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該書研讀



第四篇信息 (二:10-19),主旨: 蒙福-要聖潔作工

2:10 大利烏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
說、

2:11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要向祭司問律法、

2:12 說、若有人用衣襟兜聖肉、這衣襟挨著餅、或湯、或酒、或
油、或別的食物、便算為聖麼．祭司說、不算為聖。

2:13 哈該又說、若有人因摸死屍染了污穢、然後挨著這些物的那一
樣、這物算污穢麼．祭司說、必算污穢。

2:14 於是哈該說、耶和華說、這民這國、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們
手下的各樣工作、都是如此．他們在壇上所獻的也是如此。

2:15 現在你們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華的殿、沒有一塊石頭壘在
石頭上的光景．



2:16 在那一切日子、有人來到榖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
有人來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

2:17 在你們手下的各樣工作上、我以旱風、霉爛、冰雹、攻擊你
們．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2:18 你們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從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
耶和華殿根基的日子。

2:19 倉裡有榖種麼．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都沒
有結果子．從今日起、我必賜福與你們。



思想問題

七月二十一日與九月二十四相隔了兩個月多一點• ，
為甚麼哈該又在此時對猶大人說話？
為甚麼耶和華吩咐哈該去問祭師有關聖潔與污穢的•

問題？難道哈該不知道 (2:11-13)？
您覺得這段經文的總體信息是積極還是消極• ？是
好信息還是壞信息？
全段經文令您印象最深刻的是那部份• ？為甚麼？



2:10 大利烏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
該說、

約為主前520年十二月十八日。是巴勒斯坦地的雨季, 在耶路撒
冷秋雨是從10月的中旬開始. 下了秋雨之後，土地夠鬆軟，就
可以犁田和撒種。所以到了12月中旬之後，所有鬆土撒種的
工程已完成，剩下的就是等待與期待。期待甚麼呢？自然是
希望沒有天災，農作物有好收成。神吩咐哈該在這時向猶大
百姓說話，實在是有祂特別的心意。

2:15-17都是要猶大百姓追想過往農產品失收的原因，提醒他
們引以為鑑。在跟著來的經文哈該向以色列人傳遞了一個很
重要的信息：猶大百姓重建聖殿，是神所喜悅的，但他們不
能因為參與建殿而因此成為聖潔，他們要成為聖潔，就必須
要在生活上按神的誡命、法度、律例及殿章去行。



2:11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要向祭司問律法、

2:12 說、若有人用衣襟兜聖肉、這衣襟挨著餅、或湯、或酒、或油、
或別的食物、便算為聖麼．祭司說、不算為聖。

2:12 現代中文譯本：如果有人從牲祭中拿了一塊分別為聖的祭肉，
用他的衣袍包起來，後來這衣袍接觸到餅、湯、酒、橄欖油，或任
何其他食物，這些食物算不算聖物呢？」祭司回答：「不算。」

哈該去問祭師有關聖潔與污穢的問題不是他不知道，這其實是猶
大人教導的一種方法，用問答的方式可以刺激思考。

•分別為聖的肉：就是指獻祭的肉，它已經被分別出來，獻給上
帝(利6：27,28)。聖: 原文是：ֹקֶדׁש ; transliteration: qōdesh,意思
是：分別, 神聖

聖潔是不能傳遞的,追求聖潔是要主動的。我們若要成為聖潔，
也不能單單藉著事奉，必須要獨立追求。因為聖潔是不能過戶的。



2:13 哈該又說、若有人因摸死屍染了污穢、然後挨著這些物的那一樣、
這物算污穢麼．祭司說、必算污穢。

2:13現代中文譯本：哈該又問：「如果有人因接觸到屍體而污染了，以
後他又摸到這些食物，這些食物會不會也被污染呢？」祭司說：「會
的。」

污穢• : 原文是：ָטֵמא ; Transliteration: ṭāmēʾ;意思是：不潔的 (道德上和
宗教的, 禮儀的)

參：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Old Testament: A verb 
meaning to be unclean, to desecrate, to defile, to make impure. The main 
idea of the action was that of contaminating or corrupting, especially in 
the sight of God. 
參：民 5:2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長大痲瘋的、患漏症的、並因死屍
不潔淨的、都出營外去。

民 5:3 無論男女、都要使他們出到營外、免得污穢他們的營、這營是我
所住的。



同參: 利11：24-28, 第二個問好像第一個問題一樣，但是倒轉過來
問。祭司的回答也為了這節作了很好的解釋不潔淨（污穢）是
可傳染的。

哈該問了兩個問題，他想要帶出的是：成聖不能傳遞，但污穢卻
可以傳染。

這段經文提醒我們，要遠離罪惡。對信徒來說，遠離罪惡是必須
的。因為罪使我們受虧損，無論我們參與多少事奉，如果我們有
罪，都無法補償。

2:14 於是哈該說、耶和華說、這民這國、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們
手下的各樣工作、都是如此．他們在壇上所獻的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之前第二個問題的答案，無論是國家人民、他們所作的及他
們所獻的祭必算為污穢，不算為聖。



為甚麼哈該要對猶大百姓講出2：10-14的一番說話呢？歸納有兩種可能
的解釋:

• 第一個可能的解釋是: 這些內容是針對猶大百姓過去尚未重建聖殿的情
況所說的，目的是要解釋他們那些年農業遭遇很多載禍的原因。由於
過往這班百姓並末有依從神的吩咐去事奉祂，所以他們受到了神的管
教（1：6， 9-11）。百姓（在南國亡國時）拜偶像，背逆上帝。到了
他們回歸後，又沒有按神的心意去行，以致他們手所作的，都受到
感染，變為污穢，不蒙祝福。他們任由神的殿荒涼，他們所獻的祭
也因此而被視為不潔。

• 第二個可能的解釋是哈該針對正在聆聽這篇信息的猶大百姓，是指著
當下的處境來說的，當然這民這國是指猶大人，但當中也有可能包括
一直留在猶大地，沒有被擄的猶大人，甚至一些北國的以色列百姓。
在上帝的眼中，北國跟南國是一個整體（這國）。他們手下的工作
（建造聖殿）是聖工。但參與聖工並不能使人自然成聖。



猶大百姓唯有遵守神的律法，才能得以成為聖潔。但是若猶
大百姓的行為是敗壞的、墮落的；那麼他們在道德上的腐
敗，會污染正在興建中的聖殿。同樣如果猶大百姓繼續過著
犯罪的生活，他們所獻上的祭物也是不討神的喜悅。所以很
有可能的是：這些猶大百姓雖然參與聖殿重建工程，但是在
他們的事奉和生活上，沒有留心分別為聖的重要。他們沒有
緊慎防備落在罪中污染這個危險。如果我們對照跟哈該同一
個時期的令外一個先知撒迦利亞的信息（撒1：4 不要效法你
們列祖．從前的先知呼叫他們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
要回頭離開你們的惡道惡行。他們卻不聽、也不順從我．這是
耶和華說的。以及撒第七章全章）似乎這些猶大百姓並沒有
尋求聖潔，仍過著一種不合神心意的生活。他們只注意守節
期，可是他們內在的生命卻沒有真正的改變。所以他們這樣
本末倒置的行為，以致於所獻的祭物在上帝的眼中看來都是
污穢的。



停下來想一想

•這段經文對我們今天有甚麼提醒呢？
•事奉與與事奉者的生命有甚麼關係？
•事奉的目標是甚麼？事奉的過程要注意甚麼？
•是事奉的過程還是事奉的結果重要呢？



聖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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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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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即使是熱心服事• ，甚至我們的事奉非常有果效。我們
看見上帝透過我們的事奉在人身上大大動工，而且真是聖靈的工
作。但是從事聖工，不會自動讓我們的生命成為聖潔。我們還
是須要與神有好的關係，遠離試探。林前9：27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倒被棄絕了也就是很
好的提醒。

•參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 Be Heroic (Haggai, Zechariah): It 
must always be that sin hinders the work of God and robs us of the 
blessings of God. It was the sins of the people that brought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Jerusalem and the captivity of the nation, and their 
sins could hinder the rebuilding of the temple and the renewing of 
the Jewish nation in their own land. "Righteousness exalts a nation, 
but sin is a reproach to any people" (Prov. 14:34公義使邦國高舉．
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Pr+14:34


2:15 現在你們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華的殿、沒有一塊石頭
壘在石頭上的光景．

•追想: 此字與1:5的’省察’屬同一個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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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ב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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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日以前、耶和華的殿、沒有一塊石頭壘在石頭上的光景: 這
應該是指過去亡國被擄以及這些年耶路撒冷荒涼的景象。他
們應該追想為甚麼會落到這麼悲慘的景況呢？是上帝失信沒有
看顧他們嗎？還是他們背逆上帝的結果呢？



2:16 在那一切日子、有人來到榖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
有人來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

2:17 在你們手下的各樣工作上、我以旱風、霉爛、冰雹、攻擊你
們．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酒池：就是壓酒池（賽 5:2  太 21:33 ）。通常是前後高低兩連層
的窪穴，高層約八呎見方，供榨葡萄的人用腳踐踏葡萄之用；
低層約四呎見方，約三呎深，使上層榨出來的葡萄汁流入坑穴
內。

接下來哈該要百姓回想在聖殿重建前的光景，他們當時的景況如
何呢？他們的穀物跟酒收成的供應，遠比他們期望的更少。過去
這些年，盡管猶大百姓辛勤作工，但他們的農產品卻被旱風、霉
爛、冰雹所摧殘，以致所剩下的不多。但盡管如此，百姓並沒有
把他們所遭遇的與他們自己的屬靈光景聯繫起來。他們從來沒有想
到，他們應該向上帝悔改，回轉歸向上帝。所以2：17說: ’仍不歸
向我’。



2:18 你們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從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
耶和華殿根基的日子。

2:19 倉裡有榖種麼．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都沒
有結果子．從今日起、我必賜福與你們。

哈該在播種時期就預言明年的豐收，並要大家回想到上次建聖殿
的時間 (停工之後，日子變得難過了)。在由撒種到收成約需要四
個月的時間，哈該在此時宣告猶大將會有豐收，是一個大膽而滿
有信心的宣告。作為神的僕人，上帝要他傳遞的信息，他都毫無
保留地說出來。這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思想與反省

• 我們要省察自己，不要對罪視而不見，要有錯即改參亞1:3 所以你要對以
色列人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這是萬軍
之耶和華說的。1:4 不要效法你們列祖．從前的先知呼叫他們說、萬軍之耶
和華如此說、你們要回頭離開你們的惡道惡行。他們卻不聽、也不順從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自我反省後，若發現有偏差、有錯誤，就要立即改過。神的手永遠

是向我們伸出的，我們歸向祂，祝福就臨到我們身上 (2:19b …從今日

起、我必賜福與你們)。

• 讓我們曉得去珍惜神的管教猶大人受到上帝的管教，農作物多年失收，
這自然不是好過。但來12：6 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
子。及12：10 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
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