是：ׂשּום; Transliteration: śûm意思是：放, 放置, 設立 ,設定, 導
向 ; 及 ב בָּ ; Transliteration: lēbāb;意思是：內在的自我, 心思, 意志, 
心, 靈魂, 理解力

神要百姓”用心想想他們所行的”或可以解讀為: “要百姓重新設定他
們的心思意念 (mind set)”

這句話是這一段的重點，穿插在不同的內容之中，神要百姓反省，
是十分明顯的。



讓我們反省生命的優次

神要以猶大人反省生命的優次。其實在猶大人的歷史中，
有一個實例反影他們當有的優次；參撒下7:1-2

7:1 王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
擾亂。

7:2 那時、王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
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裡。

讓我們反省神在我的心裡佔甚麼的地位？比較我自己的需
要（家庭、事業、人際和眾多想追求的事）和祂的事，哪
樣較重要？您又如何定位？



我們可能很享受教會內某種事奉給我們的快感或安全感，
以致我們忽略了神的心意。彼得就曾經跌進這個陷阱之中：

參太17:4 彼得對耶穌說、主阿、我們在這裡真好．你若願
意、我就在這裡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
為以利亞。

可是主耶穌卻沒有把彼得停在那裡。

把神放在自己心中最高的次序，就是體貼祂的心意。

我們基督恩典堂領受了神給我們甚麼的心意？ ‘我’又如何
回應？

讓我們反省生命的優次(續)



1:6猶大

的困境

1:9a盼望
多得、所
得的卻少

1:10 天就不
降甘露、地

也不出土產
1:11 神命

乾旱臨到
原因：1:9b 這是為甚麼呢、因為我的殿荒

涼、你們各人卻顧自己的房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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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 期望 結果

撒種多 有好收成 收的卻少

喫 得飽足 卻不得飽

喝 得滿足 卻不得足 (NIV: but never 

have your fill)

穿衣服 得溫暖 卻不得暖(呂振中:卻穿不

暖)

得工錢的 有餘，能積蓄財富 將工錢裝在破漏的囊中

這顯示了他們生活的每個層面都不暢順，事與願違。
您若是當時的猶大人，您會怎樣？



或許您也會反省，為甚麼會這樣呢？
1: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1:8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
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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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奔〕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
的。

1:10所以為你們的緣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
產。

1:11我命乾旱臨到地土、山岡、五榖、新酒、和油、
並地上的出產、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勞碌得來
的。



這段經文的重點是在第8節: 

神在這裡告訴猶大人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

ASB: Go up to the mountain, and bring wood, and build the house; and 
I will take pleasure in it, and I will be glorified, saith Jehovah.

NIV: Go up into the mountains and bring down timber and build the 
house, so that I may take pleasure in it and be honored," says the 
LORD.

•山:原文是： ר ה  ; Transliteration: har; mountain range; 
mountainous region; mount." (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這裡也暗示只要猶大人認真地回應神的心意，他們並不愁缺乏可
用的木材。



按神心意去事奉，是神所喜悅的，而且結果是：神得到榮耀

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

神要這班猶大人反省的是：他們的生命中沒有尋求神的喜悅；他
們一直關心是自己的生活，但神要他們尋求祂的喜悅，並要在生
活上，以專心做神的事情來榮耀祂。

今日的應用：

•今天神同樣邀請您為祂建殿，祂盼望您進入人群，把那些未信
主的人帶到主的面前，讓他們可經歷神的救恩與美善。

上山取木料並不容易• ，很大機會會弄傷身體。同樣今天要專注
事奉神，也會遇到很多困難。然而，這樣做是神所喜悅的。

• 參哀 3:40 我們當深深考察自己的行為、再歸向耶和華先知哈
該亦在這裡提醒我們：先省察（心要先向正耶和華），後回轉
（方可做出正確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