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建生命事奉的工程

撒迦利亞書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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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23 重整的層面- 重新經歷神的同在8個異象
與神諭

神會施恩眷顧 (1:7-2:13)

神會進行潔淨 (3:1-10)

神會給予幫助 (4:1-14)

神會對付罪惡 (5:1- 6:8)

神會作王管治 (6:9-15)

神要求真誠 (7:1- 8:23)



 撒迦利亞書是一卷充滿了異象的書
 從第1:7開始到 第六章的結束, 總共記載了八個異象
 這八個異象有一個很清楚的公式:

 先是先知有一段前言,
 然後接下來是先知所看見的東西
 然後先知就請教天使有關所見異象的意思
 接下來就是對這個異象的解釋

 基本上這八個異象是上帝在大利烏王的第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那天晩
上; 一個晚上就把八個異象一次過啟示給先知撒迦利亞

 上帝是樂意向我們啟示祂自己的上帝, 在新約聖經的希伯來書1:1-2: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著他
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上帝不厭其煩用各種的方法 向祂的子民一而再, 再而三的啟示祂自
己的心意



 接下來我們就先思考一個問是 就是有些時候上帝啟示我們的方式是
非常直接的、非常清楚的、一目瞭然或者是一聽就懂

 可是有些時候我們也不能不面對另外一種狀況: 的確上帝要啟示我
們; 可是有時候上帝啟示的方式 不一定是那麼樣的直接, 可能是看
見異象或是異夢或是我們有一個想法。 但是我們不完全明白上帝的
意思, 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該怎麼辦呢?

 其實撤迦利亞在這裡的反應,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 就是我們可
以問上帝這到底是麼意思 。然後上帝就會把祂的心意更具體更清楚
的告訴我們。

 接下來要用心的聆聽, 我們要把上帝告訴我們的話用心的聆聽。當
撒迦利亞不明白他所看見的是什麼意思的時候,他就多次的發問說:
‘主啊這是甚麼意思?’

 聖靈要引導我們進入明白一切的真理; 所以盼望我們永遠都存謙卑
、虚心去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如何。



神會施恩眷顧 (1:7-2:13)

1:1-17 撒迦利亞所見的第一個異象

1: 7 大利烏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細罷特月、二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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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我夜間觀看、見一人騎著紅馬、站在窪地番石榴樹中間‧在他

身後、又有紅馬、黃馬、和白馬。

1: 9 我對與我說話的天使說、主阿、這是甚麼意思‧他說、我要指

示你這是甚麼意思。



1:10 那站在番石榴樹中間的人說、這是奉耶和華差遣、在遍地走來走
去的。
1:11 那些騎馬的、對站在番石榴樹中間耶和華的使者說、我們已在遍
地走來走去、見全地都安息平靜。
1:12 於是耶和華的使者說、萬軍之耶和華阿、你惱恨耶路撒冷、和猶
大的城邑、已經七十年‧你不施憐憫要到幾時呢。
1:13 耶和華就用美善的安慰話、回答那與我說話的天使。
1:14 與我說話的天使對我說、你要宣告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
為耶路撒冷、為錫安、心裏極其火熱。
1: 15 我甚惱怒那安逸的列國‧因我從前稍微惱怒我民、他們就加害過分。
1:16 所以耶和華如此說、現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憐憫‧我的殿必重
建在其中、準繩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在能正確解釋這異象之前， 我們要問：

• 馬的數目、馬的顏色與騎著馬的人有甚麼意思
？

• 站在窪地番石榴樹中間又是要表達些甚麼？
• 耶和華要傳遞甚麼訊息給撒迦利亞？
• 這給當時的人甚麼訊息？
• 這給今天的信徒甚麼訊息與應用？



猶太曆法與節期
基督教週報-第
2529 期（2013 年
2 月 10 日）
Tyndale Bible 

Dictionary:

A Hebrew month 

began in the 

middle of a month 

on our calendar 

today. Crops were 

planted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and 

harvested in 

March and April.



1: 7 大利烏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細罷特月、二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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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LT 1:7  Three months later, on February 15, the LORD sent another 

message to the prophet Zechariah son of Berekiah and grandson of Iddo. 

現中: 大流士作皇帝的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細罷特月二十四日，上主用
異象給我信息。
臨到: 原文是: ָהָיה ;Transliteration: hāyâ; 簡意是: 是, 變為, 發生, 存在, 有
了, 產生 (MCED: to be, become, happen)

看來，撒迦利亞是看見異象從而領受耶和華的信息。
大利烏王第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主前519年2月15日）：
a. 距上一段經文（亞一1-6a）已經三個月；
b. 亦已經過了哈二10-23的啟示兩個月（那時是大利烏王第二年九月二
十四日）；
c. 亞一6bc百姓的回應有可能就是在這三個月的後期表明出來→於是接續
有這裡八個關於應許的異象。



1: 8 我夜間觀看、見一人騎著紅馬、站在窪地番石榴樹中間‧在他
身後、又有紅馬、黃馬、和白馬。
NLT 1:8 In a vision during the night, I saw a man sitting on a red horse 

that was standing among some myrtle trees in a small valley. Behind 

him were riders on red, brown, and white horses. 

參原文翻譯：



馬的數目: 參原文直譯: 前面站在窪地番石榴樹中間的是一個人騎著一匹
紅馬；而後面的紅馬、黃馬、和白馬，每一個顏色的馬在原文來說都是
眾數， 每一個顏色都多於一隻表達這是三種顏色的騎兵
馬的顏色: 有很多解釋這異像的人都認為紅色代表戰爭，表示上帝要為
祂的子民作戰，白色代表勝利，而黃色（嚴格來說是栗子棕色）是介於
紅色和白色之間，代表爭戰和勝利。這解釋是用了新約啟示錄對不同顏
色的馬的解說，未必適用於舊約時代撒迦利亞的境況中。
反而參 OT & NT Library Series – Haggi and Zechariah 及 World Blibical

Commentary:當時的馬的普遍的顏色(黑、白、栗色、棕色和深紅色)，這
裡採用白、紅、黃(棕色)正是當時的馬的普遍顏色，可能未必有特別的
含意。
騎著馬的人: 耶和華的使者 1:12 他向神說話; 在瑪代波斯時代，用馬
去覆蓋廣大面積的巡邏是很普遍的。(參 : OT & NT Library Series – Haggai 

and Zechariah 1-8: A Commentary: The use of horses to cover the vast 

distances of the Persian empire is well attested. )



站在窪地番石榴樹中間又是要表達些甚麼？
有很多解釋這異像的人都認為: 

• 番石榴樹代表以色列人
• 窪地 (NLT: small valley) 表示這些以色列人怎樣處於困苦跟艱難的環
境當中; 因為這個時候以色列的處境, 是處於他們被擄之後。雖然說
回國重建家; 但是他們重建家園的過程當中遇見很多的艱難, 特別是
聖殿荒廢了十六年之久。所以說他們的處境就是在一個卑微的狀況
之下.

但參 John L. Mackay, Focus on the Bile, Haggai, Zechariah & Malachi, 這個地
理環境與在耶城的東邊的汲倫溪谷（The Valley of Kidron）非常相似; 該處
有很多番石榴樹。
若以此理解，上帝的使者（祂的力量與保護）已臨近耶路撒冷，這是
要帶給這班正在重建聖殿的猶大人一個安慰的信息。
這解釋更於跟著的1：10，11吻合。





1:9 我對與我說話的天使說：“主啊，這是甚麼意思？”他說：“我
要指示你這是甚麼意思。”
1:10 那站在番石榴樹中間的人說、這是奉耶和華差遣、在遍地走來走去
的。
NIV 1:10 Then the man standing among the myrtle trees explained, 

"They are the ones the LORD has sent to go throughout the earth."

注意：撒迦利亞問的那位天使(1:9)與那站在番石榴樹中間向撒迦利亞的
人是不同的。
天使表明異象中的天使都是奉神的命令在遍地巡邏的，他們回報：全
地安息平靜 (NIV: the whole world at rest and in peace)。
安息:原文是: ב ָישַׁ ; Transliteration: yāshab; 簡意是:安靜, 未受干擾的
平靜：原文是: ט ;ָשקַׁ Transliteration: shāqaṭ; 簡意是: 居住, 留下, 坐
安息平靜：原文表示: 沒有軍事行動的意思。大利烏王在位第二年統一
了波斯帝國，為地上帶來和平。



1:12 於是，耶和華的使者說：“萬軍之耶和華啊，你惱恨耶路撒冷和猶
大的城邑已經七十年，你不施憐憫要到幾時呢？”

參耶25:11-12

25:11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駭‧這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
25:12七十年滿了以後、我必刑罰巴比倫王、和那國民、並迦勒底人之地、
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
惱恨: 原文是: ם Transliteration: zāʿam; 簡意是: 大發雷霆，大怒 ;ָזעַׁ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A verb meaning to be indignant, to be 

enraged. The root means literally to foam at the mouth, to be enraged)

七十年:從第一次被擄（主前605年）到第一次回歸（主前537年左右）
從第一聖殿被毀（主前586年）到第二聖殿重建完成

為甚麼耶和華的使者會這樣的問耶和華？



經文告訴我們，這些隨從遍布全地，發覺全-

地都安息平靜，沒有戰爭，沒有審判，列國
（那些曾迫害以色列國的人）仍安享太平，
就回來把情況告訴使者。
於是使者就向神發出呼聲，這是祂代表子民
向神所發的呼聲, 向神訴苦說:

• 為甚麼他們仍 在困難之中？
• 列國的審判到何時才出現呢？



1:13 耶和華就用美善的安慰話回答那與我說話的天使。
NLT: 1:13And the LORD spoke kind and comforting words to the angel who 

talked with me. 

美善: 原文是: טֹוב ;Transliteration: ṭôb; 簡意是: 好的, 令人愉悅的, 可喜的
安慰: 原文是: ִנחּום ; Transliteration: nichûwm ; 簡意是: 安慰, 憐憫
美善的安慰話：也可以翻譯成憐恤的安慰話。

1:14 與我說話的天使對我說：“你要宣告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
為耶路撒冷、為錫安，心裡極其火熱。
NLT 1:14 Then the angel said to me, “Shout this message for all to hear: ‘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My love for Jerusalem and Mount Zion is 

passionate and strong.

宣告: ESV 譯作 Cry out, 即大聲呼喊
火熱:  原文是: ָקָנא ;Transliteration: qānāʾ 簡意是: 狂熱、熱心、嫉妒
MECD: (of negative attitude) to be jealous, be envious; (of positive attitude) to be 

zealous 



與出 20:5 ‘忌邪的神’及賽 9:7 ‘耶和華的熱心’ 同一字根，這個字表達耶和華
中有豐盛的愛與強烈的情感，但也因為忌邪而帶來刑罰。(同參賽37；32、
40：2)

1:15 我甚惱怒那安逸的列國。因我從前稍微惱怒我民，他們就加害過分。
神惱恨列國，他們過份傷害百姓(參賽47：5-11)

惱怒: 跟1：12 屬同一個字
安逸: 原文是: ֲאָנן שַׁ ; Transliteration: shaʾanān; 簡意是: 1) 自在的, 安定的, 安全
的; 2) 安逸的人; 3) 自大
面對子民的呼聲，神語重心長地回應。
• 神告訴他們，祂對於以色列人，仍然是 “心裡火熱”（14b節），神對其
子民，仍然是全心全意的。

• 隨後神說，祂對列國是不滿的（15節），神本意是使用列國來管教以色
列人，但他們過分苦待以列色人，神要祂的子民明白，祂不會視而不見，
祂會為自己的人民取回公道。

• 神在第6節向他們保證，祂會再次回到自己的子民當中，住在他們中間，
神雖然會施行管教，但適可而止，祂不會過分管教。



1:16 “所以耶和華如此說：‘現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憐憫。我的殿必重
建在其中，準繩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NLT: “‘Therefore, this is what the LORD says: I have returned to show mercy 

to Jerusalem. My Temple will be rebuilt, says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and measurements will be take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Jerusalem.’

參原文直譯:



憐憫：複數，代表多方的憐憫。
準繩必拉在....：重建的最初步驟，必須先量度，才能開始重建。耶31:38-

39 

1:17 “你要再宣告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的城邑必再豐盛發達。耶
和華必再安慰錫安，揀選耶路撒冷。’”

NLT: “Say this also: ‘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The 

towns of Israel will again overflow with prosperity, and the LORD will again 

comfort Zion and choose Jerusalem as his own.’”

豐盛發達: 原文是: ץ ָפצַׁ ;Transliteration: pā ṣas; 簡意是: 1) 分散, 疏散; 2) 

漲溢; 3) 打破在此處是解釋成 ’漲溢’、’豐盛發達’ 的意思。英文聖經多譯
作 overflow

神向以色列人應許三樣東西：
他們必定經歷豐盛發達、必會再得安慰、和必然再被神揀選。



思想與反省：
• 神給以色列民的保證是甚麼？與您又有何關係？
• 我們應如何理解神的管教？受管教後應有的態度是甚麼？
• 現在回想你自己的屬靈光景’你從前可能很熱心，現在卻冷淡了，
在信仰生活中曾有不愉快的經歷，感覺神離你很遠。然而神要對
你說: 祂要復興你！怎樣復興？

• 有三方面要留意: 

▪ 對神有新的領受，包括思想祂的美善、奇妙
▪ 重新委身於神，追求聖潔、悔改及嚴肅檢討你與神關係中的障礙
▪ 抓緊祂的應許，相信祂言出必行,祂的賜福必定臨到信祂的人身
上



1：18-21 撒迦利亞所見的第二個異象
1:18 我舉目觀看，見有四角。
1:19 我就問與我說話的天使說：“這是甚麼意思？”他回答說：“這是打
散猶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
1:20 耶和華又指四個匠人給我看。
1:21 我說：“他們來做甚麼呢？”他說：“這是打散猶大的角，使人不敢
抬頭；但這些匠人來威嚇列國，打掉他們的角，就是舉起打散猶大地的
角。”
角: 原文是: ֶקֶרן ; Transliteration: qeren; 簡意是: 

1) 角
1a) 角
1b) 力量的象徵
1c) 瓶子 (裝油的)

1d) 角 (樂器)

1e) 角 (祭壇上角狀的四個角落)

1f) 光芒 ( 哈3:4 )

1g) 丘陵 ( 賽5:1 )



參信望愛專卷註釋: 

角指: 政治與軍事力量。如:詩 22:21 、王上 22:11 、彌 4:13 、摩

6:13;  其中 耶 48:25 ‘摩押的角砍斷了’形容摩押的敗落；約瑟支派

以「野牛的角」來形容（申 33:17 ）。

參李振康博士所著的脫胎換骨， 從哈該書和撒迦利亞書看事奉的更新，

page 112-113:

角象徵傷害，有打散的意思，四角是指到四 個曾經傷害或苦待以色列人

的國家。是哪四個國家呢？雖然有不同的說法，但不少學者相信他們分

別是巴比倫、波斯、希臘和羅馬。匠人原文是拿著鐵鎚的人，為要打掉

他們的角，經文說這是威嚇列國的。

但參信望愛專卷註釋及 John L. Mackay卻認為應該是泛指外邦國家的

政治、軍事勢力總和。而不是代表特定的四個國家。 理據是參考下文的

四方(2:6)及四風 (6:1-8)， 都是指指普遍的現象而非特別的對象。



打散：原文是: ָזָרה ; Transliteration: zārâ; 簡意是: 撒, 分散, 簸穀, 揚去; 

原文的時態是「加強式」(Piel Stem)，表達強烈或蓄意的動作 (ESV: “These 

are the horns that have scattered Judah, Israel, and Jerusalem.”)

為甚麼次序是：猶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

John L. Mackay(page 94): …it seems more probable that despite the word 

order the reference is to the North Kingdom; it is mentioned in the second 

place, because the focus of God’s purposes is primarily on those who have 

survive in the South. 

匠人: 原文是: ָחָרש ; Transliteration: ḥārāsh ; 簡意是: 
1) 工匠, 雕刻匠

1a) 工匠
1b) 善於破壞的人 (比喻用法)  結 21:31 

MECD: skilled craftsman: blacksmith, carpenter, stonemason, gemcutter, idol-

maker, etc.



參李振康博士所著的脫胎換骨， 從哈該書和撒迦利亞書看事奉的更

新，page 112-113:

很多學者都相信這 四個匠人分別是波斯、希臘、羅馬和耶穌基督。整

個異象要表達的是，神首先使用巴比倫來管教以色列人，但巴比倫苦待

以色列人，成為第一隻角，神藉波斯擊打巴比倫，波斯就成為第一個匠

人，然而波斯後來苦待以色列人，成為第二隻角，於是神使 希臘成為第

二個匠人，擊打波斯，但希臘其後成為第三隻角，也苦待以色列人，於

是神使用第三個匠人，就是羅馬，羅馬在滅了希臘之後，苦待以色列

人，成為第四隻角。後來神差遣耶穌基督道成肉 身，在十字架上成就了

救恩，成為第四個匠人。

但若採取John L. Mackay 的說法; 指的應該也是另外的地上力量，只

是被神所用來摧毀那毀滅猶大的力量。



打掉：原文是: ָיָדה ;Transliteration: yādâ ; 簡意是 : 投, 擲; 原文的時態

也是’加強式’ (Piel Stem)，表達強烈或蓄意的動作 (ESV: to cast down )。
威嚇：ESV: to terrify them (使人戰憟)

整個異象的信息，是神要為祂的子民伸冤，雖然當時的以色列人未必全然
明白這個異象的意義，但神使他們知道，神會對付那些打散以色列人
的角，祂要使用匠人來打散那些角。神要他們明白，祂必定為子民伸
冤。



思想與反省：
• 今天神仍會為信徒伸冤，當你遇到不公平的對待時，或遇到他人攻擊
時受到委屈，不要自己伸冤，正如羅馬書十二章1 9 節所說：不要自
己伸冤，寧可讓步，任憑主怒，因為祂說：「伸冤在我，我必報
應。」

• 這個異象提醒我們不要害怕別人的攻擊，不要因被人冤枉而心懷不
平，其實這異象對我們有另外一個提示，就是不要去苦害別人，不要
成為一隻角，因為神是拿著鐵鎚的神，祂不會視而不見。

• 大能的神有祂自己的主權去用任何的人與物去管教屬祂的人。
• 我們怎樣去開解預到被不公平對待的弟兄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