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主日裝備課程【被擄後的小先知書】 
																																				哈該書 、 撒迦利亞書 、以及瑪拉基書 
 
神對被擄歸回的以色列人的心意、以及聖殿的重建，不只是歷史也是神的啟示， 
並且這些啟示是透過先知來傳達的，我們將由這三卷被擄後的小先知書 ，來看神對當時
的以色列以及現今我們屬靈光景的恢復，重建與復興，並且看見彌賽亞國 
度的盼望，與這末世時代的關係。 願 2012 年是我們和教會不再被擄，乃是進入復興的
另一波，並且為我們的下一代帶來影響力！ 
 

日期 
 

內容 

第一講 被擄後的小先知書與歷史背景 

第二講 哈該書—恢復神的聖殿（外體的建造）           
          （一） 

第三講           （二） 

第四講 撒迦利亞書—重建聖殿（內裡的建造） 
      聖殿 

第五講 撒迦利亞書—重建聖殿（內裡的建造） 
       異象（一 ) 

第六講        異象（二 ) 

第七講       預言（一） 

第八講       預言（二） 

第九講 瑪拉基書—離罪歸向神的警告（一）

第十講 瑪拉基書— 主來的日子（二）

 
 



                                              

              1. 被擄後的小先知與歷史背景          劉梅蕾師母 

 

一. 先知的定義與稱呼 

      原意：異象的守望者 

1. 神的代言人(出 4:15,16; 申 18:19) 

2. 先見，神人，先知(撒上 9:6,9; 賽 30:10; 哈 1:3)  

3. 見異象者(民 24:4) 

4. 受感說話的人(民 11:29; 彼後 1:19-21) 

 

二. 先知的興起與發展 

1. 是蒙召而非世襲(耶 1:4-5, 9,10) 

2. 亞伯拉罕 (創 20:7) 

3. 摩西 (申 18:15) 

4. 撒母耳 (撒上 3:19-20; 12:23; 徒 3:24) 

            －眾先知開始的代表 

  5. 以利亞 (太 11:11-13; 路 9:28-36) 

            －先知的代表 

            －以利亞與施洗約翰(太 11:11-14; 路 1:13-17; 76-79) 

              火(悔改)，能力 

         6. 那先知(約 1:21; 徒 3:22-26; 申 18:18; 來 1:1-2; 啟 19:10) 

            －耶穌基督 



         7. 新約中的先知(林前 14:3; 弗 2:19-20) 

           －造就教會 

 

  三. 先知的使命 

1. 時代的守望者 

2. 呼召百姓悔改順服 

3. 分辯真偽 

4. 警戒與安慰 

 

     四. 先知的信息 

1. 宣告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是歷史與萬國列邦的主宰(何 13:4; 但 4:17) 

2. 宣告神的審判與應許，呼召百姓悔改，認識真神的聖潔、公義、慈愛 

           (珥 2:12-13; 何 6:1-3) 

3. 預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以色列與外邦的命運，彌賽亞的國度 

           (珥 2:28-31; 亞 12:2; ……) 

 

    五. 先知的特質與挑戰 

1. 與我們一樣性情的人(雅 5:17) 

2. 守望者 

3. 絕對順服神，向自己死的人(何 1:2, 耶 16:2) 

4. 孤單，遭人厭棄的 



 

    六. 研讀先知書的要訣 

1. 確定歷史背景 

2. 對照同期先知的信息 

3. 預表、異象、異夢的解釋 

4. 找出經文鑰詞 

5. 注意預言的重點與原則 

          －預言的起迄，附帶的解釋，應驗的時間與方式   

 

    七. 先知的職份與教會的配搭(林前 14:1-4; 12:4-10; 弗 4:11-12) 

        基本上是『受感說話』(耶 1:9; 賽 6:7) 

        －領受神的靈，說神的話 

        先知是主所賜的職份，說出神的話是聖靈的恩賜 

        聖經中的先知是啟示神的話語 

        現今教會中先知的職份乃是神話語的再啟示 

        －豫言(先知講道)，造就，安慰，勸勉 

          －Partial:不是完全的啟示 

          －Progressive:漸近式的啟示 

          －Conditional:有條件的啟示 

        －知識的言語(現在)—已經成就 

        －智慧的言語(將來)－必要成就 



 

八. 先知書的分類與歷史 

 大先知書 5 卷； 小先知書－被擄前 9 卷；被擄後 3 卷  

 

九. 猶太人為何被擄?(王下 17:1-41;王下 24-25;代下 36:11-20) 

        離棄耶和華神；製造偶像；敬拜天上的萬象，使兒女經火；用占卜法術 

        與異族通婚，隨從外邦的習俗……….     

       北國(以色列)於主前 721 年亡於亞述帝國, 亞述帝國於主前 606 年亡於巴比倫 

       南國(猶大)  

          第一次被擄於主前 605 年約雅敬在位時－王下 24:1-7;代下 36:5-6 

            實際人數不詳，但以理與三個朋友也在內 

          第二次被擄於主前 597 年約雅斤王在位時－王下 24:13-16 

              約有一萬人；其中大能勇士七千；匠人一千；其餘是重首領與民眾 

          第三次被擄於主前 586 年西底家王在位時－王下 25:8-12  

              除了那些稱為民中最窮的以外全數被擄，大約有數萬 

       巴比倫於主前 536 年亡於瑪代波斯, 波斯於主前 330 年亡於希臘   

 

   十. 被擄歸回的預言 

       耶 25:8-14，29:10-13,但 9:1-2 

       被擄歸回三次 

         a.主前 536 年由所羅巴伯帶領約五萬人回歸 



         b.主前 457 年由以斯拉帶領約一千八百人回歸 

         c.主前 445 年由尼希米帶領回歸,人數不詳 

 

 十一. 被擄後的大事記(年份均為主前) 

       536      所羅巴伯帶領約五萬人回歸，重建聖殿 

       535      重建聖殿被阻  

       534      殿之根基立好，但建殿之工延滯 

       520      先知哈該撒迦利亞勸勉百姓動工建殿 

       516      重建聖殿之工完成 

       515      歡渡逾越節 

       478      以斯帖作波斯王后 

       457      約一千八百人隨以斯拉回歸 

       445      尼希米回歸建城牆 

       432      尼希米再回耶路撒冷，瑪拉基在此之後不久作先知 

 

十二. 古列王的諭旨 

1. 為要應驗先知的話(賽 44:28;45:1-7) 

      2. 都是神的心意，神激動古列的心 

      3. 宣告耶和華是天上的神，只有祂是神 

      4. 知道王權在神手中 

      5. 要神的子民為神建殿 



      6. 神同在的祝福 

      7. 要將禮物甘心獻上 

 

十三. 返回之餘民 

     1. 領袖(尼 7:7) 

       a. 所羅巴伯 

         省長設巴薩(該 1:1，斯 5:14-16) 

         撒拉鐵的兒子－大衛的後裔(代上 3:17-19，太 1:12) 

         領民回歸建殿，為新殿奠基，完成聖殿工程(拉 3:8,6:15,亞 4:9)      

       b. 約書亞(耶書亞) 

         大祭司 

         約薩達的兒子(代上 6:14-15;該 1:1;12;14) 

         與所羅巴伯一起同工 

 

十四. 重建聖殿 

     1. 恢復與神的交通 

     2. 恢復節期 

     3. 材料的預備 

 

 

 



被擄後的小先知書      2 -.3 .  哈該書—恢復神的聖殿       劉梅蕾師母 

    
作者: 哈該其名乃為”節期”或歡樂者 
哈該書中的基督: 主就是那殿(2:9, 約 2:18-22，啟 21:10-11;2-25) 
鑰詞: 萬軍之耶和華 (1:2,5,6,9,14,  2:4,6,7,9,11,23) 省察(1:5,7,) 榮耀(1:8, 2:3,7-8) 
 
主題: 恢復神的聖殿 
大鋼:  

信息一: 重建聖殿的挑戰(該 1:1-15) 
 

神的譴責(1:2-6) 
a-1 百姓說建殿的時候尚未來到 
a-2 這殿仍然荒涼，百姓只顧自己的房屋 
a-3 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首領和百姓的回應(1:12-15) 
b-1 聽從順服，存敬畏的心 
b-2 神應許與他們同在 

 
信息二: 新聖殿的榮耀(2:1-9) 
 

與所羅門的殿比較 
對重建者的鼓勵 
剛強，神應許同在，神記念所立之約，神的靈同在， 
神必震動天地和萬國 
新殿的榮耀要大過先前的，必賜平安  

 
信息三: 建殿帶來轉機(2:10-19) 
 

成聖與污穢 (2:10-14 ) 
昔日與今日(2:15-19) 
昔日: 不歸向神，不肯建殿，帶來貧窮 
今日: 順服時，就從今日賜福 

 
信息四:所羅巴伯的應許(2:20-23) 
 

傾覆列國 
以所羅巴伯為印，是神的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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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擄後的小先知  4. 撒迦利亞書—重建聖殿（內裡的建造）        劉梅蕾師母 

                     聖殿 

 

歷史背景 
主前 536 年,約五萬人在古列王的諭旨下,隨所羅巴伯回歸耶路撒冷,應驗了先知 
耶利米的預言-被擄七十年後要歸回,並要重建耶路撒冷,但重建之工被阻而延滯了十

六年之久,神的靈透過先知哈該及撒迦利亞勸勉百姓再重建聖殿. 
作者: 撒迦利亞其名為耶和華記念 
      是易多的孫子(尼 12:4)是祭司也是族長(尼 12:12,16) 
與哈該是同期的先知(拉 5:1-2, 6:14-15)是少年人(亞 2:4)  
 
撒迦利亞書中的基督: 洗除罪惡與污穢的泉源(亞 13:1) 大衛的苗裔(3:8,6:12) 
鑰詞: 萬軍之耶和華 (1:2;4;14;16-17,2:8;11,3:7;910,4:6;9,5:4,6:12,7:5;4;9;11;12,  
                    8:1;3;6;7;9;11;14;18-23,12:5,13:2;7,14:16-17;21-22), 

耶路撒冷(1:12;14;16-17;19, 2:1;4-5; 11, 3:2,7:7;8:3-4;8, 9:9, 12:2;3;5-10,  
         13:1 14:2;8;10-11;14;16-17) 

     建造耶和華的殿(1:16,6:12;13;15,8:9) 
 
主題: 鼓勵以色列人重建聖殿(內裡的建造)和彌賽亞國度的預言 
 
彌賽亞的預言 

基督是那苗裔(3:8, 6:12) 
神的僕人(3:8) 
牧人(9:16,11:11) 
被擊打的牧人(13:7) 
主騎驢進耶路撒冷(9:9) 
被賣三十塊錢(11:12-13) 
祂的手被刺透(12:10) 
集祭司與王權於一身(6:13) 
返回橄欖山(14:3-8) 
遭拒的牧人(11 章) 
仰望所扎的(12:10) 
牧人之死(12:10-11) 
彌賽亞治理全地(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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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 

聖殿的意義: 神的居所, 神與人同在, 榮耀與能力的彰顯 
伊甸園—會幕—聖殿(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 
聖殿的所在:耶路撒冷, 錫安山 
聖地(山)—2:12, 8:3 
揀選—1:17, 2:12, 詩 78:60-61, 68-69, 132:13-14, 王上 11:32 
 
神對聖殿的心意與應許 

建造聖殿(1:16; 8:9) 
神的子民, 遠方的人(2:11, 6:15,8:20-23) 大衛的苗裔(6:12-13) 
神心裡火熱(1:14, 8:2) 
神要住在其中(1:16, 2:10-11, 8:3) 
神是其中的榮耀(2:5) 
神的同在(8:20) 
神興起(2:13, 8:2, 9:8) 
神的子民(2:11, 8:8) 
神安慰(1:17) 
神定意施恩(8:15; 4:9) 
神親眼看顧(9:8) 
神用血立約(9:11) 
神的靈要澆灌(12:10) 
被囚的得釋放(9:11-12) 
泉源(13:1) 洗除罪與污穢(13:1) 
活水流出(14:8) 
誠實的城(8:3) 
殿要豐盛發達(1:17) 
歸耶和華為聖(14:20) 
 
神的子民對神心意的回應 
應當歡呼(2:10, 4:7-9, 9:9) 
快去懇求(8:21-22) 
不要懼怕(8:15) 
誠實公義(8:8) 
要轉回(9:12) 
謹守遵行甚神的道與命令(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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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擄後的小先知書   5-6. 撒迦利亞書—重建聖殿（內裡的建造）  劉梅蕾師母 

                               異象（一, 二） 

 

 

大綱: 一. 異象(1-8 章) 

第一個信息: 呼召百姓回轉(1:1-6) 

 

第二個信息: 八個異象(1:7-6:8)  

 

耶和華的使者與乘馬者的異象(1:7-17) 

--耶路撒冷必再復興 

--代求,安慰,應許,揀選    

             

四角與四匠(1:18-20) 

--四角:打擊猶大的四個強國 

--四匠:打散列國的角 

 

準繩的異象(2:1-13) 

--耶路撒冷將要興盛 

--神要成為耶路撒冷的榮耀 

--再揀選耶路撒冷為神的居所 

 

約書亞的異象(3:1-10) 

--撒但的作對 

--神責備撒但 

--脫去罪孽 

--未來的應許 

 

金燈臺與二橄欖樹(4:1-14) 

--倚靠神方能成事  

--所羅巴伯將完成聖殿的工作 

--兩位受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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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書卷(5:1-4) 

--神要咒詛偷竊及起假誓者 

 

量器中之婦(5:5-11) 

--除去罪惡 

--不再拜偶像 

 

四馬車(6:1-8) 

--神對全地的統管 

異象的總結:約書亞的加冕(6:9-15) 

“耶和華的殿必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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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擄後的小先知書   7.8.  撒迦利亞書—重建聖殿（內裡的建造）  劉梅蕾師母 

                   預言  

 

第三個信息: 禁食的詢問與回答(7:1-8:23) 

百姓的詢問：仍需要禁食嗎？七十年中禁食有四個月份 

十月—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圍困（耶 39:1) 

四月—耶路撒冷被攻破（耶 39:2, 52:6-7) 

五月—聖殿被或焚燒（耶 52:12-14) 

七月—基大利被殺（耶 41:1-3) 

 

神的回答：禁食豈是為神？（亞 7:12, 賽 58:1-12) 

不按理判斷？ 

不以慈愛憐憫？ 

不聽從神？ 

 

預言 

一.  ＂耶和華的默示＂原文是重負,重擔之意(9,12 章) 

1. 外邦列強的受審與以色列的蒙拯救(9-11 章) 

         外邦列強受審:大馬色, 

推羅 西頓,  

非利士 

 

2. 彌賽亞君王第一次的來臨 

--我的家(以色列)親眼看顧 

--君王:公義 拯救 謙和 

--立約的血:被擄而囚的人得釋放有盼望 

--神的弓箭:吞滅仇敵 

--冠冕上的寶石:蒙拯救,神的恩慈何等大 

 

3. 神的呼召 

--求春雨 

--惡牧人被剪除 

--以色列 猶大得勝仇敵 被擄者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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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色列因棄絕真牧人而受審 

--大樹的比喻 

--將宰的群羊 

--二根杖(榮美 聯索) 

--愚牧的禍患        

 

二. 以色列的預言—神國的建立(12-14 章) 

1. 猶大,耶路撒冷的復興 

--雖被圍困 卻蒙拯救 

--神看顧 

--百姓倚靠神 

--神定意滅絕列國 

 

2. 大衛家的復興 

--神的靈澆灌 

--主的再來 

--洗罪泉源 

--除掉偶像 假先知,污穢的靈 

--牧人受及擊打 

 

3. 主的再臨 

--耶路撒冷被圍困 

--主的第二次再臨 

     --主腳站立在橄欖山, 大地震, 三光退縮 ,活水流出 

--神是全地的王 

--列國受審   

--餘民歸回  

--守住棚節             

 



被擄後的小先知           9-10 瑪拉基書        劉梅蕾師母 

 

歷史背景 

當時距猶太人自被擄之地巴比倫返回耶路撒冷已逾一百年。歸回後早期 

的宗教熱忱已逐日消退。繼復興後（尼十：28-39），百姓再度對宗教漠 

不關心，祭司散漫腐敗，什一與祭祀被忽略，休妻與離婚普遍。 百姓仍 

在異國的軛下，先知所預言以色列將來榮耀的光景尚未兌現，百行開始質 

疑神仍愛以色列嗎？神的公義如何？繼續事奉有益處嗎？神差遣瑪拉基指出 

以色列的罪，呼籲百姓悔改，並保證彌賽亞必定要來，帶出新約的盼望。 

 

作者: 瑪拉基其名為耶和華的使者， 是舊約最後一位先知 

           

瑪拉基書中的基督: 公義的日頭出現，必帶來醫治的大能(瑪 4:2) 

鑰詞: 使者(瑪 3:1)，祭司(1:6,2:1)，祂來的日子/所定的日子(3:2, 3:17,4:1,3,5) 

主題: 確認神的愛和審判 

          百姓的質疑: 1.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1:2) 

                     2.我們在何事上藐視你的名呢？(1:6) 

                     3.我們在何事上污穢呢？(1:7) 

                     4.這些事何等煩瑣？(1:13) 

                     5.我們如何才是轉向呢？(3:7) 

                     6.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3:8) 

                     7.我們用什麼話頂撞了你呢？(3:13) 

大鋼 

一. 耶和華對以色列人的愛(1:1-5) 

1.神愛的宣告 

2.神愛的證明 

 

二. 祭司的罪(1:6-2:9) 

獻祭上的罪 

污穢聖所 

獻上惡的祭物 

褻瀆神的名 

 

教導上的罪 

背約 

利未人的罪:使人在律法上跌倒 

 



 

三. 百姓的背約(2:10-16) 

背棄神 

背棄婚約 

神的勸誡:謹守你心；不可行詭詐  

 

四. 主來的日子(3:1-4:6)  

神的使者在審判中來臨(3:1-7) 

神的使者:再來的以利亞(施洗約翰)----預備道路 

立約的使者: 彌賽亞(耶穌基督)----忽然臨到，誰能當得起呢？ 

神的公義: 煉淨與審判 

神的勸告: 轉向神(奉獻上的潔淨) 

奪取神的物: 咒詛臨到 

什一奉獻:   蒙神賜福 

 

敬畏神的，名字在紀念冊上 

要分別出屬神的子民 

＊應許公義的日頭出現，且先差遣使者預備合用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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