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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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迦利亞書第六章

•四輛車的異象6:1-8

•給約書亞加冠八個
異象的總結

6:9-15



6:1-8四輛車的異象

和合本 6:1 我又舉目觀看、見有四輛車從兩山中間出來‧那山是銅山。

NLT 6:1 THEN I LOOKED UP AGAIN AND SAW FOUR CHARIOTS COMING FROM

BETWEEN TWO BRONZE MOUNTAINS. 

現中6:1 我又看見另一個異象。這次，我看見四輛馬車從兩座銅山之間出來。

• 6：1- 8 正像先知所見的第一個異象，這第八個異象也是關於各種顏色的馬；

這最後的異象是進一步說明神會對付罪惡。

• 6：9-15 這是隨後先知所領受的神諭，也是總結了這八個異象系列中的內容和

意義。當中宣告了神會作王管治。



我又舉目觀看: 撒迦利亞所領受的第八個異象的方式都是跟之前的七個異
象，是看見的。
四輛車: NLT, NIV & ESV 都譯作: chariots 

車: 原文是: ה בָּ ֶמְרכָּ ; Transliteration: merkābâ; 簡意是: 古代的雙輪戰車
(MECD: Chariot)

銅: 原文是: ְנחֶשת ; Transliteration: neḥōshet; 簡意是: 1) 銅, 青銅
1a) 銅(礦) 

1b) 腳鐐(銅或青銅的)

1c) 銅(價值)

MECD: copper, bronze

問題：
• 為甚麼會是銅山? 銅代表甚麼意思？
• 為甚麼會是兩山中間？
• 這有甚麼意思？



Ancient two-

wheeled vehicle 

pulled by animals, 

usually horses, 

and normally 

thought of as an 

instrument of war. 

Tyndale Bible 

Dictionary.



銅代表甚麼意思？
參耶 1:18 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
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眾民反對。
• 在耶利米的異象當中,銅代表什麼呢  無人能夠勝過他, 所以銅山象徵上

帝的居所的堅固跟牢靠, 牢不可破 。
為甚麼會是兩山中間？
兩山中間出來: 一般解經家都同意就是錫安山和橄欖山(John L. Mackay page 

154, 李振康 Page 157 及空中聖經學院都持同樣看法。
• 因此這異象是強調四輛戰車是從上帝宏偉堅固的居所出來的 。
• 但若我們串連起上文的第六個異象， 飛行書卷的異象； 我們還記得書卷

的大小與聖殿的前廊一樣。 那麼聖殿的前廊有甚麼呢？ 就是兩根銅柱
(王上7:15, 21)銅柱對應銅山都是要表達是從神的住處／居所發出的

出來: 原文是: א יָּצָּ ;Transliteration: yās ̣āʾ; 前往, 出來 (MECD: to go out, come 

out) 從神的山而來的四輛馬車，表示審判由神而來。他們帶著耶和華給他
們的使命及力量。





當我們前來聖殿敬拜神
時，會看到聖殿前有兩
根醒目的銅柱，如果我
們站在聖殿的裏面往外
看，右邊的銅柱叫作雅
斤; 原文是:יִָּכין
;Transliteration: yākîn意

思是:上帝建立，左邊的
銅柱叫作波阿斯; 原文
是: ַעז בֹּ ; 
Transliteration: bōʿaz

意思是「在上帝的裏面
有力量」)。



和合本
6:2 第一輛車套著紅馬‧第二輛車套著黑馬‧
6:3 第三輛車套著白馬‧第四輛車套著有斑點的壯馬。
NLT

6:2 The first chariot was pulled by red horses, the second by black horses, 

6:3 the third by white horses, and the fourth by powerful dappled-gray

horses. 

現中
6:2 第一輛馬車由紅馬拖著，第二輛是黑馬，
6:3 第三輛是白馬，第四輛是斑紋馬。
參原文翻譯：



有斑點的:原文是:רֹּד בָּ ; Transliteration: bārōd; 簡意是: 有斑點的, 有

記號的 (MECD: spotted, dappled) 

壯: 原文是: ץ מֹּ אָּ ;Transliteration: ʾāmōs ̣; 簡意是:強壯的 (MECD: 

Powerful, Strong)

NIV: the third white, and the fourth dappled--all of them powerful.

參第一個異象有關馬匹顏色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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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此馬的顏色可能未必有特別的含意。



和合本
6:4 我就問與我說話的天使說、主阿、這是甚麼意思。
6:5 天使回答我說、這是天的四風、是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的。
NLT

6:4 “And what are these, my lord?” I asked the angel who was talking with 

me. 

6:5 The angel replied, “These are the four spirits of heaven who stand before 

the Lord of all the earth. They are going out to do his work. 

現中
6:4 於是我問天使：「先生，這些馬車是甚麼意思？」
6:5 他說：「這是四風，剛剛從普天下之主面前來的。」
風: 原文是: ַַרּוח ;Transliteration: rûaḥ ; 簡意是: 此字在舊約聖經中共出現過

378次；大多譯作: 風, 氣息, 靈 (MECD: breath, wind; by extension: spirit, 

mind, heart, as the immaterial part of a person that can respond to God, the 

seat of life; spirit being, especially the Spirit of God ) 



綜合陳志宏牧師、李振康博士及John L. Mackay (page 156) 的反析: 

經文告訴我們這四輛馬車是天的四風，在聖經中風就是聖靈，四是代表
天的四角，有整體的意思，四風就是說明到處都有聖靈，也說明
當審判時，祂是親自執行的，這執行者就是三位一體中的聖靈，也就是
神自己，祂的審判是給全人類的。
‘the four winds of heaven’ are used to represent powerful forces, especiall of 

God’s judgement [Jer 49:36; Dan 7:2; Rev 7:1]. One symbol – the chariots 

and their horses – is being explained by another, more obvious symbol.  These 

are the forces which shape event in the world.

耶49:36 我要使四風從天的四方颳來、臨到以攔人、將他們分散四方‧
〔方原文作風〕這被趕散的人、沒有一國不到的。
但7:2 但以理說、我夜裏見異象、看見天的四風陡起、颳在大海之上。
啟7:1 此後我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執掌地上四方的風、叫風不
吹在地上、海上、和樹上。



和合本 6:6 套著黑馬的車往北方去、白馬跟隨在後‧有斑點的馬往南方
去。
NLT: 6:6 The chariot with black horses is going north, the chariot with white 

horses is going west, and the chariot with dappled-gray horses is going 

south.” 

現中 6:6 黑馬拖的馬車往北到巴比倫，白馬往西，斑紋馬往南邊的國
家。

參原文聖經: 

再參信望愛專卷註釋:

一開始少了一個片語，很可能就是”紅馬往東方”。
白馬跟隨在後：原文很可能是 “白馬往西方去” (same as NLT version)。
南方: 應該是指埃及地



和合本 6:7 壯馬出來、要在遍地走來走去‧天使說、你們只管在遍地走來
走去‧他們就照樣行了。
NLT 6:7 The powerful horses were eager to set out to patrol the earth. And 

the LORD said, “Go and patrol the earth!” So they left at once on their patrol. 

新漢 6:7 那些壯馬出來，就急著要去巡查世界。天使一說：「去巡查世
界！」牠們就去了。
壯馬: 指的應該是所有的馬
遍地走來走去: 這更說明神的審判是全面的，先由北方開始。為甚麼由北
方開始，傳統以來，以色列人的敵人都是來自北方的。
這四輛戰車的去向如下:
• 套著紅馬的戰車, 沒有指出去向
• 然後套著黑馬的車住北方去; 北方應該指的是巴比倫



和合本 6:8 他又呼叫我說、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
心。
NLT 6:8 Then the LORD summoned me and said, “Look, those who went 

north have vented the anger of my Spirit there in the land of the north.” 

現中 6:8 於是天使大聲對我說：「那些往北到巴比倫去的馬匹已經平息
了上主的怒氣。」
這節告訴我們，往北方去的，已經在那裡安慰了神的心，意思是在北
方施行的審判已令神滿意。簡言之，這個異象告訴我們，神要親自行
審判，直至祂滿意為止。
在之前1:14、15上帝曾經說因著列國對祂的子民的欺壓過頭, 祂惱怒。
所以現在終於可以平息這個怒氣。這正好應驗巴比倫的滅亡。巴比倫在
主前539年被波斯王古列征服而滅亡。



未亡國
前南、
北二國
及鄰近
國家的
分布



耶路撒冷及
鄰國地圖
Source: 

http://zhsw.o

rg/wz_/benc

andy.php?fid

=54&id=710

http://zhsw.org/wz_/bencandy.php?fid=54&id=710


思想與反省:

對信徒而言，這異象有兩方面含意。
1) 首先這異象給我們安慰，對受到魔鬼攻擊的信徒而言，我們知道神會審判

魔鬼。你若受到別人傷害，你不要擔憂，因為神不會坐視不理。
2) 求主幫助我們不單看見自己自前的困境, 也讓我們看見上帝過去如何一步

一步的 帶領我們的人生。 求主幫助我們認定,只要我們所做的是按著聖經
的原則去行, 最後必定會有上帝公義的回報。

3) 另一方面，這異象也是警惕，提醒我們神同樣不會忽略我們的罪，我們要
面對神。信仰的核心就是我們與神的關係，我們一定要面對神，不要誤用
神的恩典，祂是認真對付罪的，並且要親自執行審判。我們必須謹記，神
是輕慢不得的。聖經中的例子: 大衛面對自己的罪 (詩51:1-10)

反省:

 甚麼是你行事為人的標準？
 你害怕神的審判嗎？信徒應以甚麼態度看待神的審判？
 當您犯錯的時候，您會有甚麼感覺？您是否有趨逼感要向神認罪，求祂
赦免呢？



6:9-15 給約書亞加冠八個異象的總結

和合本 6:9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6:10 你要從被擄之人中取黑玳、多比雅、耶大雅的金銀‧這三人是從巴比倫

來到西番雅的兒子約西亞的家裏‧當日你要進他的家、

NLT 6:9 THEN I RECEIVED ANOTHER MESSAGE FROM THE LORD: 

6:10 “HELDAI, TOBIJAH, AND JEDAIAH WILL BRING GIFTS OF SILVER AND 

GOLD FROM THE JEWS EXILED IN BABYLON. AS SOON AS THEY ARRIVE, MEET 

THEM AT THE HOME OF JOSIAH SON OF ZEPHANIAH. 

現中 6:9上主給我以下的信息。

6:10 他說：「你要把流亡者黑玳、多比雅，和耶大雅所獻的禮物立刻帶到西

番雅的兒子約西亞家裏。這些人是從流亡的巴比倫回來的。



注意當撒迦利亞’看’完了八個異象後， 神的話語就隨之臨到他。
黑玳: 原文是: ֶחְלַדי ; Transliteration: ḥelday; 簡意是: 世間的 (MECD: 

worldliness)

多比雅: 原文是: טֹוִביָּה ;Transliteration: ṭôbiyyâ ; 簡意是: 耶和華是美善的
(MECD: Yahweh is good)

耶大雅: 原文是: ְַדְעיָּהי ;Transliteration: yedaʿyâ; 簡意是: 耶和華所認識
(MECD: Jah has known)

上帝吩咐先知撒迦利亞去拜訪西番雅的兒子, 約西亞的家。有一個從巴比
倫來的代表團在他們家裡面作客。這可能是當時仍舊散居在巴比倫的。
這些猶大人他們聽見聖殿的工程重新恢復建造 ,他們就選了一些代表 ,帶
了一些金銀作為禮物來奉獻給聖殿 代表團的成員主要的名字就是黑玳,

多比雅及耶大雅。



約西亞: 原文是: ֹּאִשיָּהּו י ; Transliteration: yōʾshiyyāhû ; 簡意是: 耶和華所支
持的 (MECD: let or may Yahweh give)

西番雅: 原文是: ְצַפְניָּה ; Transliteration: Tsephanyâh ;簡意是: 耶和華隱藏
(MECD: Yahweh has hidden [to shelter] or Yahweh has hidden [as a treasure])

參原文翻譯：

可見完文並沒有”金銀”或 ”禮物” 二字；但從整節經文的意思，這是獻給
神的禮物。再從以下的經文推敲，可知這是能用以做冠冕的物料。所以
NIV & NLT都譯作 Silver and Gold，而其他英文聖經則保留引申的意義，譯
作 Gift or Offering.



有些學者主張西番雅的兒子約西亞, 也是從巴比倫回來代表團的成員之
一; 而旦是最重要的成員, 因為在6:10的 希伯來文當中, 這個動詞 ”來到” 

是放在全句的最後。暗示這四個人他們是一起來的。

和合本 6:11取這金銀作冠冕、戴在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的頭
上、
NLT 6:11Accept their gifts, and make a crown from the silver and gold. 

Then put the crown [Hebrew reads crowns] on the head of Jeshua son of 

Jehozadak, the high priest. 

現中 6:11 你要用他們所獻的金銀做一頂冠冕，戴在約撒答的兒子大祭
司約書亞頭上，
冠冕: 原文是: ה רָּ ֲעטָּ ; Transliteration: ʿaṭārâ ; 簡意是: 王冠, 冠冕 (MECD: 

crown, wreath, placed on the head as a symbol of celebration or status; can 

be made of plants or precious metals)在希伯來文的原文是複數
那麼到底是一個冠還是多過一個冠?



冠冕在這節是複數; 有以下幾個可能的解釋: 
1) 就是東方的冠冕有好幾層, 把這些裝飾都拼湊起來, 有些冠冕

是由不同的金屬混合製造成的 。所以用多數來表達 。 在 啟
示錄 19:12 提到那個萬主之主, 頭上戴著許多的冠冕, 其實
那個冠冕是用很多的金屬裝飾合成的, 十分的華麗及貴重 。

2) 可能是用複數來表達最高級的意思(希伯來文沒有最高級)，
也就是表達複雜或宏偉的意義。 6:14 冠冕的動詞是單數形
式的。

3) 第三個是用陰性的多數 來強調其特殊的品質 有聖潔有神祕
跟尊貴的涵義。

我們綜合剛才的論述, 最可能的解釋就是(2): 冠冕雖然有複數的
形式, 但其實是只有一個是單數。冠冕只有一個, 複數是要強調
這個冠冕; 具有華麗還有貴重的性質。



第二個問題是: 這裡的冠冕跟撤迦利亞書3:5的冠冕是否相同呢?

• 按照摩西律法的規定, 大祭司的服飾當中是有個聖冠的 。但其實這個

冠冕上面只是一個刻著歸耶和華為聖的金牌繫在一個細麻布上的冠
冕 。

• 這裡面提到的冠冕 應該不是為這種大祭司戴在頭上的聖冠 。大祭司
戴在頭上的冠冕(用另外一個字 ִניף צָּ ;Transliteration: ṣānîp )。

• 6:11是一個君王所戴的冠冕 。因為接下來6:13節這個冠冕戴在約書亞
頭上之後要歸給我們剛才講的那前述幾個人。放在上帝的殿中作記
念。所以可見它是一個特製的冠冕; 為了加冕作為一個預表戴在約書
亞的頭上。這跟大祭司平常在聖殿事奉所戴那個聖冠是不一樣的。

• 古代的王帝都以冠冕作為王權的象徵，冠冕的材料是金和銀，代表尊
貴和榮耀，也是權力的象徵，就像今天的社會，也以金和銀作為尊貴
和權力的象徵。

• 許多人嘗試把約書亞換成所羅巴伯(這樣身份比較合適)，但沒有任何
抄本根據。



和合本 6:12 對他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那名稱為大衛苗
裔的、他要在本處長起來‧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
NLT 6:12 Tell him, ‘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Here 

is the man called the Branch. He will branch out from where he is and 

build the Temple of the LORD. 

現中 6:12 你要告訴他，上主─萬軍的統帥這樣說：『那稱為「枝子」
的，要從他所在的地方伸展出去，並重建上主的聖殿。

那名稱為大衛苗裔的

撒迦利亞時代回顧金燈台
與橄欖樹及橄欖樹枝的異象
兩位受膏者約書亞及所羅
巴伯在本處長起來，建造
耶和華的殿，

今日的信息

這是指向耶穌基督
說的不單指當時
的處境，也是指向
未來的。



和合本 6:13 他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並擔負尊榮、坐在位上、掌王權‧又必在位上作
祭司、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
NLT 6:13Yes, he will build the Temple of the LORD. Then he will receive royal honor

and will rule as king from his throne [or there will be a priest by His throne]. He will 

also serve as priest from his throne, and there will be perfect harmony between his 

two roles.’ 

現中 6:13 他就是要建造聖殿、接受王者的榮耀、統治他子民的那人。有一個祭司
要站在他的寶座邊；他們兩者要在和平融洽中共存。』
6:13中的他 (he)，到底是誰？
• 上帝要先知撒迦利亞製作的冠冕; 我們剛才提到是君王用的冠冕; 不是祭司平常
所戴的聖冠。然後接下來經文提到要執掌王權。

• 又提到大衛的苗裔,當然在原文沒有大衛一詞;而是看哪有一人名為苗裔; 而所羅
巴伯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巴比倫的苗裔 (offspring [seed] of Babylon)

• 所以我們同意6:10-11的敘述冠冕是加在約書亞頭上
• 然後6:12-13轉而敘述所羅巴伯; 理由就是我們剛才所説的;所羅巴伯這個名字
的意思是巴比倫的苗裔。



和合本 6:14 這冠冕要歸希連、〔就是黑玳〕多比雅、耶大雅、和西番雅的
兒子賢、〔賢就是約西亞〕放在耶和華的殿裏為記念。
NLT 6:14 “The crown will be a memorial in the Temple of the LORD to honor

those who gave it—Heldai, Tobijah, Jedaiah, and Josiah son of Zephaniah.” 

現中 6:14 這頂冠冕要留在上主的聖殿作為紀念品，記念黑玳、多比雅、耶
大雅，和約西亞。」
 這裡提到把冠冕戴在大祭司約書亞的頭上之後, 這冠冕要放在耶和華的殿
裡面作記念。可見大祭司約書亞不是要作被擄歸回當中百姓的君王。

 他們從巴比倫所居住的地方,長途跋涉來訪問耶路撒冷。他們帶來了問候
跟禮物,他們出發的時候其實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帶的金銀有何種的用途;

然後先知撤迦利亞用他們提供的金銀製作冠冕用過一次之後就放在聖
殿當中。他們的禮物提醒他們以後的世世代代大君王即將降臨, 上帝沒
有忘記祂的百姓。

 這裡還有另外一層意義 ; 用他們的金銀所製作的冠冕; 也提醒那些遠離家
鄉的猶大人。他們還在被擄之地, 他們也會被記念。雖然受到空間的限制

 他們遠離家鄉 , 但是他們仍舊是上帝家裡面的一份子。



 雖然從人的方面來看, 他們沒有在聖殿的恢復當中扮演一個中心的角
色;  但他們們所送的禮物後來變成彌賽亞的一個記號就好像東方博
士, 後來給耶穌降生帶來的禮物一樣。

和合本 6:15 遠方的人也要來建造耶和華的殿‧你們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
差遣我到你們這裏來。你們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們 神的話、這事必然
成就。
NLT 6:15 People will come from distant lands to rebuild the Temple of the 

LORD. And when this happens, you will know that my messages have 

been from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All this will happen if you 

carefully obey what the LORD your God says. 

現中 6:15 住在遠方的人要來協助重建上主的聖殿。當聖殿重建以後，你
們就知道是上主─萬軍的統帥差遣我到你們這裏來的。如果你們竭力遵
守上主─你們上帝的命令，這事一定實現。



若留意聽從 : 原文是: ַמע שָּ ; Transliteration: shāmaʿ; 簡意是: 聽, 聽到, 聽從
(Vines: to hear, hearken, listen, obey)

總結6:9-15的信息:

 神要你明白祂是滿有尊榮的王, 我們要尊祂為王。
 尊祂為王的其中一個例子： 林前 10:31 無論或吃或喝，
 都要為榮耀主而作，說明我們須在曰常生活中，凡 事以尊祂為王作為

大前提。
 榮耀主並不單是口號， 而是生活的方式。
 榮耀主的另一方面是把自己的主權(完全地)交給祂。6:13 最後一句說

這彌賽亞要坐在位上掌王權，意思是祂要作主，在哪些人當中作主？
就是在信徒心中作主。上文提及祂要建造的聖殿， 包括了信徒屬靈的
殿，意思是祂要在信主的人心裡作主。

 讓基督作王管治，我們必須在心態上尊祂為王，繼而在意志上交出主
權，最後一步自然是聽祂所言，按祂的心意來行事為人。



 6:15提及以色列人若聽從神的話語，祂所應許的福氣，就會實現。
申命記28:2：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臨到
你身上。

 神從來沒有改變，祂運用的原則也從不改變，只是人經常沒有跟
從。為甚麼以色列人會亡國呢？因為他們沒有遵行神的話語。

 讓我們追求改變自己的心態讓基督在我們心裡作王管治，陶恕博士
說：真正的信徒有三個特徵：只有一個方向, 不會隨風擺柳及 
在主面前不會有自己的計劃。讓我們一起做一個澈底跟隨主的信
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