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建生命事奉的工程

撒迦利亞書研讀



課程目的

從歷史、文化、文學結構、原文、
寫作背境及寫作動機等學習撒迦
利亞書這卷書。從而找出作者對
昔日讀者想表達的意思及引申到
對今天信徒的應用。

為有興趣進一步研讀撒迦
利亞書的弟兄姊妹建立對
這書基本的認識。

撒迦利亞書的焦點，是再
思事奉者的屬靈生命，
亦即事奉者與神的關係。



課程大綱

•撒迦利亞書的時代背境

•撒迦利亞書的大綱及導論

•撒迦利亞書每章的研讀

•總結



撒迦利亞書的背景與大綱

1.導言:

在舊約中，復興時期的先知有哈該、撒迦利亞及瑪拉基。他們是在被擄歸回

的時候，向以色列傳揚耶和華的信息。

• 哈該與撒迦利亞是同時期的，約在主前520年，他們信息的重點，在於重

建聖殿，憧憬復興的前景。

• 瑪拉基較遲，可能在以斯拉與尼希米的時期，聖殿早已重建，但宗教狀況

不佳，以色列人對神復興的應許發生懷疑，缺乏信心，在敬拜上只是外表

的禮儀，先知再加以警戒，耶和華是公義的神，祂是輕慢不得的。



2.   歷史背景
2.1. 撒迦利亞事奉的環境，基本上跟哈該事奉的環境相同:
• 被擄的百姓在波斯王古列元年（主前538年）獲准歸回耶路撒

冷，那時約有五萬多人選擇回歸耶路撒冷; 當他們回到耶路撒冷
候， 他們先重建祭壇， 恢復獻祭。次年（主前537年）隨即著
手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只因受敵人攪擾，工程被迫停頓；

• 到大利烏王第二年（主前520年），神透過先知撒迦利亞（和
哈該）鼓勵百姓復工建殿 (參以斯拉記4：24, 5:1-2)。建殿的
工程就恢復過來；

• 雖然撒迦利亞也鼓勵了所羅巴伯等人重建聖殿，但撒迦利亞書
的重點卻不在聖殿的重建。他從大利烏的國境泰平開始（亞一
11），指出在以色列人被擄七十年之後，神的熱心必要復興以
色列國（亞一12-14），並從而在多方面預言神將來的拯救和
作為。



2.2 撒迦利亞與哈該的信息日期先後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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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羅博士所著的舊約聖經，聖經神學註釋本



2.3 哈該書與撒迦利亞書的比較:

空中聖經學院第一講，陳志宏牧師



2.4 撒迦利亞其人其事：

A. 撒迦利亞- 原文是: ְזַכְרָיהּו; TRANSLITERATION: ZEKARYĀHÛ ;意思是: 耶和華記念；

B. 屬祭司家族（比較耶利米、以西結），是祭司易多的孫子（比利家的兒子；參尼十二4、16；

拉五1，六14）。情形大概是：

（1）年青的易多在被擄的猶大人中一同被擄；

（2）比利家或是很年幼時隨父親被擄，或是在被擄時期出生；

（3）撒迦利亞則肯定是在猶大人被擄七十年期間出生和長大；

（4）猶大人歸回時，祖父易多尚在人間，但父親比利家則已死去；年青的撒迦利亞就隨著年老的

祖父歸回；

（5）由於歸回時只有易多和撒迦利亞，所以拉五1和六14都說“易多的兒子撒迦利亞”：其實在

希伯來文裡，“兒子”一語也可以翻譯成 ”後裔” 的意思； 故也可以是指“孫子”；

（6）當約雅金做大祭司的時候，撒迦利亞繼祖父易多成為其祭司家系之首（尼十二12-16）。

C. 撒迦利亞大概是比同期作先知的哈該年輕（參哈該書有關的討論）；亞二4用“少年人”來稱呼

撒迦利亞，也顯示當時的撒迦利亞是個年輕人；



3. 撒迦利亞書的特點：
• 是小先知書中最長， 也是最難解的一卷
• 撒迦利亞書沒有標題：本書開頭亞一1的日期引言，也見於亞一7，

七2，所以亞一1並不是本書的標題，而是一個段落的引言（比較九1，
十二1）─但這些日期引言應該也是出自作者撒迦利亞本人的手筆，
像耶利米愛在他的信息開頭的地方加上一個日期的引言（例如：耶
二十六1，二十七1，三十二1）。

• 撒迦利亞書既有啟示預言的內容，就在多方面涉及新約的來臨和末
後的情景。經文例如論及主耶穌要作成救恩（亞十三1），這恩也臨
到外邦人（亞十四4-21），構成一個新以色列民；在新約裡，以色
列人在救恩上的重要性大打折扣，他們會失去其作外邦人導師橋樑
的作用和地位（亞十一14、10-11）；在末日主耶穌要再來（亞十四
4-8）；那時，神要作全地的王（亞十四9-11）。



• 在四福音書中、耶穌被害的記載當中， 引用了撒迦利亞書九到十四
章部份的經文。 在啟示錄所引用舊約經文中， 除了以西結書外， 也
有是從撒迦利亞書中引用的。 所以此書是對研究新約當中的彌賽亞
神學及末世啟示的背景很有價值的經卷。



4. 撒迦利亞書的作者-猶太人傳統說先知撒迦利亞是撒迦利亞書的作者
；我們接納這個說法。
5. 撒迦利亞書的編寫日期:

5.1撒迦利亞領受啟示的時間
a. 亞一至八章多處提到神賜下異象和啟示給撒迦利亞的日期，撒迦利亞就是在
這些日期裡領受神有關的啟示；
b. 亞一至八章裡提到最後一個領受啟示的日期是“大利烏王第四年”（主前518
年；亞七1），這時聖殿還未重建完成（聖殿在大利烏王第六年，即主前515年完
成）；
c. 亞九至十四章沒有提到先知領受有關啟示的時間，但相信撒迦利亞在主前518
年之後還事奉了一段時日。鑒於書中的日期引言都是依先後次序鋪排，我們應可
以按書中篇章的次序，假設撒迦利亞是在亞七至八章之後得著亞九至十四章的默
示；
d. 鑒於撒迦利亞書沒有提到聖殿重建完成，我們或許又可以假設撒迦利亞是在
聖殿完成重建之前（主前515年之前）得著亞九至十四章的默示。



5.2 撒迦利亞書成書的日期
a. 鑒於撒迦利亞書沒有提到聖殿重建完成一事，說不定
不但撒迦利亞是在聖殿重建完成之前領受亞九至十四章
的默示，撒迦利亞書也是成書在聖殿重建完成之前；
b. 撒迦利亞大概是在領受過亞九至十四章的默示之後，
回頭整理鋪排整卷撒迦利亞書的內容；
c. 撒迦利亞書最後成書的日期或許可以假設在主前516年。
以上5.1 及5.2 的資料取材自李保羅博士所著的舊約聖經，
聖經神學註釋本



6. 撒迦利亞書的信息-重整生命事奉的工程
• 神宣告百受因罪受罰的日子已過，祂的怒氣已平息。神在等待他們

誠心回轉；這是重整事奉的工程的起點
• 神透過多個異象去安慰被擄歸回的餘民，神愛從未變改, 祂會施恩

眷顧
• 神向百姓指出，祂已潔淨他們的罪過，他們不再需要定期禁食懊悔

，但回轉的國民仍須守約，好活出聖潔與順服的生活。這樣，國家
就必得復興

• 聖靈的幫助-非勢力，非才能乃是倚靠神的靈方能成事
• 神要對付我們的罪惡
• 神所顧念的不只是猶大百姓目前的光景，祂也關心祂在普世裡所要

拯救的子民，以及他們將來屬靈的景況。神固然滿懷容忍的一直陪
伴著以色列民，但最終在永恆的國度裡是屬靈的以色列民才滿足神
的心意。



舊約背景與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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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撒迦利亞書的大綱 -重整生命事奉的工程

1:1-6 重整的起點-轉向神

1:7-8:23 重整的層面- 重新經歷神的同在8個異象與神諭

9:1-11:17 末世：耶路撒冷與列國 (接受、倚靠及親近神)

12:1-14:21 末世：耶路撒冷的榮耀 (相信及期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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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已知的事一開始
是呼籲重建第二聖殿
的領袖跟百姓要悔改

走向未來的事這卷
書的最後幾節，是展
望將來有一日，萬國
萬民都要來敬拜這位
獨一的真神

整卷書的結構是：



1:1-6序言：呼籲百姓改正回歸

1:1 大利烏王第二年八月、耶和華的話臨到易多的孫子

比利家的兒子先知撒迦利亞、說、

從上述哈該書與撒迦利亞書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知道撒

迦利是在哈該傳講第一篇信息後，大概兩個月後他開始

向這些被擄歸回的領袖及百姓傳講他從上帝所領受的信

息。



大利烏王第二年八月（主前520年10-11月間）：
a. 聖殿根基在十多年前早已經立定了（拉三10 匠人立耶和華
殿根基的時候、祭司皆穿禮服吹號、亞薩的子孫利未人敲鈸、
照以色列王大衛所定的例、都站著讚美耶和華。）；
b. 聖殿工程也進行了一部分（拉四24 於是在耶路撒冷 神殿
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烏第二年。）；
c. 聖殿工程停頓了十多年之後，百姓已聽勸勉再起來建造（
拉五1-2 5:1 那時先知哈該、和易多的孫子撒迦利亞、奉以
色列 神的名、向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猶大人、說勸勉的話。
5: 2 於是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
都起來動手建造耶路撒冷 神的殿、有 神的先知在那裏幫
助他們。；該一1至二9）。



資料取材自李保羅博士所著的舊約聖經，聖經神學註釋本



耶和華的話臨到: 表示說話有神的權威,也是撒迦利亞清楚地從神領受
的。

1:2耶和華曾向你們列祖大大發怒。
1:2 NLT: “I, the LORD, was very angry with your ancestors. 

大大發怒: 原文是:ָקַצף ;Transliteration: qās ̣ap; 簡意是: 勃然大怒(burst out 

in rage) 

參此句的原文：

這令當時猶大人回想猶大亡國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叛逆上帝，對祂不
忠，沒有遵行上帝要祂子民必須謹守的誡命、律例、法度和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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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向: 原文是: ׁשּוב ; Transliteration: shûb ; 簡意是: 轉身，返回，再做，改變，
退縮，帶回，重建，歸還，帶回，接受，恢復，補償，回答，阻礙。
那麼我們要問：甚麼是轉向呢？
• 轉向即是悔改，對象是神。
• 轉向神的意思重新讓神主導生命
• 這裡所強調的，不但是行為，而是更基本的，是心態上的轉變，就是從
自己作主的生命轉移到由神主導的生命。

我們從哈該書及以斯拉記中知道，當殿的根基落成候，由於各方面的阻撓，
猶大人被逼停止建殿的工程，而且一停就停了十六年。在重建聖殿時，他們
固然會面對很多困難，但擱置工程的主因，主要是他們把焦點從神身上轉移
到自己的需要上，神不再是生命的核心，他們自己的事變得最重要，於是神
的心意不再是最優先的。這樣他們的屬靈景況就開始走下坡，神的工作遂變
得不重要。所以就算擱置建殿的工程，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縱然他們仍維持
敬拜生活，但信仰的實質已漸漸失去。



然而神並沒有離棄猶大人， 就在工程停頓後的第十六
年， 神興起了先知哈該及撒迦利亞來鼓勵百姓重拾建
殿的工程。
• 哈該的信息焦點是建造殿的事情， 針對事奉（工程

）本身。
• 兩個月後的先知撒迦利亞， 他強調的是建造聖殿的

人， 針對他們（事奉者）的心態； 盼望他們在建
殿的同時， 能夠重整信仰， 以致心意更新而變化
。



思想與反省:
• 假如您被邀請到一間成立不久、剛剛建立的教會去宣講信息， 您會

說些甚麼信息？ 可是撒迦利亞在所傳講的又是甚麼？ 何解？
• 撒迦利亞所針對的， 是更根源的問題。 聖殿所代表的意義到底是

甚麼呢？
• 不錯聖殿的重建, 的確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除非猶大的

百姓,他們靈命能夠復興, 可以有更新。 具體的表現是什麼呢 ？
就是他們要離棄他們的惡行 否則聖殿的重建帶給他們只是虚假的平
安 就如同先知耶利米的時代一樣。 這樣的信息跟哈該在九月二十四號
傳講, 用這個衣襟兜聖肉的比諭 :
衣襟碰到其他東西, 不會使其他東西成聖。
但是如果你碰到死屍不潔呢 你摸到別的東西, 卻可以使別的東西,
變成不潔一樣。 所關注的問題是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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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耶35:15 我從早起來、差遣我的僕人眾先知去、說、你們各人當回頭離開惡道、改正
行為、不隨從事奉別神、就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和你們列祖的地上‧只是你們沒有聽從
我、也沒有側耳而聽。

結33:11 你對他們說、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悅惡人死亡‧惟喜
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阿、你們轉回、轉回罷、離開惡道‧何必死亡呢。
▪ 耶和華曽經向猶大百姓的列袓發烈怒, 因為有很多的先知向他們的列袓不斷
的呼籲，叫他們要悔改回頭離開他們的惡道惡行，但是怎麼樣他們卻不聽
從。

▪ 在以色列的歷史當中我們看見有數不盡的先知上帝透過他們傳講宣告上帝
的信息。但是頑梗的心跟背逆的耳卻讓猶大百姓雖然聽見，卻不接受也不遵
行。

▪ 所以猶大人後來的結局是什麼呢? 就是亡國 , 然後剩遣的百姓, 被擄到外邦
去。



和合本
1:5你們的列祖在那裏呢‧那些先知能永遠存活麼‧
1:6只是我的言語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僕人眾先知的、豈不臨到你們列
祖麼‧他們就回頭、說、萬軍之耶和華定意按我們的行動作為向我們怎
樣行、他已照樣行了。

新譯本
1:5 你們的列祖在哪裡呢？那些先知能永遠活著嗎？
1:6然而我吩咐我的僕人眾先知的話與條例，不是已報應在你們的列祖身
上嗎？所以他們就回轉，說：萬軍之耶和華定意按著我們所作所行的對
付我們，他已經這樣行了。’”
先知撤迦利亞提醒他那個時代的猶大百姓,他們的列祖一代一代的過去; 

傳達上帝信息的先知也一個一個的死亡。只是上帝的法則，是永存不
變的。那麼我們豈不是可以很清楚的預期上帝接下來下一步要採取怎
麼樣的行動呢？因為祂已經把祂的話語賞賜給我們。



思想與反省:
• 在1:4 節，神鼓勵以色列人不要效法列祖，我們今天也要小心，

不要效法一些不良的榜樣。以色列人 列祖的問題，是只顧自己
，不要神，他們強調的是自己的自由，而非神的心意。

• 在先知撒迦利亞的時代，以色列人面對重建神的聖殿，把停頓了
多年的工作，重拾起來，先知的信息是他們建殿的同時，要反省
信仰，並且要回轉歸向神，重整他們的信仰。 我們今天要問的
是，我們有沒有像猶大人一樣，雖然 作好了根基，卻為某些原
因停頓下來。

• 我們可能要問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在我們要擴展教會，或參與事
奉的同時，我們自己的信 仰是否需要重整？是否需要轉向神？

• 先知撒迦利亞好像給予以色列人選擇，轉向神 與否，任由他們
決定，這的確是個選擇，是否轉向神，是你個人的決定，但不要
忘記，你如何選擇， 其實正影響你將要面對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