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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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迦利亞的第三個異象 (2:1-13)

2:1 我又舉目觀看、見一人手拿準繩。
2:2 我說、你往那裏去‧他對我說、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寬、多長。

我又舉目觀看: 這異象是撒迦利亞通過看見而領受的

準繩：原文是: ה ִמדָּ ;Transliteration: middâ ; 簡意是: 測量用的繩索 或
量器。這種準繩，是專門用來劃分地段之用。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Old Testament  It indicates the actual measurement or size of 

something

參 Haggai, Zechariah & Malachi, John L. Mackay page 98: This was an usual way to 

measure the size of a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  It seems to reflect the way Ezekiel 

had talks about the size of the renewed city (Ezek. 45:6), or the picture that Jeremiah 

had presentedof the measuring line strectching out over the rebuilt of Jerusalem (Jer. 

31:38-40) 



• 先知撒迦利亞看到一個人手裡面拿準繩, 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
多長看有多寬。 在撒迦利亞書的1:16節 上帝曾經向先知跟被
擄歸回的百姓已作出這樣宣告。

• 上帝一方面應許聖殿要被重建; 可是另一方面, 也應許聖城耶
路撒冷也要被重建。

• 為什麼上帝要同時對被擄歸回的百姓宣告說: 聖殿要重建, 聖
城也要重建?

• 祂兩方面都要協助他們呢？



▪ 我們要知道, 被擄歸回的百姓他們在第二年就重立了第二聖殿的根基;

建造不久他們就遇見了攔阻
▪ 一開始是以撒瑪利亞人為主的攔阻, 這些仇敵想盡辦法讓他們聖殿的

工程停止 (以斯拉記 4:4-5 那地的民、就在猶大人建造的時候、使他
們的手發軟、擾亂他們。從波斯王古列年間、直到波斯王大利烏登
基的時候、賄買謀士、要敗壞他們的謀算。)。

▪ 但是除了外族人的攔阻 控告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 也
是讓他們聖殿建造可能會有一些隱憂的; 就是耶路撒冷的城牆其實那
個時候是沒有重建的。

▪ 沒有城牆可以防衛敵人的攻擊他們要建造聖殿,其實心中充滿了擔
憂跟懼怕。 所以到底先重建聖殿是一個明智之舉, 還是先建好了耶路
撒冷的城牆之後再重建聖殿是比較實際一點?

▪ 這樣的疑問是存在在當時這些猶大跟耶路撒冷百姓的心目的當中。



和合本
2:3與我說話的天使去的時候、又有一位天使迎著他來、
2:4對他說、你跑去告訴那少年人、說、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無城
牆的鄉村、因為人民和牲畜甚多。
NLT:

2:3 Then the angel who was with me went to meet a second angel who was 

coming toward him.

2:4 The other angel said, “Hurry, and say to that young man, ‘Jerusalem will 

someday be so full of people and livestock that there won’t be room enough 

for everyone! Many will live outside the city walls.

現代中文譯本:

2:3 然後我看見先前對我說話的天使向前走去，另一個天使迎著他來。
2:4 頭一個天使對第二個天使說：「快跑去告訴那拿著準繩的青年：『耶
路撒冷將有很多人和牲畜；它將是一個沒有城牆的城。



我們要先討論一下有關第4節所提到這個少年人到底是誰的問題。
這個少年人的身分, 有兩種可能的解釋: 

1) 他是一個不知名的人, 那位拿準繩的人, 就是跟先知說話的天使, 要去
量耶路撒冷城的時候。可是這個工作不是他自己去執行的; 他交付給
一個不知名的少年人去做。可是當這個少年人去執行任務的時候, 立
刻受到攔阻; 所以有另外一位天使, 叫住那個先前天使去阻止的少年人; 

叫他不用再度量了; 因為耶路撒冷重建的事情要重新考慮。
2) 第二個可能的解釋, 這個少年人就是先知撒迦利亞。撒迦利亞是一個很

年輕的先知; 所以當那位手拿準繩的天使 跟他講完話, 正準備離去的時
候; 另外一位天使來指示他先去把4節跟5節重要的信息, 要告訴撒迦利
亞。好讓先知撒迦利亞可以轉告以色列人; 然後再繼續他度量的工作。

 如果我們從經文的內容來看 第二個解釋的可能性 比較大一點
跑去告訴那少年人：似乎表達情勢緊急，因為耶路撒冷未來將有大量的人
居住，所以蓋城牆（反而造成限制）與都市規劃都必須重新考慮。
甚多: 原文是: ֹרב ; Transliteration: rōb ; 簡意是: 很多, 豐盛, 廣大



2:5 耶和華說：‘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榮耀。’”

NLT 2:5 Then I, myself, will be a protective wall of fire around Jerusalem, 

says the LORD. And I will be the glory inside the city!’”

現代中文譯本 2:5 而且上主已經許諾，他要成為一座火牆，圍繞這城，保
護它，成為榮耀的臨在。』」

城: 原文是 ה :Transliteration ;חֹומָּ ḥômâ ;簡意是: 牆
暗示對耶路撒冷來說 最重要的保護是什麼?

• 最重要的保護, 不是可見的城牆; 而是上帝的同在。上帝會親自保護祂的
子民 而且上帝會成為城中的榮耀。

• 成為榮耀的臨在 就是重建聖殿的終極目標為要得著神的同在。
• 另一方面上帝也提醒猶大百姓, 祂的榮耀其實不單侷限在聖殿裡面; 也包

括整個聖城, 神的榮耀會充滿了整個耶路撒冷。所以上帝在這個異象當
中祂其實告訴先知真正的耶路撒冷是一個不需要城牆的城市。 因為上帝
的同在才是他們最大的屏障。這是使這地成為聖的唯一的原因。



思想與反省:

1. 不知道我們今天把我們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哪裡我們是否像當年

的猶大人一樣, 把我們的安全感建立在可見的事物上面? 要有可見

的城牆我們才會安心。

2. 我們把安全感是否建立在很多外在的事物上面?



2:6 耶和華說：“我從前分散你們在天的四方（註：原文作“猶如天的四
風”），現在你們要從北方之地逃回。”這是耶和華說的。
NLT 2:6 The LORD says, “Come away! Flee from Babylon in the land of the 

north, for I have scattered you to the four winds.

現代中文譯本2:6上主對他的子民說：「我曾經把你們分散到四面八方
去。可是你們這些流亡的人哪，要逃脫巴比倫，要返鄉，回到耶路撒
冷。
John L. Mackay (page 103): The words "for I have scattered you to  the four winds 

of heaven," declares the Lord may  well raise the question how they  are to  flee 

from Babylon  if they  have been scattered  everywhere as 'the four winds of 

heaven' implies (Jer. 49:36; Ezek. 37:9; Dan. 7:2; 8:8; 11:4; Matt. 24:31; Rev. 7:1). 

Undoubtedly  the various deportations from the land  involved them living  in  quite 

an  extensive area in  Mesopotamia,  and there were Jewish  communities that had  

escaped  to  Egypt. The picture could  thus be of a return  to  the land  from many 

different places,  which  might collectively  be described  as Babylon, the place of 

exile.



2:7 “與巴比倫人同住的錫安民哪，應當逃脫
2:8 萬軍之耶和華說：“在顯出榮耀之後，差遣我去懲罰那擄掠你們的列
國，摸你們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
NLT 2:8 After a period of glory,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ent me 

against the nations who plundered you. For he said, “Anyone who harms 

you harms my most precious possession.

現代中文譯本 2:8 誰擊打你們，等於擊打我心愛的寶貝。」於是全能上
主─萬軍的統帥差遣我把以下的信息轉告那些掠奪過他子民的國家：

瞳人: 原文是: ה בָּ בָּ ;Transliteration: bābâ ; 簡意是: 眼中瞳人, 是人體中
最敏感的部位，享有最完善的保護。 (MECD: eyeball, formally, “little child 

of the eye,” a term of endearment); NASB: apple of His eye

思想與反省: 神是怎樣的保護我們？ 您如何經歷及感受到？



2:9 看哪！我（註：或作“他”）要向他們掄手，他們就必作服侍他們之人
的擄物，你們便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了。
NLT 2:9 I will raise my fist to crush them, and their own slaves will plunder 

them.” Then you will know t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has sent me.

現代中文譯本 2:9 「我─上主要親自擊打你們；從前服事過你們的人要洗
劫你們。」這事實現的時候，大家就知道上主─萬軍的統帥差遣了我。

參信望愛專卷註釋:

直譯是:「要差遣我(先知本身)去向那擄掠你們(以色列子民) 的列國(宣告)

說:摸你們(以色列民)的,就是摸祂(上帝)眼中的瞳人」。如果是加爾文的講
法，就是上帝差遣上帝去懲罰擄掠以色列的列國。

向列國掄起祂的手: 就是攻擊他們, 他們要徹底的敗亡。昔曰他們擄掠以
猶大人; 到那個時候他們自己要成為奴僕的俘擄。



2:10 “錫安城啊，應當歡樂歌唱，因為我來要住在你中間。”這是耶和華
說的。
2:11“那時，必有許多國歸附耶和華，作他（註：原文作“我”）的子民。
他（註：原文作“我”）要住在你中間，你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到
你那裡去了。
NLT 2:10 The LORD says, “Shout and rejoice, O beautiful Jerusalem, for I am 

coming to live among you.

NLT2:11 Many nations will join themselves to the LORD on that day, and they, 

too, will be my people. I will live among you, and you will know t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ent me to you.

現代中文譯本:

2:10 上主說：「耶路撒冷的人民哪，要歡樂歌唱！因為我要來，要住在你
們當中。」
2:11 那時，許多國家要歸向上主，成為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們當中，你
們就知道是他差遣我到你們那裏去的。



你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到你那裡去了：

1) “萬軍之耶和華”是聖父，又是聖子？暗示神的三一性？

2) “顯出〔聖子的〕榮耀”：

（a）＝被設立去作成事工；

（b）從屬靈角度看，指主耶穌降世成就救恩（約十二23）；

（c）福音書也經常說到聖子主耶穌是被父神差遣而來。

c. 耶和華差遣祂自已-表示了他對祂對祂子民的愛惜與迫切
以第三點較為配合這異象背後的意思。



2:12 耶和華必收回猶大作他聖地的分，也必再揀選耶路撒冷。
2:13 凡有血氣的都當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因為他興起，從聖所出來
了。”

NLT 2:12 The land of Judah will be the LORD’s special possession in the holy 

land, and he will once again choose Jerusalem to be his own city.

NLT 2:13 Be silent before the LORD, all humanity, for he is springing into action 

from his holy dwelling.”

現代中文譯本:

2:12 猶大將再次在上主的聖地成為他特別的產業；耶路撒冷將成為他最
喜愛的城。
2:13 天下萬民哪，要在上主面前肅靜，因為上主從他神聖的住所出來了。
血氣的: 原文是: ר שָּ בָּ ,Transliteration: bāśār ; 簡意是: 血肉之體, 身體的

(人類的, 動物的); MECD: flesh, the soft tissue mass of any animal; the whole 

body; particular parts of the body: meat, skin, genitals, etc.; by extension: 

humankind, living things



凡有血氣的都當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 參哈2：20 惟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
‧全地的人、都當在他面前肅敬靜默。
參 Johl L Mackay (page 111): In  the presence of divine power and authority  

such  flesh  must display  reverent silence and  awed respect (Ps. 46:10; 

76:7-9; Zeph. 1:7; Hab. 2:20).

因為他興起，從聖所出來了: NIV: because he has roused himself from his 

holy dwelling 'Rouse’ speaks from a human  perspective of God  showing  

himself to  be active in  the world (Ps. 44:23; 59:5; 78:65; Isa.  28:21).  'His 

holy  dwelling refers to  heaven (Deut. 26:15; Ps. 68:5; Jer. 25:30). We often 

think that God is remote and  indifferent,  because he does not act when  

and how we expect.  But the message being  given  by  Zechariah  is that 

we ought to look beyond the present and see ourselves as part of the 

outworking  of the total and  grand  promises and purposes of God.



思想與反省
這異象帶給我們甚麼訊息與教導？
• 真正的保護是從主而來， 而非我們所見的物質。我們所倚靠的、我們的安全感

是建基在那裡？
• 在2：6-9 神要親自呼召祂的子民回歸耶城。 能夠回到故鄉重建家園的， 其實只

是部份被分散的人， 還有不少猶大人散居（流落）在其他地方。 神卻應許他
們，他會召回自己的子民，而且那些曾擄掠以色列的列國，神會對付他們。不
單如此，當神復興以色列時，甚至有多國的人甘願歸附神，作祂的子民。 所以
今天的信徒， 除了要相信神的保護與眷顧外， 更須要實行神的心意， 招聚更多
失落的人回到祂身邊。

• 2:10 告訴我們，神要住在祂的子民當中，這是何等大的安慰，創造天地的主，
也是萬軍之耶和華，住在祂子民當中，這是何等的穩妥！神既然會保護祂的子
民，我們就可以向神祈求祂的保護。詩121:3 節：他必不叫你的

• 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我們再看帖3:3 節：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
護你們脫離那惡者。神要保護我們，使我們脫離魔鬼的攻擊和傷害。正如詩
64:1：神阿，我哀歎的時候，求你聽我 的聲音！求你保護我的性命，不受仇敵
的驚恐。 這是何等大的安慰與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