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該書研讀



第三篇信息 (二:1-9)主旨: 應許-更大的榮耀

2:1 七月二十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

2:2 你要曉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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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剩下的百姓、說、

2:3 你們中間存留的、有誰見過這殿從前的榮耀呢．現在你們看著
如何．豈不在眼中看如無有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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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這是照著你們出埃及我與你們立約的話．那時、我的靈住在你
們中間．你們不要懼怕。



2:6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
天地、滄海、與旱地．

2:7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或作
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
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2:8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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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問題

•七月二十一日跟重新恢復動工建殿的時間相差了多少天，
為甚麼哈該又要對猶大的領袖及百姓說話？

•七月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甚麼是1:3 ’你們中間存留的’？

•哈該這次的訊息是關乎甚麼？為甚麼他要傳遞這些信息？

•您猜想當時百姓的心情如何？為甚麼？

•這段經文中有甚麼令您注意到或留下深刻的印象？為甚
麼？



解釋這段經文必須留意：

當時的歷史背景

他們對以前（所羅門王
時代）的聖殿的觀感

外在的政治經濟
因素

繼續建殿的初期
他們會做甚麼？

當時猶大人的
節期



2:1 七月二十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

2:2 你要曉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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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剩下的百姓、說、

2:3 你們中間存留的、有誰見過這殿從前的榮耀呢．現在你們
看著如何．豈不在眼中看如無有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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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二十一日，相距只有約28天左
右，而哈該卻又再向猶大人說話。從經文的內容來看，
這都是鼓勵性的說話。為甚麼呢？人在甚麼時候需要
受到鼓勵？



1. 首先我們需要從當時的歷史背景與恢復建殿初期的活動分析：

歷史背景：所羅門王所建的聖殿於主前586年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燒燬:

25:9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巴比倫王的臣僕、
護衛長尼布撒拉旦、來到耶路撒冷、

25:10 用火焚燒耶和華的殿、和王宮．又焚燒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
各大戶家的房屋。

聖殿被焚燬了，但由石頭堆砌的部份可能仍然殘留，散落在附近。
它們仍然可以被使用。故要恢復重建時，哈該是吩咐猶大人去上山
取木。從六月二十四日起到哈該再對他們說話之時，他們都可能只
是忙於整理散亂的石頭，對於工程整體而言，似乎未有看見實質的
成效這情況可能令到部份猶大人覺得沮喪，建殿的熱誠亦隨之冷
卻下來。



2.從當時猶大人的節期這方面分析:
七月份是擁有許多節慶的月份:
•一日是吹角節、
•十日是贖罪日、

•十五到二十一日是住棚節 (參利 23:33-36), 「住棚節」：稱
頌神在以色列百姓飄流曠野的日子向他們顯出的美善，
在農業上是剛完成豐收的日子，故也稱作收藏節。（出
23:16  利 23:39  申 16:13 ），是以色列每年的三大
節期之一。在這個節期聖殿裡每天都要獻祭（民 29:12-
38 ），一般的人家則要搭棚居住七日。不但不可工作，而
且這是大節，要守節七天。

這麼多的節日與假期，工程只能斷續地進行。聖殿重建
工程不會有太多進展,百姓難免感到沮喪

參利 23:23-32



3.從他們對以前（所羅門王時代）的聖殿的觀感分析

從被擄到回歸建殿已有六十六到六十七年，所以能’存留而見過這
殿從前榮耀’ 的人應會在七十歲以上，這種人也許有一部份。
在立第二聖殿根基時就還有不少這樣的人。

拉 3:12 然而有許多祭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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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許多人大聲歡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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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所羅門王所建的聖殿極為壯麗，所羅門王除了用了大量的金
銀寶石外，更聘請外國的名工匠，把聖殿內壁都貼滿黃金。所以
即使開工重建，也看不見最後的成果能夠跟以前的聖殿相比想
到這裡，再看到一個月來沒有什麼進度的工程，誰能不灰心呢？



4. 從外在的政治經濟因素分析:

4.1 政治因素: 根據拉 5:1-6:13 河西總督達乃和其他官員也
來攔阻聖殿的建造十六年前當地的百姓成功的阻止聖殿
重建，現在又有高官來阻攔，情況自然是叫人灰心。

5:3 當時河西的總督達乃、和示他波斯乃、並他們的同黨、
來問說、誰降旨讓你們建造這殿、修成這牆呢。

5:6 河西的總督達乃、和示他波斯乃、並他們的同黨、就
是住河西的亞法薩迦人、上本奏告大利烏王．

4.2 經濟因素: 現在的百姓不再像所羅門擁有極大的權勢與
資源，可以聘請外國的名工匠，把聖殿內壁都貼滿黃金
新殿的榮美與舊殿相去甚遠，這也是領到百姓灰心的原因



停下來想一想

•您認為這班猶大的百姓所表現的灰心是合理
的嗎？

•他們的問題在那裡？
• 他們昔日的景況帶給我們今日甚麼的提醒？



導致灰
心沮喪

看重成效

回望過去
的成功

只見到當
前的困難



2:1-4 總結:

•哈該要對猶大人再次說話是因為他們在重新建殿的事上碰上各
方面的阻滯因而灰心沮喪；故耶和華華藉哈該向他們傳遞安慰
鼓勵的信息。

•百姓的沮喪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他們再一次把焦點放錯了。

•回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回望的是神的同在與帶領，不是過
去的成功。請注意哈該提醒猶大人不要回望舊殿的華美，而
是耶和華的同在與救贖, 祂如何帶領以色列入出埃及祂的同在
與保守(2:5)。

•不要被當前的困難嚇倒退縮，要剛強。因耶和華應許與他們同
在。

•不單要回望神過去的同在，更要盼望神現在和將來的同在這是
剛強壯膽背後的重點。



萬軍之耶和華: 

萬軍• : 原文是： Hebrew Word: :Transliteration ;ְצָבָאה tsebâʾâh; 意
思是：軍隊, 戰爭, 戰事; 參Mounce's Complet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 ṣabaʾ appears to come 
from a military context and bears both a general and specific 
meaning in the OT. As to the latter, ṣabaʾ occurs about 280x as part 
of a significant and exalted title for God (1 Sam. 1:3; Ps. 24:10; Isa. 
6:5). “The LO R D (Yahweh) of hosts” appears frequently in Isaiah, 
Jeremiah, and Zechariah. While this designation has military 
overtones, it emphasizes especially God’s sovereignty over the 
entire world. 

這詞在哈該書共出現了次• ；第一章出現了5次；就是2：9也共出
現了5次；其餘2次在2：11及2：23中出現。這裡突出了與猶大
人同在的是位獨一至高的全能神，有萬軍的耶和華同在，他們實
在不用害怕當前的困難，放膽作祂所吩咐我們所作的工。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1Sa+1:3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Ps+24:10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Isa+6:5


這段經文的重點就是在於2:4 ,哈該要領袖及百姓剛強。

剛強• : 原文是：ָחַזק , Transliteration: ḥāzaq; 意思是：堅定, 強壯, 
加強; 參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Old Testament 
ḥāzaq: A verb meaning to be strong, to strengthen, to be 
courageous, to overpower.

•申 31:7  書 1:6,7,9 中屢次交代約書亞和以色列百姓’要剛強’，因此
在住棚節最後一天給這個提醒與鼓勵是很適當的。

代上• 28:10,20 大衛也這樣鼓勵所羅門要建造聖殿。本節就用了三
次此字，而 且用命令式的語氣。

有時候執行神的工作的確是有如當日的猶大人看著滿目瘡痍的聖殿
一般，靠這種義務勞動，怎麼可能重建聖殿？人力財力缺乏的情況
下，怎麼可能撐下去呢？但神的回答是’祂與我們同在’，以致我們
可以剛強作工。



應用與反省

•今天您是否會在家庭、工作、教會、事奉或個人健康等等的問題

上經歷著灰心沮喪之時？您如何從哈該書中得著解決的竅門呢？

•您是否喜歡把自己的狀況與別人比較，哈該書告訴我們這樣的比

較會有甚麼不妥之處？

•哈該告訴我們面對灰心喪志的時候，我們要怎麼行？為甚麼？

•就以基督恩典堂為例:假定開堂的首幾個月，參與人數沒有明顯

的增長、奉獻也是沒有多大的增幅、事奉人手又很緊張；您會有

甚麼反應呢？從哈該書的教導中我們應如何回應？



2:5這是照著你們出埃及我與你們立
約的話．那時、我的靈住在你們中
間．你們不要懼怕。

這是照著你們出埃及我與你們立約的話: 
百姓雖然被擄、聖殿雖然破壞，上帝還
是保證所立的約不改變。

我的靈住在你們中間:在出埃及時，會
幕（表示神的同在）是在12支派安營的
中間的。



2:6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滄海、與旱地．

2:7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或作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我就使這
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這兩節甚為難解，但哈該是用了西乃山上立約的景象；（出19：16-20）。詩68：8
也記載了以色列人在曠野的經歷；地大震動、天降大雨。

滄海、與旱地:暗示了過紅海的神蹟。

哈2:7, 21 & 22說明了審判萬國和震動天地的關係，清楚說明要震動萬國和傾覆列國。
賽14：16-17 ＆結31：16都有類似的記載。明顯地，邦國的衰亡是神審判的結果，
也是與本段的解釋有關。

希伯來書也引用了哈該的說話:

來12:26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他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
震動天。』

來12:27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動
的常存。



參Interpreter's Bible, The - Exegesis Shak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Haggai here proclaims, in terms reminiscent of those used by 
the earlier prophets (cf. Hos. 10:8; Isa. 13:13; Mic. 1:4), the world 
cataclysm which is to be the prelude to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nic 
age. For the association of this world cataclysm in the prophet's mind 
with the revolts that accompanied Dariu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of 
Persia.

哈該這預言也是在他的時代部份應驗了，上帝神蹟式的使波斯王的
府庫供應建殿的一切需要。拉 6:8-12 記載大利烏王要求以色列的
仇敵必須撥稅收供猶太人建殿的一切需要。

拉 6:8 我又降旨、吩咐你們向猶大人的長老為建造 神的殿、當怎
樣行、就是從河西的款項中、急速撥取貢銀作他們的經費、免得耽
誤工作。

6:9 他們與天上的 神獻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犢、公綿羊、綿羊羔、
並所用的麥子、鹽、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話、每日供給
他們、不得有誤．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Hos+10:8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Isa+13:13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Mic+1:4


2:8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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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猶大人明白，每一個時期的聖殿，都有其獨特的目的和使命。
從亞當、夏娃所住的伊甸園到出埃及時的會幕，到所羅門王所建
的殿以至所羅巴伯所率領建造的聖殿都是如此。神所要求的，是
祂的百姓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剛強作工），並相信他們是在神
的計劃中，期待著更美的殿。那殿在他們當代出現或將來出現，
卻並不重要。

參信望愛專卷註釋：

這裡先知從過去神與他們立約說當剛強；現在神的靈與他們
同在；以及將來神必再次震動自然界（天地....）以及政治界
（萬國），三個角度來鼓勵以色列百姓。



應用與反省2：6-9給我們看見應付失
望、灰心的法則，就是不同層面的’望’：

2:1,4•• 2:4

• 2:3• 2:6-9

4. 期待地向

前望-渴望

更美的殿

1.正確地向
後望、回想
神的幫助

2. 警醒地向
內望、醒覺
神的同在

3.堅定地向
上望、依靠
神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