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該書研讀



第五篇信息 (二:20-23);主旨: 揀選與應許-要
靠神不怕

2:20 這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哈該說、

2:21 你要告訴猶大省長所羅巴伯說、我必震動天地．

2:22 我必傾覆列國的寶座、除滅列邦的勢力、並傾覆戰車
和坐在其上的．馬必跌倒、騎馬的敗落、各人被弟兄的刀
所殺。

2:23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僕人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阿、
到那日、我必以你為印、因我揀選了你．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



思想問題

•這一篇的信息跟上一篇是在同一天的; 但在次序上卻與之前傳遞
的不同，之前是信息先傳到領袖再傳給百姓；這次是先傳給
百姓（2：10-19）之後再單獨傳給所羅巴伯，這是否有特別的
原因呢？

• 2：21跟2：6的內容是很相似的，為甚麼要重覆？

•這次哈該信息的對象是所羅巴伯，卻沒有提到約書亞，為甚麼？

• 2:23 ‘到那日’，是指甚麼日子？

• 2:23 ‘以你為印’是甚麼意思？

•您對整段經文有甚麼印象或感受？



我們應如解釋這段經文？

猶大人（亡國
前及回歸時）
的歷史背景

所羅巴伯
的背景及
角色

經文本身
的結構



2:20 這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哈該說、

2:21a你要告訴猶大省長所羅巴伯說、

很明顯，這篇信息是與之前的一篇在同一日發出而且是緊接著之前的一
篇信息。

之前一篇信息是對著百姓說的；但這一篇是單單對著所羅巴伯說的，
為甚麼？

這與他的：

•身份 -他是大衛的後代

•角色所及他所面對的處境 -他是重建工程的領袖, 他正面對著內憂與外
患，極需要神的鼓勵；和

•神的應許與祂的計劃-神要透過所羅巴伯繼續實現祂對大衛家的應許

都有著莫大的關係。



讓我們先回顧猶大人亡國前的歷史



回顧猶大人亡國前的歷史

當先知耶利米蒙召傳講神的話時，其時的猶大國已經日薄西山。
國勢每況愈下。在先知耶利米被擄前，曾經奉神的命對當時的猶
大王約雅敬說出審判與咒詛的信息：

耶 22:17 所以耶和華論到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如此說、人
必不為他舉哀、說、哀哉、我的哥哥．或說、哀哉、我的姐姐．也
不為他舉哀、說、哀哉、我的主．或說、哀哉、我主的榮華。

耶 22:18 被埋葬好像埋驢一樣、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門之外。

耶 22:24 耶和華說、猶大王約雅敬的兒子哥尼雅、〔又名耶哥尼雅
下同〕雖是我右手上帶印的戒指、我憑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將你從
其上摘下來。



耶22:30 耶和華如此說、要寫明這人算為無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
因為他後裔中再無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猶大。

代下 36:4埃及王尼哥立約哈斯的哥哥以利雅敬作猶大和耶路撒冷
的王、改名叫約雅敬、又將約哈斯帶到埃及去了。

代下 36:5 約雅敬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
年．行耶和華他 神眼中看為惡的事。

代下 36:6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上來攻擊他、用銅鍊鎖著他、要將
他帶到巴比倫去。

代下36:8 約雅敬其餘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並他一切的行為、
都寫在以色列和猶大列王記上．他兒子約雅斤接續他作王。

代下36:9 約雅斤登基的時候年八歲、〔列王下二十四章八節作十八
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個月零十天．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回顧猶大人亡國前的歷史



從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
撒將猶大王耶哥尼

雅（又名約雅斤）和百
姓從耶路撒冷擄去、末
底改也在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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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雅敬

約雅斤

撒拉鐵

所羅巴伯



回顧猶大人亡國前的歷史

對於當時的南國百姓來說，雖然北國已在主前722年為亞述所滅，但他
們仍然滿懷信心的相信猶大國是不會滅亡的。他們的信心主要是來自兩
方面的：

❖第一方面是聖殿因為聖殿是上帝的居所，他們相信上帝會看顧祂自
己的居所。連帶也會看顧這個居所所在的耶路撒冷。因此他們相信耶
路撒冷是不會被攻破的。

❖第二方面是大衛之約在撒下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原文作
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猶大人只是依靠殿與約，卻對這兩方面的施與者不忠不誠。他們不緊緊
抓住與他們立約的上帝，去事奉祂。他們只懂找住應許，卻不去實踐
應許背後的要求，完全漠視了上帝的公義，處處犯罪、不知悔改。最
後招致上帝離棄了他們。



•所以當主前586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領全軍來攻擊耶
路撒冷，把聖殿摧毀，猶大人所依靠的亦隨之被打破了。
猶大人不單止國破家亡，他們過去賴以安心立命的信念
也受到了嚴重的摧毀。他們的信仰根基幾乎被連根拔起。

•在被擄到巴比倫後，他們反思他們與上帝的關係，從而
在屬靈生命上得到復興。

回顧猶大人亡國前的歷史



哈該發出第四及五篇信息時猶大人的景況

•士氣低落;

•建殿再次受阻但在神的保守下使大利烏王繼續兌現古列王的御旨，
支持重新建殿並提供所需物料;

•新殿倘若建造完成，也無法與舊殿的華麗可比;

•縱使得以回歸耶路撒冷，猶大只屬一個當時波斯的小小的行政區
域，他們只是眾多少數文族中的一個，他們的身家性命並沒有
保障(參以斯帖記 )。

•猶大百姓最盼望的，就是能否復國，重建在大衛時的盛勢大
衛之約的期盼。



21:b我必震動天地．

22:我必傾覆列國的寶座、除滅列邦的勢力、並傾覆戰車和坐在其
上的．馬必跌倒、騎馬的敗落、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殺。

這兩段經文其實可分成三組分析：

第一組 我必震動天地

第二組 我必傾覆列國的寶座、除滅列邦的勢力、

第三組 傾覆戰車和坐在其上的．馬必跌倒、騎馬
的敗落、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殺

由廣
至狹，
由遠
至近



第一組的內容：天對地

這一組經文的內容，曾經在2：6出現。這裡是要強調上
帝是天地的主，是掌管萬有的。

第二組經文的內容：

我必傾覆列國的寶座、

除滅列邦的勢力

這兩句所說的，都屬同一個信息上帝必除去攻擊祂子民
的惡勢力。



第三組信息：

傾覆戰車和坐在其上的．

馬必跌倒、騎馬的敗落

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殺

這三對的對比都是指人，這些人會敗落，並會自相殘殺。這些戰
車或馬匹代表由惡勢力而來的攻擊，但終被神消滅。這也令猶大
人聯想到他們祖宗出埃及的經歷（出15: 1b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
他大大戰勝、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15:5 深水淹沒他們、他們如
同石頭墜到深處。)

這三組經文的編排，由廣至狹；先是天、地；繼而是列國的勢力；
最後是由那些勢力而來的具體攻擊。但是無論在那一個層面，上
帝都是掌權者和得勝者。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我2：21及2：22都用了’我必’ ; 這是
主動及有肯定的意味。是上帝主動的為以色列人的好處來
爭戰，去攻擊猶大人的敵人。

這段經文對我們這些跟隨神的人有著極寶的信息；如果我
們行事為人，我們做事的方向，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話，
其實我們不用擔心與害怕。縱使我們遇上再大的困難，
上帝都可以替我們解決；因為祂是萬軍之耶和華，那位
掌管天地的主。讓我們帶著這樣的信心來面對每天的生活。



2:23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僕人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阿、
到那日、我必以你為印、因我揀選了你．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

呂振中: 萬軍之永恆主發神諭說︰到那日我必選取你，撒
拉鐵的兒子、我的仆人所羅巴伯阿，永恆主發神諭說，我
必以你為印章﹔因為我揀選了你︰這是萬軍之永恆主發神
諭說的。」

新譯本: 萬軍之耶和華說：‘撒拉鐵的兒子，我的僕人所
羅巴伯啊！到那日我必提拔你。’耶和華說：‘我必以你
為印記。’萬軍之耶和華說：‘因為我揀選了你。’”

現代中文譯本: 我的僕人所羅巴伯啊，在那一天，我要選
召你。我要指派你奉我的名統治。你是我所選擇的。」上
主─萬軍的統帥這樣宣佈了。



哈該在這節中用了四個很特別的觀念，來描述所羅巴伯的角色:

1. 我必提拔你(新譯本):提拔 -原文是：ָלַקח ; 
Transliteration: lāqaḥ根據Mounce's Complet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意思是: The basic meaning of laqaḥ is “to 
take, grasp.” The meaning is often simply to “take 
into/by the hand.” laqaḥ is also used to describe 
taking something as one’s own possession. 

這個子在舊約裡面常常用來形容一個人，蒙了上帝
的揀選。上帝把一個很重要的任務託付給他。所以
上帝對所羅巴伯說：我要提拔你。



2. 我的僕人

•僕人-原文是：ֶעֶבד ; Transliteration: ʿebed; 意思是：奴隸, 僕人; 
僕人這個字，在舊約聖經當中就曾經用在很多重要的人物上，
這包括了亞伯拉罕、摩西、大衛。特別在賽的四十章到五十五章
那處特別提到受苦的僕人。跟他的祖宗大衛一樣，所羅巴伯也被
稱為上帝的僕人。

3.我必以你為印記 -這顯示了所羅巴伯是上帝的產業，是上帝權柄
的代表

上帝應許在天地被震動的那天，所羅巴伯將成為上帝的印，重新成
為大衛王朝的繼承人。

’印’：當時印章是有地位的人才擁有的，個人印章在任何文件上做
印記，就表示那個文件是屬於他的重要文件。這個印章當然被擁有
者珍惜、看重。通常帶在脖子上或當成戒指帶在手上。



所羅巴伯被上帝帶在手上，他是上帝所寶貴的，也是上帝所揀選
去延續大衛之約的。

耶22：24上帝棄掉
約雅敬

該2：23 上帝選召
所羅巴伯

大衛之約



4.我揀選了你 -表明上帝所喜悅的

•揀選 -原文是：ָבַחר ; Transliteration: bāḥar意思是：選
擇, 挑選, 決定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 Old Testament : A 
verb whose meaning is to take a keen look at, to prove, to 
choose. It denotes a choice, which is based on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situation and not an arbitrary whim.

在短短的一節經文中• ，重覆了兩次這是耶和華說的。值
得留意的是在以賽亞書（僕人之歌的部份）中，僕人跟
揀選常常是並列使用的。

這個信息的背後表明了上帝要透過所羅巴伯恢復大衛之•
約。



思想與應用

神是明白我們事奉的處境的，猶如祂明白所羅巴伯的處境一樣。祂
會給我們隨時的幫助，我們不要輕易放棄事奉。

神會主動解決我們所預到的困難，猶如當天祂向所羅巴伯宣告祂會毀
滅攔阻所羅巴伯及猶大人事奉的外敵一般。

請注意及緊記教會內的肢體決不是攔阻我們的敵人，撒旦及我們自己
的罪性才是，切勿相咬相吞。

讓我們學習多從上帝的角度看事奉，而非靠自己的’專業判斷’。

讓我們學習緊守事奉崗位，絕不言棄，彼此包容、順服。

我們是神的印記，是神所揀選去事奉祂的。這是無比的福氣，讓我
們忠心到底，永不回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