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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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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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及十三章 -倚靠神，因祂不丟棄您
要享受神全面的照顧

十四章倚靠神 -因祂為您再來



神全面
的照顧

神使我
們回到祂
的懷抱
13:9b

神解除
我們的困
難 12;1-9

神引領
我們悔改
與復興

12:10-14

神清洗
我們的罪

13:1-6

神給予
我們適切
的磨練
13:7-9a

歸納十二
及十三章
的重點



十二章
結構

12:1-9 耶路撒冷
得蒙眷護神
解除我們的困難

12:10-14 大衛家
的復興聖靈澆
灌  神引領
我們悔改與復興



和合本
12:1 耶和華論以色列的默示。鋪張諸天、建立地基、造人裏面之靈的耶和華說‧
12:2 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圍困的時候、向四圍列國的民、成為令人昏醉的杯‧這默示
也論到猶大。〔或作猶大也是如此〕
12:3 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擊他的萬民、當作一塊重石頭‧凡舉起的、必
受重傷。
12:4 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馬匹驚惶、使騎馬的顛狂‧我必看顧猶大家、
使列國的一切馬匹瞎眼。
12:5 猶大的族長、必心裏說、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萬軍之耶和華他們的 神、就
作我們的能力。
12:6 那日、我必使猶大的族長、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禾捆裏‧他們必左右
燒滅四圍列國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處、就是耶路撒冷。
12:7 耶和華必先拯救猶大的帳棚、免得大衛家的榮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榮耀、勝
過猶大。
12:8 那日耶和華必保護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中間軟弱的、必如大衛‧大衛的家、必
如 神、如行在他們前面之耶和華的使者。
12:9 那日、我必定意滅絕來攻擊耶路撒冷各國的民。



12:1 耶和華論以色列的默示。鋪張諸天、建立地基、造人裏面之靈的耶
和華說‧
9:1 耶和華的默示、應驗在哈得拉地大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
都仰望耶和華）
注意兩節很類似指先知所領受之信息有如重擔必須宣佈，正如教會初期，
使徒們為所領受的見證說：“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徒四20）。
先知用了三個類型的東西, 來象徵耶路撒冷。用來諷刺那些攻打他的列國
要自取其禍。這三個類型的東西分別是:

 令人昏醉的杯杯指的是上帝為人所定的生命的經驗 , 聖經當中提到
很多的杯; 例如: 救恩的杯、祝福的杯 (詩23:5) 。不過如果從悖逆不信
的人來看, 他們要面對的是耶和華忿怒的杯。從前耶路撒冷因為他們
的罪孽甚多, 他們曽經喝過上帝憤怒的杯。現在這懲罰要轉到列國，
神要使耶路撒冷像一杯酒，周圍的國家喝了要搖搖晃晃像酒醉的人,東
倒西歪。



 還有沉重的石頭樣一幅圖畫是指 一群挑夫, 他們合力要抬起一塊 非
常大的巖石; 儘管他們的人力非常充足 (因為是萬國) 但是他們還是承
受不住。 因為耶路撒冷這塊石頭太重了! 這個石頭還是倒下來, 壓在他
們的身上。所以他們要放棄嘗試。凡舉起這石頭的, 必受重傷。 凡攻
擊她的, 最後必受挫。 自己得到極大的這個毀滅。

 火盆與火把猶大族長, 就是支派的代表; 他們如同火盆跟火把一樣。
列國好像火柴跟禾捆, 相對於火柴跟禾捆, 火盆火把的數量是非常稀少
的, 而且少得可憐 。 但是火盆跟火把可以瞬間燃點火柴跟禾捆, 把他們
燒燬。猶大也將使仇敵澶遇毀滅 耶路撒冷也會因此得到平安 這一切的
勝利。不是因為猶大人的兵力有多大、有多強, 而是因為上帝大能的介
入的結果。

 12: 4 我必使一切馬匹驚惶、使騎馬的顛狂‧我必看顧猶大家、使列國
的一切馬匹瞎眼: 即是說神會使猶大的敵人不能發揮作戰的能力。

 注意：神沒有說不容耶路撒冷受攻擊．而是使他們在受攻擊圍困之中，
看見神的大能，轉危為安。



12:7 耶和華必先拯救猶大的帳棚、免得大衛家的榮耀、和耶路撒冷居民
的榮耀、勝過猶大。
參空中聖經學院， 陳志宏牧師的解釋：
• 南國猶大一向都是大衛的子孫在作王; 以耶路撒冷作為首都。所以原本

這三者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甚至是可以互相替換的。
• 但是在這裡猶大似乎跟耶路撒冷和大衛的子孫二分。 這節經文到底是

什麼意思呢? 原來大衛家的榮耀向來就是耶路撒冷, 因為耶路撒冷是京
城, 是政治的中心, 有王宮、有宗室、有極大的榮華。它也是宗教的中
心, 有聖殿。 所以住在耶路路撒的居民 也深以他們是耶路撒冷的居民
為榮。 耶路撒冷是全國的京城，有堅固的城牆保護，但耶路撒冷以外
的其他城鎮，卻遠不如耶路撒冷那麼堅強；所以“先拯救猶大的帳棚”
的實意是要平均的保護全猶大國（包括全以色列族）。

• 猶大的帳棚 不只是在耶路撒冷 ,也在耶路撒冷城以外。 所以耶和華的
保護, 當然是包括猶大的全家。



• 本節的信息是要指出神所施行的拯救是全面性的，不單是重點式的。雖然
古代的京都是最重要的城市，但若只保護耶路撒冷，其他城鎮飽受摧殘，
這樣的勝利只不過是重點式的勝利；但神所要賜下的是全面性的勝利，全
國平均地蒙保守的拯救。“大衛家的榮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榮耀”（7節）
實際上難分高低，因為大衛城（錫安城）根本上是屬於耶路撒冷的一部分
（撒下五6~10）。

思想與反省:
• 許多基督徒的生活工作與屬靈光景，只有重點式的勝利，在某一點上有成

就，有特長，其餘的就全都“乏善可陳”，但這不是所要賜給我們的拯救，
不是殘缺的拯救，乃是完全的拯救;

• 也不是約書亞所給以色列人那種只佔領卻未克服的表面安息，乃是基督所
給的完全安息。

• 可惜許多基督徒滿足於有一兩點成就為誇勝的“見證”，以一兩個果子為
屬靈裝飾，任憑其餘的枝葉枯萎，在世上可能取得若干程度的“知名度”，
在基督台前卻是難以交帳不能昂首的僕人。

•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各方面都要完全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12:8…即使是他們當中最軟弱的，也會像大衛那樣堅強 (現中): 既說耶路
撒冷居民“他們中間軟弱的必如大衛家”，則“大衛家”顯然代表剛強的、
勝利的……。事實上大衛一生滿了信心勝利的戰績，他是帶著豐滿勝利的
戰果才登上王位的。當“那日”，耶路撒冷居民中，就算軟弱的也必像大
衛家，可見神的拯救之完美。本書補充說明上節神要先拯救猶大，免得大
衛家的榮耀勝過猶大的理由，不是恐怕大衛家太過榮耀，而是要表明神對
全猶大的保護，不是重點式的保護，是全體選民的保護。他們中間就算是
“軟弱的”也是個得勝者，是個受尊敬有實際程度的王者。
12:8 …大衛家必如神: 參現中: 大衛的後代將領導他們，像上主的天使，像
上帝一樣，領導他們。

12:9 滅絕攻擊耶路撒冷的人與保護耶路撒冷是互相配合的。信徒靈命的
豐盛剛強與抵擋試探勝過罪惡也是互為因果的。不但在基督的國度實現的
那日，我們必然認識他救贖的完全成功，就在現今經常在肉身的各種試探
中也能體驗他的完全拯救與保守。（參約17:12；猶21、24；來7:25）。



思想與反省:

 神是救贖主，祂會解除我們的困難, 讓我們把困難帶到主的面前，祂一

定會幫助我們。

 魔鬼雖然不斷攻擊信主的人, 但主並沒有丟棄我們，哥林多前書10:13

說：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 必不叫你

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 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

你們能忍受得住。

 以賽亞書46:4 更精簡地說：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12:10-14 大衛家的復興聖靈澆灌神引領我
們悔改與復興

和合本

12:10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
仰望我、〔或作他本節同〕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
為我愁苦、如喪長子。

12:11 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達臨門的悲哀。

12:12 境內、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衛家、男的獨在一處、女的獨在一處
‧拿單家、男的獨在一處、女的獨在一處‧

12:13 利未家、男的獨在一處、女的獨在一處‧示每家、男的獨在一處、女的
獨在一處‧

12:14 其餘的各家、男的獨在一處、女的獨在一處。



施恩叫人懇求的靈: NLT: a spirit of grace and prayer ; 現中: 充滿憐憫和禱
告的靈
• 舊約聖經提到聖靈澆灌，常是預指將來的，如：以賽亞書四十四章三
節：以西結書第卅九章廿八節至廿九節：“我已將我靈澆灌以色列家”

是指上節經文日後將以色列招聚回來時的聖靈澆灌說的；約珥書第二
章廿八至卅二節。本段所記在時間上與約珥書第二章廿八至卅二節的
事屬同一時期的事。

• “澆灌”只是形容神賜下聖靈的動作，因為舊約有以聖膏油預表聖靈的
背景（林後一22），所以用澆灌或傾倒“pour out”（NASB/NIV）描寫
徹底認罪悔改的人領受聖靈的豐富。

• 注意：本段所形容的聖靈的澆灌與約珥書第二章廿八至卅二節都同樣
是指人信主得救時受聖靈的經歷（珥二32；亞十二10）。



再參約16:8節：他（聖靈）既來了，就要叫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神給人的照顧，不單在解困層面，也在人的靈性層面，神要領人悔改，使
人悔改也屬於神對人的照顧。當人悔改時，會向神祈求赦免，而真誠的悔
改會為己罪悲痛，撒迦利亞書就很生動地描述這悲痛:

12:10 他們為罪悲哀，就像喪失長子或獨生子一般。
12:11 他們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達臨門一樣。以色列人過往的君王有
很多都是卑劣的，他們常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在他們亡國前，曾有一位
好君王出現，但這難得一見的好君王在一場戰爭中陣亡，地點是米吉多
平原，當消息傳至耶路撒冷時，舉國都悲傷不已（參代下35:24 他[約西
亞]的臣僕扶他下了戰車，上了次車，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
他列祖的墳墓裡。猶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為他悲哀。）。按以色列人的
習俗，當極度悲哀時，是男女分開各自悲傷。這幅圖畫描述整個以色列
民族為自己的罪極度悲哀。



思想與反省:
• 我們上一次為自己的罪悲哀是在何時？神要引領 我們為罪、為義

而悲哀，並向祂認罪。詩51:1 7 節說，憂傷痛悔的心，神並不輕
看，這首詩篇描述了為罪痛悔的例子，就是大衛向神認罪，51:5 
說：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大衛在母
腹時已經視自己為罪人，這就是為罪痛悔。

• 承認自己的罪後，他在第7 節向神祈求赦免，結果記在5:8：求你
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當我們
向神認罪時，可以快樂到連骨頭也在跳舞。

• 聖靈向以猶大人（也包括整個以色列民族）說話，也向大衛說話，
今天同樣向我們說話，不要充耳不聞，在主面前，不可 ‘悔 而不
改’，更不要 “不悔不改”。



13:1-9要享受神全面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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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神清洗我們的罪

13:7-9a 神給予我們適切的磨練

13:9b 神使我們回到祂的懷抱



和合本
13:1 那日必給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開一個泉源、洗除罪惡與污穢。
13:2 萬軍之耶和華說、那日我必從地上除滅偶像的名、不再被人記念‧
也必使這地不再有假先知、與污穢的靈。
13:3 若再有人說豫言、生他的父母必對他說、你不得存活、因為你託耶
和華的名說假豫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說豫言的時候、要將他刺透。
13:4 那日凡作先知說豫言的、必因他所論的異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
騙人。
13:5 他必說、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從幼年作人的奴僕。
13:6 必有人問他說、你兩臂中間是甚麼傷呢‧他必回答說、這是我在親
友家中所受的傷

泉源: 原文是: ָמקֹור ;Transliteration: māqôr ;  簡意是: 泉源 (MECD: 

fountain, spring, source (of a flow), often with an implication of abundance or 

freshness)



參李振康 pages 251, 252: 

• 泉源有延續的意思，你今天犯罪，這泉源可清洗你的罪；明天你犯
罪，這泉源也清洗你的罪，你 後天犯罪，你也同樣得到清洗，十年
或二十年後，這泉源也不會乾涸，你的罪仍得到清洗。另一方 面，
神應許祂要除滅罪惡，那些一直迷惑以色列人 的假先知，劣先知，
神會對付他們，他們不單不敢 再迷惑人，甚至會自覺羞愧，也會受
傷。

• 神赦罪的應許是給所有人的，很多信徒都有這 樣的經歷，在信主之
初十分喜樂，及至軟弱犯罪後，就十分驚恐，害怕受到神的懲罰，
其實這是不需要的，因為這不是主耶穌所用的原則，約一2:1：我小
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罪，

• 在父那裡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
• 經文並不是說，當人犯罪就會受到神的懲罰，相反 地，聖經說人犯

罪後，都要想起主耶穌已為他們贖了罪。只要真誠悔改，主耶穌一
定赦免，正如約翰 一書一章9節所記的。



13:7-9A 神給予我們適切的磨練

和合本

13:7 萬軍之耶和華說、刀劍哪、應當興起、攻擊我的牧人、和我
的同伴‧擊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

13:8 耶和華說、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
仍必存留。

13:9A 我要使這三分之一經火、熬煉他們、如熬煉銀子、試煉他
們、如試煉金子

這是一首令人震驚的詩, 接續了十一章牧人的主題，耶和華呼召刀
劍來攻擊牧人；而缺了牧人的羊群四散走避，經歷艱難與損失；
這一切更印證出他們是耶和華的子民。



我的牧人：牧人(NIV: & NLT:against my shepherd) 是單數，並非指一般
的領袖，而是特指彌賽亞。 賽 53:10 這牧人也稱為「耶和華的同伴」。

參李振康 pages 252 & 253: 

• 記述基督第一次來臨時受到傷害的情 景，而屬主的人就隨即被分散
（7節，擊打牧人，羊就分散），

• 經文然後又回到基督第二次來臨的情 景（8節），那時會剩下三分
二的以色列人。這裡有不同的詮釋，但只想把焦點放在第9a節，這
裡提到神要磨鍊祂的子民。我們受磨鍊，也是神照顧我們的方式。

思想與反省:

我們有否被神磨煉過？ 感覺是怎樣？ 被神磨練的終極目的是甚麼？



13:9B 神使我們回到祂的懷抱

和合本13:9b 他們必求告我的名、我必應允他們‧我要說、這是我

的子民‧他們也要說、耶和華是我們的 神。

NLT13:9b . THEY WILL CALL ON MY NAME, AND I WILL ANSWER 

THEM. I WILL SAY, ‘THESE ARE MY PEOPLE,’ AND THEY WILL SAY, 

‘THE LORD IS OUR GOD.’”

13:9b 然後他們會向我禱告，我就垂聽。我要告訴他們，他們是

我的子民；他們要承認，我─上主是他們的上帝。」



▪ 其實，神尋找人，使人回轉歸向祂，這是整個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 從創世記開 始，這個主題和信息，從未停止過，由亞當犯罪後神主

動尋找他開始，祂一直沒有放棄人類，當主耶穌為世人承擔罪惡的刑
罰時祂對人的心意，已達到最高點。

▪ 使我們回轉，是神永恆的心意，經文提及祂所 做的兩件事，首先是
使子民求告祂，不但如此，祂更應允他們的祈求。除了垂聽人的禱告
之外，祂更使人稱祂為神，意思是要使人與祂重建關係。當人 稱神
為我的神，意思是人會重新倚靠祂。

思想與反省
• 神永恆的心意是甚麼？
• 描述您與神的關係， 是親密、是疏離抑或是其他狀態？ 與神的關係

如何影響我們的屬靈生命？



14:1-21倚靠神 -因祂為您再來

• 這一章聖經是描述上帝親自降臨建立彌賽亞國度的景況。在撤迦利

亞書的十三章的末段提是到上帝的子民要經歷到殛大的試煉。

• 這個嚴峻的考驗, 將會在十四章有更具體的描述。

• 正當耶路撒冷受到無情的摧殘、蹂躪的時候似乎再也沒有指望的時候。

上帝要親自降臨將敵人完全摧毀; 然後祂要作全地的王。

• 撒迦利亞書的最後兩章的經文,跟新約啟示錄的信息是非常配合的。

啟示錄的第二十章的1到10節,跟撒迦利亞書的十三章7到9節的內容

吻合; 最後列國摧毀那個邪惡的刀量, 建立新天新地; 然後萬民一同要

來聖城朝聖,彌賽亞的國度要真正的建立,要實現上帝的帳幕在人間。



14:1-8
•給你幫助

14:9-19
•賜你平安

14:20-21
•使你成聖



14:1-8 

給你幫助

14:1-3像
從前一樣

14:4-5a 

為你開出
路

14:5b-8 
祂親自與
你一起



和合本
14:1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你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
14:2 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搶奪、婦
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擄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
14:3 那時、耶和華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
1. 給你幫助像從前一樣:

• 14:1-2節基本上是連接13:9的思想，就是神會熬煉祂的子民，他們會
受到列國攻擊，然而他們不會被棄絕，因為神幫助他們，為他們而戰。

• 神怎樣幫助他們？答案是：好像從前爭戰一樣。
• 對以色列人來說，神為他們而戰，應該不會陌生，因為在他們的歷史
中，這事曾在他們入迦南及攻取分地時就經歷過。及後王國時期及南
北二國時期，猶大及以色列人經歷神的幫助多不勝數。

• 在撒迦利亞書，神提醒他們，祂要再次作他們的元帥，並且要他們想
起從前的事情，神要再次為他們而戰。



2.給你幫助 - 為你開出路14:4-5a 

和合本
14:4 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間分裂、
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14:5a 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因為山谷必延到亞薩‧你們逃跑、必如猶大
王烏西雅年間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樣‧
• 神不單為子民而戰，更會在有需要時，為他們 預備出路。這裡描述的是地
震的情景，地震一般帶來破壞和災難，然而這裡的地震是出路的來源。當
地震出現時，在耶路撒冷旁的橄欖山會一分為二，一半往北移，另一

• 半往南移，因此在這兩半的山中間，由東至西就形 成了一條通道，給遇害
的人逃跑。

• 每當你遇上困難，神總會給你開一條出路，其 中一個可能是改變客觀的環
境，就像經文所描述的一樣。然而，改變環境並不是祂唯一的選擇，祂很
多時會用另一個方式，就是改變你。

• 祂可能會改變你的態度，或者改變你面對困難的方式，無論祂怎樣做，目
標只有一個，就是讓你安然面對困難，處理困難。



3. 給你幫助 -祂親自與你一起14:5b-8 

和合本
14:5b 耶和華我的 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
14:6 那日、必沒有光‧三光必退縮。
14:7 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不是白晝、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纔有光明。
14:8 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半往東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
是如此。
14:5b 5b說，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說明當我們遇到困難時，祂不單像從前一
樣幫助我們，給我們預備出路，並會與我們一起經過困難，這是何
等美好的應許和榮耀。
14:6 呂譯當那日必不再有（傳統：必沒有光）寒冷或冰霜（傳統似可譯：只
有寶物凝結）。這樣的意思是指：上帝國度的降臨，再無寒冷之苦。
14:7 新譯本: 那將是獨特的一天，只有耶和華知道；那天不再分白晝和黑夜，
因為在晚上仍有光明。
我們的主要與祂的信徒一起，並且把力量和勇氣賜給他們。創造天地的主要與受造
物一起，這對我們來說，是何等的鼓舞。



14: 9-19賜你平安

賜你平

安

14:9 耶和
華必作全
地的王

14:11神的子

民可以安然
居住

14:12-19 

敵人被除



1.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 14:9

和合本
14:9 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
一無二的。
參 申6:4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 神是獨一的主。
14:10 全地、從迦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臨門、要變為亞拉巴、耶路撒
冷必仍居高位、就是從便雅憫門到第一門之處、又到角門、並從哈楠業
樓、直到王的酒醡。
• 亞拉巴: 指的是約旦河流域的低地, 迦巴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邊, 臨門是

在耶路撒冷的同邊。 所以這邊指的耶路撒冷四圍的高地都要變成平原, 
讓耶路撒冷凸顯在地上 , 配合全地大君王的首都。

• 便雅憫門是在城牆的東北角, 角門是在西界, 哈楠業樓是城牆的北端, 
王的酒醡在南方。

• 所以在這裡指的是耶路撒冷東西南北四個地方的標記地點, 所以強調
全城都滿了平安。



2. 神的子民可以安然居住
和合本
14:11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詛‧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
▪ 這節經文說明到了那日，不再有咒詛，神的子民可以安然居住。沒有
咒詛，就可安然居住。人類在甚麼時候曾經安然居住？嚴格來說，是在
人類犯

▪ 罪之前，當亞當和夏娃犯罪之後，地就受到咒詛，人類也進入充滿咒
詛的生活中。

▪ 對被擄後歸回故郷的以色列人來說，他們很明白甚麼是咒詛，特別在
過去那十六年間，他們不是不想重建聖殿，但他們經歷無數困難，對咒
詛有很深的體會。

▪ 對今天的信徒而言，咒詛也不是陌生的名詞 經常憂愁、掛慮和失眠、
看不清楚將會發生的事、被人出賣、被欺騙、受到別人騷擾、努力工
作，埋頭苦幹，卻不被認同…. 等等。但一切都要過去，我們都要經歷
安然居住，經歷祂所賜的平安，這是神所應許的。



3. 敵人被除
和合本
14:12 耶和華用災殃攻擊那與耶路撒冷爭戰的列國人、必是這樣‧他們兩腳站
立的時候、肉必消沒、眼在眶中乾癟、舌在口中潰爛。
14:13 那日、耶和華必使他們大大擾亂‧他們各人彼此揪住、舉手攻擊。
14:14 猶大也必在耶路撒冷爭戰‧那時四圍各國的財物、就是許多金銀衣服、
必被收聚。
14:15 那臨到馬匹、騾子、駱駝、驢、和營中一切牲畜的災殃是與那災殃一
般。
14:16 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萬軍之
耶和華、並守住棚節。
14:17 地上萬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的、必無雨降
在他們的地上。
14:18 埃及族若不上來、雨也不降在他們的地上‧凡不上來守住棚節的列國人、
耶和華也必用這災攻擊他們。
14:19 這就是埃及的刑罰、和那不上來守住棚節之列國的刑罰



住棚節 (利未記 23:33-43; 民數記
29:12-40; 申命記 16:13-15) 是三大
節日中第三個（其他兩個是逾越節
和七七節）。猶太男丁每年要在
這三個大節上示羅守節 (聖殿完成
後上耶路撒冷守節)。這節是惟一
特別指定要歡樂的節日。節期從
提斯利月十五日開始，這是第七月
（即西曆 9、10月間），剛好是收
割季節的結束時（因此有時稱為收
藏節出埃及記 34:22）。住棚節
是贖罪日後第五天，由一個最嚴肅
的節日轉為一個最歡樂的節日。
這節期共一周，在這期間參加守節
的人，要住在搭棚或帳蓬裏，記念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之後，因不信在
曠野漂流四十年的生活方式。
住棚節第一日有聖會，算為安息日，
不可作工，百姓要到會幕前聚集。
嚴肅會: 住棚節後次日，提斯利月
廿二日，繼續慶祝一天，稱為嚴肅
會。這日算為安息日，不可作工，
百姓要到會幕前聚集。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bible.htm?passage=Lev+23:33-43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bible.htm?passage=Num+29:12-40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bible.htm?passage=Deut+16:13-15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details/passover.htm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details/pentecost.htm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bible.htm?passage=Exod+34:22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details/day_of_atonement.htm


• 除去敵人把他們消滅; 14:12-13告訴我們，災殃必臨到以色列的敵人
• 除去敵人要他們臣服除了部分敵人被消滅之外，餘下的將會歸順耶
和華，他們將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
（14:16）。當然那些不歸順的，將會受到耶和華的攻擊（14:17-19）。

 這是我們要掌握的，雖然現在遇到不同層面的困難，然而最後勝利是屬
於神，屬於我們這追隨神的人。我們將會經歷永久的平安，所有困難都
會被除去。我們的盼望不單在於末曰的勝利，在現今的生活中也有盼望，
因為神一樣會對付我們的敵人，我們可以坦然面對任何處境，因為在我
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詩23:5）。



3. 使你成聖
和合本
12:20 當那日、馬的鈴鐺上、必有歸耶和華為聖的這句話‧耶和華殿內的鍋、
必如祭壇前的碗一樣。
12:21 凡耶路撒冷和猶大的鍋、都必歸萬軍之耶和華為聖‧凡獻祭的、都必
來取這鍋、煮肉在其中。當那日、在萬軍之耶和華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
人。
• 馬匹一般比喻為戰爭，象徵流血、死亡、困苦和敵人，但到了末日，這
些都要過去，在那些馬匹身上，必有「歸耶和華為聖」的這句話，連爭
戰的馬匹也都變為聖潔。

• 在以色列人的習慣中，鍋是煮食用的，猶太人視它為不潔的，其實這也
不難理解，煮食用的鍋都是骯髒的，而且會變得殘舊，相比之下，在殿
裡的聖碗，卻是聖潔的，因為是用作敬拜的，因此殿裡的碗是聖潔的，
鍋卻是不潔的。然而到了那日，鍋必如祭壇前的碗一樣，變為聖潔，甚
至可以被用作獻祭的器具。這說明了神要使所有不潔的事情，都變成聖
潔。



 必不再有迦南人: 參李振康 page 270：在這裡，迦南人比喻不道德，
當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進入迦南之時，神曾千叮萬囑他們，不要效法迦
南人，不要學效他們的習俗，不要與他們通婚，更不能拜他們的神，
可是以色列人沒有聽從，以至整個民族都陷入罪惡之中，做出種種為
神不容的事，他們遠離真道，最後竟淪落到亡國的地步。但是到了末
日，所有不道德的事都會過去，神的子民不會再受罪惡困 擾，祂的
子民都要成為聖潔。

 但在新譯本把它翻譯成商人, (現中: 上主─萬軍統帥的聖殿裏不再有做
買賣的人)。商人指的是在聖殿當中作買賣謀取利益的人他們要藉著
敬拜者要買這個聖潔的牲畜, 器皿或兌換錢幣,作為獻祭之用; 來圖謀
利益。新約主耶穌曽經也在聖殿採取潔淨的行動, 祂趕出這些在聖殿
當中作買賣的人。所以當上帝的國度降臨的時候, 一切都要成為聖潔
獻祭的人不再為了祭物要求助於他人, 以至於那些商人, 再也沒有生意
可以做那自然就淀聲匿跡了。



思想與反省
▪ 先知撒迦利亞給我們看到末日的情景是怎樣的呢 ？你對此有

何感想？
▪ “歸耶和華為聖” 是甚麼意思？ 這對我們有甚麼意思？
▪ 請思想你周遭有沒有一些不良的習俗、文化或不道德的事，

正影響你的信仰生命？並想出具體的處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