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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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求真誠 (7:1- 8:23)

7:1-7
•要離棄儀文宗教的虛妄

7:8-14
•要轉向實際的敬虔生活 (行公義、好憐憫)

8:1-23
•耶和華揭示要復興猶大家的心意



和合本 7:1 大利烏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華的話
臨到撒迦利亞。
NLT 7:1 On December 7 of the fourth year of King Darius’s reign, another 

message came to Zechariah from the LORD. 

現中: 大流士作皇帝的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四日，上主給我一個
信息。
 回顧撒迦利亞領受第一個異象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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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的七個異象及都是在同一個晚領受的。
 在大利烏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華的話再次臨
到撒迦利亞。

 由大利烏王的第二年十一月到大利烏王第四年九月；相隔了一年十個
月。





和合本 7:2 那時伯特利人已經打發沙利色、和利堅米勒、並跟從他們的
人、去懇求耶和華的恩、
NLT 7:2 The people of Bethel had sent Sharezer and Regemmelech [or 

Bethel Sharezer has sent Regemmelech], along with their attendants, to seek 

the LORD’s favor. 

現中: 伯特利人已經派沙利色、利堅•米勒，和他們的隨從到上主─萬軍
統帥的聖殿去，祈求上主賜福，

到底是:伯特利人已經打發沙利色、和利堅米勒
還是:伯特利-沙利色已經打發利堅米勒



在這節, 我們遇見一個困難, 這是跟希伯來經文的文法有關的問題就是
因為沒有很清楚的界定主詞; 以至於翻譯的時候要怎麼翻譯, 其實有不同
的看法 。
再參The Jewish Bible (TANAKH) Translation (1917):

When Bethel-sarezer, and Regem-melech and his men, had sent to entreat 

the favour of the LORD,

不同的聖經譯本對這一節經文有不同的翻譯的方法; 中文的和合本、新
譯本、還有英文的ESV, NIV 及 NASB等都把伯特利當作主詞,認為沙利色
還有利堅米勒是受詞就是被差派的人。所以就翻譯成: 伯特利人己經打
發沙利色和利堅米勒並跟從他們的人去懇求耶和華的恩
另外的譯本認為伯特利沙利色是一個人名,是由伯特利跟沙利色組成的
複合名字。然後伯特利沙利色是主詞,利堅米勒是受詞。所以它這句是這
樣翻譯的:伯特利沙利色差遣利堅米勒和他的隨從到耶路撒冷尋求耶和華
的恩惠。



• 雖然很多的譯本都採取上述的翻譯, 稱這些求問者為伯時利人; 但是伯特
利這個地方我們知道過去是北國以色列金牛犢的敬拜中心之一 , 其實他們的
信仰並不是那麼純正; 而旦在被擄之後而旦在被擄之後就失去她的重要性。
伯特利距離耶路撒泠其實只有十二英里左右的距離, 這麼近的地方其實不太
需要派一個代表團來到耶路撒冷去徵詢意見所以這個解譯很難去理解到底
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情。

• 第二個翻譯, 把伯特利沙利色當作一個有複合名字的人;以此人為動詞的主
詞其實在耶利米書39:3 有一個類似的複合名字叫作尼甲沙利薛; 在主前的
五世紀新巴比倫的楔形文字經文當中, 有發現跟伯特利在一起的組合的複合
名字。這些考古學的發現其實是相當接近撒迦利亞的年代。受詞利堅米勒
通常被視作專有名詞在烏加列文裡面, 這個名詞是君王發言人的頭銜。所以
這個伯特利沙利色可能是在巴比倫作到高級官長的一個猶太人或者是受了
猶太教影響入了猶太教的波斯長官。然後利堅米勒是一個發言人, 他帶著一
個代表團從巴比倫遠到來到耶路撒冷詢問有關禁食的問題。



以色列人按他們的儀文宗教哭泣、禁食、並分別自己，
• 在十月間表達他們對巴比倫人攻打圍困耶路撒冷（耶五二4）的悲哀；
• 在四月間表達他們對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王下二五3～4）的悲哀；
• 在五月間表達他們對神的殿和耶路撒冷城被焚燒（耶五二12～13）的

悲哀；
• 以及在七月間表達他們對基大利被殺（王下二五22～26）的悲哀。

如果我們對照在以斯拉記的7:9 正月初一日、他從巴比倫起程、因他
神施恩的手幫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 其實這個就是從巴比
倫當年走陸路要來到耶路撒冷大致所需要的時間 。況且，由伯特利那麼

近的地方來問禁食問題，大概不值得記入歷史中，但由巴比倫長途跋涉來
問禁食日期，就值得寫入歷史了。
所以綜合上述的分析，以第解釋較可取。



和合本 7:3 並問萬軍之耶和華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說、我歷年以來、在五
月間哭泣齋戒、現在還當這樣行麼。
NLT 7:3 They were to ask this question of the prophets and the priests at 

the Temple of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hould we continue to mourn 

and fast each summer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Temple’s destruction, as we 

have done for so many years?” 

現中: 7:3 並且求問祭司和先知：「我們是不是要像多年來一樣在第五月
禁食，為聖殿被毀的事哀傷？」
哭泣：原文是: ה כָּ בָּ ; Transliteration: bākâ ;

再參原文CBOL舊約Parsing分析：



原文是單數，更顯示出這是一個官員，而非許多人的問題。
間接指出: 伯特利沙利指的是一在巴比倫地（已被波斯國）居住的猶
大藉官長。
齋戒: 原文是: נַָּזר ; Transliteration: nāzar ; 簡意是: 1) 獻身, 奉獻, 分開
1a) (Niphal) 委身自己, 奉獻自己, 分別為聖; 1b) (Hiphil) 使分別為聖, 警
惕遠離; (MECD: to abstain, separate as a Nazirite)這裡應該是禁食的委婉
說法。
再參原文CBOL舊約Parsing分析：

這裡應該是表示一個於政府任職的猶太人「伯特利沙利色」派遣發言
人來詢問耶路撒冷的祭司與先知，聖殿既然將要建成，是否應該將哀悼
聖殿被毀的禁食取消？雖說這好像是一個人的問題，應該也代表在巴比
倫猶太社群的疑問，只是由其中較傑出的人派代表來耶路撒冷詢問。
思想與反省：到底哭泣齋戒的實際意義是甚麼？



對於以色列人的問題，神分開四次來回答

首兩次的回答是負面的(過去的 ):

7:5 你要宣告國內的眾民、和祭

司、說、你們這七十年在五月七

月禁食悲哀、豈是絲毫向我禁食

麼‧

7:9 萬軍之耶和華曾對你們的列祖

如此說、要按至理判斷、各人以

慈愛憐憫弟兄。

後兩次則是正面 (現在的 ):

8: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錫

安心裏極其火熱‧我為他火熱、向

他的仇敵發烈怒。

8:19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四月

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

的日子、必變為猶大家歡喜快樂

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所以你們

要喜愛誠實與和平。

綜合這四次回覆，神表明祂要求子民有 “實質”的信仰，不要停留在表面或
形式的層面，換言之，神要我們 “深化” 自己的信仰。



和合本
7:4 萬軍之耶和華的話就臨到我說、
7:5 你要宣告國內的眾民、和祭司、說、你們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豈是
絲毫向我禁食麼‧
7:6 你們喫喝、不是為自己喫、為自己喝麼。
NLT

7:4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ent me this message in reply: 

7:5 “Say to all your people and your priests, ‘During these seventy years of exile, 

when you fasted and mourned in the summer and in early autumn, was it really for 

me that you were fasting? 

7:6 And even now in your holy festivals, aren’t you eating and drinking just to please 

yourselves? 

現中
7:4 以下是上主─萬軍的統帥給我的信息。
7:5 他說：「你去告訴這地方的人民和祭司，以往七十年來，他們在第五月和第七
月禁食哀傷，都不是為了尊敬我。
7:6 他們吃，他們喝，都是為滿足他們自己。」



NIV 7:6 And even now in your holy festivals, aren’t you eating and drinking 

just to please yourselves? 

參 John L. Mackay p175-176: 

‘Feasting’ renders a repetition of eating and drinking.  For ‘yourselves’ is not 

appropriately expressed in the original, but it is an appropriate supplement to 

bring out the sense. Such activities were of course entirely proper.  People have to 

eat and drink for nourishment. In this context, however, the reference seems to be to 

the eating and drinking associated with solemn religious festivals.  Whether they 

were depriving themselves of food, or whether they were celebrating a religious 

festival, they were doing so without the true religious motivation.  All their living 

ought to be dedicated to God (1 Cor 10:31所以你們或喫或喝、無論作甚麼、
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 and until that was so, fasting and feasting were alike an 

abomination to Him (Isa 1:11-17).  These questions were designed to stir up their 

consciences that they might repent of their externalism and self-righteousness.  

Note that this applied as much to the priest (7:5) as to the people.  



 上帝並沒有直接回答他們有關在五月份是否要繼續持守禁食禮儀的問題
 而是先提醒他們思想:  到底他們禁食的自的和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他們表面上的問題是為了慶祝聖殿的重建而且快要完成, 所以不需要繼續

悲哀 。
 可是他們最期望的是什麼呢? 最期望就是不需要繼續去遵守這些禁食的這些禮

儀。
 上帝知道他們內心的這種動機, 所以上帝透過先知來更正他們的觀念 。
 上帝要他們去反省思想他們禁食真正的自的是什麼?
 他們吃喝是為了自己的快樂，禁食也是為了自己的悲哀。而非是向神的悔罪。
 上帝知道他們內心的這種動機所以上帝透過先知,來更正他們的觀念。
 上帝要他們去反省, 去思想他們禁食真正的自的是什麼? 他們是為神禁食嗎? 
還是他們為自己禁食呢?

 言下之意他們的禁食很可能就如當年先知以賽亞在以賽亞書58:3-5 所責備以色
列人一樣他們禁食只是一種假冒為善的宗教禮儀而已。



以賽亞書
58:3他們說、我們禁食、你為何不看見呢‧我們刻苦
己心、你為何不理會呢‧看哪、你們禁食的日子、仍

求利益、勒逼人為你們作苦工。
58:4 你們禁食、卻互相爭競、以兇惡的拳頭打人‧你

們今日禁食、不得使你們的聲音聽聞於上。
58:5這樣禁食、豈是我所揀選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
麼‧豈是叫人垂頭像葦子、用麻布和爐灰鋪在他以下
麼‧你這可稱為禁食為耶和華所悅納的日子麼。



和合本 7:7 當耶路撒冷和四圍的城邑有居民、正興盛、南地高原有人居
住的時候、耶和華藉從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話、你們不當聽麼。
NLT 7:7 Isn’t this the same message the LORD proclaimed through the 

prophets in years past when Jerusalem and the towns of Judah were 

bustling with people, and the Negev and the foothills of Judah were well 

populated?’” 

現中 7:7 這是上主藉著從前的先知所說的。當時耶路撒冷正繁榮，到處
是人；不僅在城周圍的村鎮住滿了人，連南邊地區和西邊山腳也都有人
居住。
上帝要先知質問百姓和祭司：這七十年來的禁食悲哀是向神還是為了自
己？耶和華以前藉先知說的話，百姓也應該要聽。
南地：原文是: ֶנֶגב ; Transliteration: negeb; 簡意是:乾燥，指猶大南方，大

約是迦薩經別示巴到死海這條線以南的地方。當時南地的荒涼跟戰亂有
關，並非因為土地或氣候不良。



高原：原文是: ה ֵפלָּ שְׁ ; Transliteration: shepēlâ; 簡意是: 1) 低地

1a) 低地
1a1) 通常是指猶大山區之西的地帶專門用語
1a2) 迦密山以北靠近海邊的地帶，

指猶大山地和海岸之間的丘陵地。此處的山坡盛產橄欖樹和小無花果
樹，低谷則盛產穀類。
MECD: (western) foothills, Shephelah, a major buffer area between the 

(Philistine) coastal plain and the highlands of Judah



 其實在撒已經提及過這事參(撒1:4) 。在猶大（南國）亡國前，上帝
透過不同的人(先知)提醒這班猶大人不要效法列祖, 要回頭離開他們的
惡道惡行‧他們卻不聽、也不順從。撒迦利亞並非是第一個提及這些
問題的先知。

 耶和華看重的是內裡的更新與轉變 (inward change)，而非外在的禮儀
(outward ritual)。

彌迦書 6:6-8 就是呼應這一節的例子:

6:6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 神面前跪拜、當獻上甚麼呢‧豈可獻一歲的牛
犢為燔祭麼‧
6:7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麼‧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
獻我的長子麼、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麼。
6:8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
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無論是在猶大亡國前的繁榮，抑或是目前回歸後重建聖殿的蕭條；神
都提醒祂的百姓，祂所要的是祂的子民專祂為主，存謙卑的去跟從祂。



思想與反省:

• 神要求我們深化自己的信仰， 如何深化呢?  對照林前10:31的

教導 (所以你們或喫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 )

• 當時所問的: 在五月間 哭泣齋戒，現在還當這樣行嗎?  或許我

們也有類似的問題，是否每星期都 要出席崇拜？是否每年都要出

席堂慶？出席受苦節崇拜、平安夜聚會？是否一定要參與事奉或作

十一奉獻？ 我們要反問自己， 參與這些事情背後的目的及祈望是

甚麼？

• 7:4-7 給我們看見猶大人守這些節期與紀念日子； 他們無論禁食

或吃喝，都不是 為神而作（6節），他們徒有守節的形式，內心卻

沒有神，這就是表面化、形式化的信仰。這節經文的重點是，無論

作甚麼，都要發自內心，為主而作。我們若說要深化自己的信仰，

就要追求”全心為主”。



7:8-14要轉向實際的敬虔生活 (行公義、好憐憫)

和合本

7:8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撒迦利亞說、

7:9 萬軍之耶和華曾對你們的列祖如此說、要按至理判斷、各人以
慈愛憐憫弟兄。

7:10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貧窮人‧誰都不可心裏謀害
弟兄。

NLT  

7:8 Then this message came to Zechariah from the LORD: 
7:9 “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Judge fairly, and 
show mercy and kindness to one another. 
7:10 Do not oppress widows, orphans, foreigners, and the poor. And 
do not scheme against each other.



現中
7:8 以下是上主給撒迦利亞的信息。他說：
7:9 「我早就命令我的子民：『你們要秉公行義，要以慈愛憐憫相待。
7:10 不可欺負寡婦、孤兒、外僑，或貧窮的人；不可蓄意加害別人。』
要按至理判斷: 參原文

簡單來說，就是按照真理去作出公平、公正的判斷。 (NLT:Judge fairly)

慈愛: 原文是: ֶחֶסד; Transliteration: ḥesed; 簡意是: 善良, 慈愛, 喜愛 (MECD: unfailing 

love, loyal love, devotion, kindness, often based on a prior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a 

covenant relationship)

憐憫: 原文是:  簡意是: 1) 子宮; 陽性名詞, 複數, 抽象, 加強語氣; 2) 憐憫
(CWD: A feminine noun meaning womb, compassion, mercy, affection, maiden. Yet when the 

plural form was used, the author had in mind the idea of compassion, tenderness, or mercy. 

The Old Testament authors thought of the womb or bowels as the seat of warm and tender 

emotions. For example, when Joseph saw his brother Benjamin, he became overwhelmed 

with tender affection (lit., wombs [Gen. 43:30]). )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Ge+43%3A30


欺壓: 原文是: ַשק עָּ ;Transliteration: ʿāshaq ; 簡意是: 強加於, 壓迫, 錯待
(MECD: to oppress, mistreat; to defraud, extort) 

謀害: 原文是: ַשב :Transliteration ;חָּ ḥāshab; 簡意是: 思考, 計劃, 謀算, 計
算, 發明, 做判斷, 想像, 歸算 這裡要表示的是有計劃的預謀。 (MECD: 

h ̣asab is most often translated as “think” or “plan” (see think, plan). One use 

of this word is in reference to mathematical computations and can also be 

translated as “count,” “calculate,” and “value.”)

這裡說明宗教節期與儀式並非是信仰的核心，而是每日把上帝的公平正
義實現在周遭，才是重點。重視禁食這種宗教節期是否繼續，不是錯的
事，但最重要的是: 絕對不能忽略公平正義。

http://www.crossbooks.com/book.asp?pub=0&book=6296&sec=00010958#think


7:9,10 兩節互相呼應的的平衡關係

7:9要按
至理判
斷

7:10 不
可欺壓

寡婦、孤
兒、寄居
的、和貧
窮人

7:9以慈
愛憐憫

7:10 不
可心裏
謀害

弟兄



小結、思想及反省
• 神要求他們(猶大人)按至理判斷，意思是要公平待人。
• 要好施憐憫，這是神的心意。何西亞書6:6說，神喜愛良善，不喜愛祭
祀。神當然喜歡人向祂獻祭，然而當這些獻祭只是形式，獻祭的人卻
不按神的心意施憐憫和以良善待人時，那些獻祭就是徒然的。

• 大施憐憫，就是照顧有需要的人，就算是自己不喜歡的人，也一視同
仁。

• 在弟兄之間不要互相傷害。
今天的應用：
• 假如您是上司、老闆或是一些組織的領導；您是如何對待您的僱員與
下屬呢？

• 假如您是教會的領袖，您如何對待一些與您意見不合或者是您對他們
沒有好感的肢體呢？



和合本
7:11 他們卻不肯聽從、扭轉肩頭、塞耳不聽‧
7:12 使心硬如金鋼石、不聽律法、和萬軍之耶和華用靈藉從前的先知所
說的話‧故此、萬軍之耶和華大發烈怒。
NLT 

7:11 “Your ancestors refused to listen to this message. They stubbornly 

turned away and put their fingers in their ears to keep from hearing. 

7:12 They made their hearts as hard as stone, so they could not hear the 

instructions or the messages t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had sent 

them by his Spirit through the earlier prophets. That is why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was so angry with them. 

現中
7:11可是，我的子民頑梗不肯聽從。他們塞住耳朵，
7:12 使他們的心跟石頭一樣硬。因為他們不聽我藉著古時的先知所傳的
教訓，我非常氣憤。



扭轉肩頭： 參 John L Mackay page 179 及信望愛專卷註釋： 這比喻從牛而來。

牛掉轉頭去，免得軛套在牠的頸上。
參何西阿書 4:16以色列倔強，猶如倔強的母牛；
尼希米記 9:29又警戒他們，要使他們歸服你的律法。他們卻行事狂傲，不聽從
你的誡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扭轉肩頭，硬著頸項，
不肯聽從。
塞耳不聽: 參原文直譯: 耳朵沉重不肯聽 (John L Mackay p179: This is a 

metaphor from blocking the ear so as not to be disturbed by noise.  As far as they 

were concerned, the Lord’s word was an intrusive sound which would only disturb 

them.  The people were utterly intransigent in their attitude.)

烈: 原文是: גָּדֹול ; Transliteration: gādôl ; 簡意是: 巨大的; 1a) 大的 (在尺寸和範
圍上),    1b) 在數字上; 1c) 在強度上; (CWD: great, large; much, more; this can 

refer to physical size, quantity, degree, and social status )

怒: 原文是: ֶקֶצף ;Transliteration: qes ̣ep ; 簡意是: 暴怒,憤怒 (MECD: A masculine 

noun meaning wrath. The word refers to anger aroused by someone's failure to 

do a duty. )



和合本
7:13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曾呼喚他們、他們不聽‧將來他們呼求我、我也
不聽‧
7:14 我必以旋風吹散他們到素不認識的萬國中。這樣、他們的地就荒涼、
甚至無人來往經過‧因為他們使美好之地荒涼了。
NLT 

7:13 “Since they refused to listen when I called to them, I would not listen 

when they called to me, says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7:14 As with a whirlwind, I scattered them among the distant nations, where 

they lived as strangers. Their land became so desolate that no one even 

traveled through it. They turned their pleasant land into a desert.” 

現中
7:13 我向他們說話，他們不聽；他們向我禱告，我也不回答。
7:14 我像旋風一樣把他們捲走，使他們住在陌生的外國。這片美好的土
地成為荒涼、人煙絕跡的地方。」



使美好之地荒涼了：意思是以色列人的罪惡讓上帝所賜的美好應許之地
荒涼。

 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上帝的心意，凡是不聽上帝呼喚的以色列人，
終究將被分散到列國去。

 上帝要求的公平正義沒有被執行，導致猶大的被擄。荒涼的景象，
當日的聽眾應該還看得見。今日的基督徒，是否也聽見了？



思想與反省：
• 消極的層面：我們要思想到底我們有沒有一些錯誤（不合神心意的
事）是我們自知的；聖靈也親自提醒了我們；也藉其他的肢體提醒
了我們，但是我們仍然是沒有積極去對付呢？試反省一下您沒有對
付這些事的原因是甚麼？

• 積極的層面: 這段經文提醒我們，當我們深化信仰時，我們必須 “切
實行道”。

• 你有做過傷害弟兄/姊妹的事情嗎？你如何修補自己的過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