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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那時、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
並剩下的百姓、都聽從耶和華他們 神的話和先知哈該奉耶和華他
們 神差來所說的話．百姓也在耶和華面前存敬畏的心。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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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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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這是在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 第二篇信息 (一:12-15)主旨: 響應-神會與百姓
同在



思想問題：

•您讀畢這段經文，有甚麼感覺？

• 1：12 及1：14都提及”剩下的百姓”，甚麼是”剩下的
百姓”？

•何謂”聽從”？您覺得怎樣才算是”聽從” 神的話？

•神對聽從祂話的猶大人怎樣？這給我們有甚麼提醒？

•從大利烏王六月一日哈該宣佈神的訊息給這班猶大的?
百姓到同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們開始重啟建殿工程，您
覺得這是快還是慢？何解？這給了我們甚麼信息？



真心的聽從

重視神的聲音•

領受• 神的聲音

認同• 神的聲音

心態的改變-敬

畏神

害怕神•

需要神•

尊敬神•

相應的行動-神與

人

• 神的同在

• 領袖的堅持

• 會眾的自覺

經文發展的思路進程



1:12 那時、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
並剩下的百姓、都聽從耶和華他們 神的話和先知哈該奉耶和華他
們 神差來所說的話．百姓也在耶和華面前存敬畏的心。

剩下的百姓: 呂振中: 所有剩下的人民; 新譯本: 所有餘剩的子民

NIV: the whole remnant of the people

Amplified Bible: with all the remnant of the people [who had 
returned from captivity]

BEB: all the rest of the people

現代中文譯本: 所有從巴比倫流亡回來的人民

留意之前哈該怎樣稱呼那些猶大人(1:2)

所有譯本都指出所有那些自願回歸的百姓都願意聽從耶和華藉哈該
所說的話這顯示出領袖及會眾的一致（合一）。



聽從: 原文是：ַמע שָׁ ; Transliteration: shāmaʿ意思是：聽, 聽到, 
聽從

參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Old Testament: 此字有
隱含意議，就是服從的意思（留心聽從要求或命令）。

•他們 神的話話:原文是：קֹול ; Transliteration: qôl; 意思是：
聲音, 響聲, 噪音 (Call out loud)

•先知哈該奉耶和華他們 神差來所說的話話:原文是： ר בָׁ דָׁ
Transliteration: dābār; 意思是：言論, 言語。參Mounce's
Complet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dabar means “word, report, command,” but can also signify a 
“thing, matter, affair”

有些解經家認為קֹול是指神在聖經中的話語， ר בָׁ 是傳講聖經דָׁ
的話語。猶大人在聽哈該的信息時，聽到了神的聲音，並且
以聽從來回應。



三方面
的回應

重視神的聲音

申6:4-9

認同神的聲
音

領受神的聲音

詩119:11,18



百姓也在耶和華面前存敬畏的心

• 敬畏:原文是：יֵָׁרא ; Transliteration: yārēʾ;  意思是：懼怕, 敬畏, 害怕; 參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Old Testament: A verb meaning to fear, to 

respect, to reverence, to be afraid, to be awesome, to be feared, to make afraid, to 

frighten. The most common translations are to be afraid, to fear, to fear God.

• Mounce's Complet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yareʾ

denotes both a sense of terror and a sense of awe and worship. It is commonly 

translated “fear, revere, worship.” 

• 這片語的原文直譯是：百姓都敬畏雅威

• 敬畏: 這個字十分重要，敬畏神可透過以下的三個層面來表達：

1.害怕神: 從上述的原文字義分析，我們知道敬畏包含害怕的意思。NIV, BEB & 

ASB 都是把’敬畏’翻譯成 ‘fear’. 都是把翻譯成這種害怕不是指無故驚恐，或不敢與

神接觸。其實害怕神是明白他的賞善罰惡，並要求人按祂的心意而行。



2. 需要神: 人害怕神，表示人知道自己的限制，知道自己需
要神。猶大人過往把精力方在建設自己的家園，可是是與願
違，無論他們如何努力，總是不能達到心目中的效果。當神
責備他們的時候，他們看到自己的限制，就對神存敬畏的心。

3. 尊敬神: 敬畏的另外一個層面，就是尊敬。也就是把祂配
得的榮耀、尊重歸與祂。人對神，若只有害怕，就很痛苦，
這並不是神的心意。敬畏神是始於對神的害怕，繼而明白自
己的不足而需要神，最後從心裡尊敬祂。

我們對神的尊敬，可以分別從言和行中表現出來。按著神的
心意行就是尊敬神。羅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
意。

就是幫助我們學習如何尊敬神。



停下來想一想

•今天我們是如何領受神給我們的訊息？
•您如何確知這是從神而來的信息呢？
•您是用甚麼心態去回應神對您的心意呢？
•您覺得您與神的關係怎樣？是害怕祂？
是需要祂？尊敬祂？抑或是三者俱備呢？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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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同在，表示祂的屬性也會隨時彰顯在我們身上，也包括祂的保護、引
導、能力、供應。。。等等。(太28:19-20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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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激動:原文是：עּור ; Transliteration: ʿûr; 意思是：自己興起, 醒起, 醒悟, 鼓
勵

• 參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Old Testament: A verb meaning to 
stir, to arouse, to awaken. It is used of raising something or someone to 
action, of agitating someone, of motivating him or her. It is used of stirring 
oneself to action (Judg. 5:12)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Jdg+5%3A12


•心:原文是：ַרּוח ; Transliteration: rûaḥ 意思是：

1) 風, 氣息, 靈
1a) 氣息
1b) 風
1c) 靈 、生氣, 活力
1d) 靈 (活物的, 人與動物的氣息)
1e) 靈 (情緒之所在)
1f) 靈: 心智行動的所在或器官
1g) 靈: 少數指意志
1h) 靈: 道德特質的所在
1i) 神的靈



參: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Old Testament:

The human spirit is sometimes depicted as the seat of emotion, the 
mind, and the will. In a song of praise, Isaiah asserted that the spirit 
desires the Lord (Isa. 26:9; Job 7:11). The spirit imparts wisdom for 
understanding (Ex. 28:3; Deut. 34:9); and carrying out one's 
responsibilities. (Ex. 35:21).

在1:14 我們可以看見猶大人的回應，其實是神的工作，是祂主
動的激勵他們。神主動的興起我們的情緒、心思及意志，好叫我
們能配合祂的心意，作祂的工。

這裡給了我們很重要的提醒：今天若有神的感動臨到您，無論
是提醒或是挑戰，都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帖前5：19; 呂振中: 
別將靈扑滅了); 不要白白浪費經歷祂的機會。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Isa+26%3A9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Job+7%3A11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Ex+28%3A3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Dt+34%3A9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Ex+35%3A21


神的信息 • 藉先知哈該

給所羅巴伯及

約書亞心被

激動

• 再藉這兩位

領袖

向其餘百姓表

達心被激動
•起來為神
的殿作工



從這段經文中所學習到建立教會時要注意的事：

•今天的教會領袖，都可從所羅巴伯和約書亞身上
學習。首先是有清晰的焦點不少教會有很多活
動，卻缺乏正確的焦點，這是作領袖應盡量避免
的。

領袖須要按神的心意挑戰會眾• （哈該挑戰兩位領袖
他們挑戰其餘會眾）。

停下來想一想



1:15 這是在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從大利烏王六月一日哈該宣佈神的訊息給這班猶大的?百
姓到同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們開始重啟建殿工程，相隔共為
23天。當時正是收割農忙之時，百姓可能需要一段時間處
理完農事或者做一些組織與規劃，然後才來建造聖殿。加
以重新建殿需要動員（規劃與分配工作），當月第二十四
天所羅巴伯以及以色列百姓就動手做工，其對神話語回應
之迅速令人訝異。

❖反觀我們是否有存敬畏的心聽從神的話，並如此迅速的
回應呢？

❖面對每天的工作與忙碌，我們是否太汲汲營營於世俗的
事，而忽略了屬靈的事？「建造聖殿」的意義對我們個
人而言是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