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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知書讀經班 # 10 

撒迦利亞書 8-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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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念： 

• 上主日學乃是學習神的話語，認真的程度，不應當低於
對學業或專業上的學習。 

• 課程要求： 

1. 每次上課之前必須完成讀經進度（每週七章）。 

2. 每次上課不遲到，不早退，缺課不超過二次。 

3. 每次上課接受隨堂測驗（這是為了測驗自己讀經的程
度，考試時不看聖經，並登記成績）。 

• 祝福： 

• 願神祝福你讀經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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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2/26 彌迦書（二之二）5-7章，那鴻書1-3章，哈
巴谷書1章 

８ 3/4 哈巴谷書2-3章，西番雅書1-3章，哈該書1-2

章 

９ 3/11 撒迦利亞書（二之一）1-7章 

１０ 3/18 撒迦利亞書（二之二）8-14章 

１１ 3/25 瑪拉基書1-4章 

１２ 4/1 小先知書重點複習與金句測驗 

１３ 4/8 兩約之間史略 

4/15/12：新約讀經班開始 



第八章，耶和華的十個應許 

• 信息的格式與應許的格式： 
• 撒迦利亞書第八章很特別，其中有耶和華的十個應許，
包裝於兩篇信息之中。每篇信息以「萬軍之耶和華的話
臨到我」開始（亞8:1,18）。每個應許以「萬軍之耶和華
如此說」開始（亞8:2,3,4,6,7,9,14,19,20,23）。 

• 應許的性質與應驗的時間： 
• 這些應許與何人有關？將於何時應驗？這些應許都是祝
福性質的，與「以色列」有關（舊的以色列是血統的兒
女，指以色列人。新的以色列是信心的兒女，指基督
徒）。至於應驗的時間，因為文中並未說明，所以只能
猜測。有人認為 8:1-8已於主前二世紀馬加比時代應驗了，
其餘的要到基督再來時才會應驗。有人卻認為這一切都
要到基督再來之後才會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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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信息： 
• 第一應許（亞8:2）：好消息，神回心轉意了！神對你的
心意，決定了你的一切。這裡告訴我們，神對選民回心
轉意了：神將會因為錫安（耶路撒冷，選民的代名詞）
而心裡火熱，並向她的仇敵發怒。 

• 第二應許（亞8:3）：神回來了！有神同在，一切才有希
望。當初，神因為以色列人犯罪而離開了他們。現在，
神將要重新回到錫安，並使耶路撒冷成為誠實（更好的
翻譯是信實或忠實 faithful）之城。「神與人的同在」和
「人對神的忠實」將再度發生。 

• 第三應許（亞8:4）：神回來之後，一切都變好了！在耶
路撒冷的街上，老人拄著拐杖漫步，男女孩童嬉戲玩耍，
一幅平安幸福的景象。 

• 第四應許（亞8:6）：美好得令人希奇：一切都是如此的
美好，「這事在剩餘的民中看為希奇」。神卻說：難道
我也會感到希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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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應許（亞8:7）：達成神與人立約的目的。神將會帶
領人歸回耶路撒冷，他們要做神的子民，耶和華要做他
們的神。這是神與人立約最初的心意，終於達成了。 

• 第六應許（亞8:9）：天上的福和強壯的手。有神同在的
新生活，將與無神同在的舊生活完全不同。神是萬福之
源，有神就是有福。神說：「但如今，我待這餘剩的民
必不像從前…他們必平安撒種，葡萄樹必結果子，地土
必有出產，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這餘剩的民享受這一
切的福。」神鼓勵他們，手要強壯，做成神的工：「我
要拯救你們，使人稱你們為有福的。你們不要懼怕，手
要強壯。」（亞8:11-13） 

• 第七應許（亞8:14）：屬天子民的生活。神的子民不應當
只享受神的祝福，更要按照神的心意來生活，使神的名
得榮耀：「各人與鄰舍說話誠實，在城門口按至理判斷，
使人和睦。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
誓。」（亞8: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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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信息： 

• 第八個應許（亞8:18）：禁食變為歡樂。禁食（困苦）的日子
將成為過去，「必變為猶大家歡喜快樂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
在歡樂的日子中要討神喜悅：「所以你們要喜愛誠實與和平。」 

• 第九個應許（亞8:20）：列國歸主。神應許說，將來「列國的
人」和「多城的居民」都會「懇求耶和華的恩」。耶穌基督被
釘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福音廣傳，萬民歸主，使這個應
許應驗了。 

• 第十個應許（亞8:23）：萬民主動來找基督徒。神應許說，
「在那些日子，必有十個人從列國諸族中出來，拉住一個猶大
人的衣襟，說：我們要與你們同去，因為我們聽見神與你們同
在了！」猶大人，指的是基督徒。基督徒傳福音，有時傳了半
天，沒人要聽，沒人要信，很辛苦。可是，當神動工時，萬民
見到基督徒有神同在，都自動願意歸主。這個情景曾經在使徒
行傳出現過，將來還要更大規模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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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騎著驢駒的君王 

• 耶和華得勝的腳步從北方而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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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靠近的哈馬，並推羅、
西頓…主必趕出他，打敗他海上的權利；他必被火燒滅。 
亞實基倫看見必懼怕；迦薩看見甚痛苦…。（亞9:1-5） 

• 新的段落：撒迦利亞書9-14章是一個新的段落，內容是有
關未來的預言。這個段落又分為二部份，各以「耶何華
的默示」起頭（亞9:1, 12:1）。 

• 神的腳步：以色列的敵人一向來自於北方，所帶來的是
戰爭與毀滅。如今，神的腳步自北向南邁進，一路上征
服以色列的敵人，將和平與喜樂帶入耶路撒冷。此段堤
到四個國家：亞蘭（大馬色，哈馬），推羅，西頓，非
利士（亞實基倫，迦薩）。這四個敵國都被主所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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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霸權今何在？ 
• 推羅為自己修築保障，積蓄銀子如塵沙，堆起精金如街上的泥
土。主必趕出他，打敗他海上的權利；他必被火燒滅。（亞
9:3-4） 

• 神的話語必定成就：讀先知書會讀到有關列國的預言，這些預
言令人感到好奇：這些國家後來怎樣了？真的如聖經所說的嗎？
是的，歷史證明一切都正如聖經所說的。尼尼微、巴比倫、以
東、非利士、推羅…，聖經所預言的結局都發生在他們身上。 

• 推羅的故事：推羅位於今日的黎巴嫩，是以色列北方的近鄰。
推羅人是腓尼基人，善於航海和貿易，發明了字母，曾於北非
建立迦太基帝國。推羅原是一座沿海的城市，當年曾被巴比倫
王尼布甲尼撒攻打。在攻打的期間，推羅人放棄了舊城，將整
個城市遷到附近的一座島嶼上。這座「島嶼新城」的四圍有高
大的城牆，可說是固若金湯。推羅以此為基地，發展他「海上
的權利」（亞9:4）。撒迦利亞預言說，推羅人將被趕出，他
們的城市將被火燒滅。這件事，於 332BC 應驗在亞歷山大大帝
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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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羅之圍 
• 推羅是一個海

上孤島，四圍
有城牆（保障，
亞9:3）。亞歷
山大大帝於
333-332 BC 攻
打推羅，他建
築了一條將內
陸和推羅島連
接起來的海上
通道，使他的
軍隊可以走近
攻打，終於將
城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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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1934年
從飛機上看
推羅的鳥瞰
圖，仍可看
到當年海上
通道的影子。
時至今日，
海上通道的
兩邊都被填
滿，並且擴
張，使推羅
成為完全與
內陸相連接
的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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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革倫人必如耶布斯人： 

• 我必除去他口中帶血之肉和牙齒內可憎之物。他必作為餘剩的
人歸與我們的神，必在猶大像族長；以革倫人必如耶布斯人。
（亞9:7） 

• 非利士人的未來：這是一個外邦人歸主的預言，那些原先抵擋
神的外邦人，將會成為神的子民。 這個預言說到以格倫人，
以革倫是非利士五大城之一（亞實突，迦薩，亞實基倫，迦特，
以格倫，參考撒上6:17-18），以革倫人代表非利士人，。非利
士被毀滅之後尚有「剩餘的人」（如同以色列亡國之後尚有餘
民），撒迦利亞說，這些剩餘的非利士人將會「歸與我們的
神」。神必除去「他口中帶血之肉和牙齒內可憎之物」，不吃
血是聖民的特徵，表示非利士人將會歸主為聖。 「以革倫人
必如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耶路撒冷的原住民，大衛攻下耶
路撒冷之後，將它設為以色列的首都，其中的耶布斯人也逐漸
歸化為以色列人。非利士人的餘民將會如當初的耶布斯人一樣，
成為神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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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騎驢進城 
•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
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
拯救，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亞9:9） 

•  和平之君：撒迦利亞書第九章是有方向性的：耶和華從
北方而來，一路得勝，征服以色列的敵國，終於抵達了
耶路撒冷的城門。錫安的居民知道耶和華大君王將要來
臨，全城都轟動了，大家歡天喜地，期待著他們的王以
雄壯威武的場面進城。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當城門
一打開，進來的卻是一頭小毛驢，上面坐著一位謙謙和
和的君王。這是甚麼？一頭小毛驢？這就是萬軍之耶和
華？是的，神要他的兒女知道，耶和華乃是和平之君，
他要「除滅以法蓮的戰車，和耶路撒冷的戰馬」（亞
9:10），將永遠的和平帶給他的兒女。這真是太好了，可
是，這個和平的預言何時才會應驗？當然，基督徒知道，
當耶穌騎著驢駒進耶路撒冷的時候，這個預言就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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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耶和華大牧 
• 假神，假神僕 

• 當春雨的時候，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雨。他必為眾人降
下甘霖，使田園生長菜蔬。因為家神所言的是虛空，卜士所見
的是虛假，做夢者所說的是假夢。他們白白地安慰人，所以眾
人如羊流離，因無牧人就受苦。（亞10:2） 

• 真神與假神：以色列人種莊稼，最需要的乃是春雨，因為春天
是莊稼開始生長的季節。在過去，他們曾經誤以為春雨是巴力
給的（迦南人的農神及生殖之神）。現在先知要他們知道，惟
獨耶和華才是真神，春雨，以及萬福，都是從他而來。 

• 白白安慰，使羊流離：無論甚麼時代都有假先知，他們為了要
討好人，就說一些人所喜歡聽的話。這些人去安慰人，給人一
些虛空的應許，結果不但沒有使人信心堅固，反倒使人如羊流
離，離神越來越遠。這樣的安慰，撒迦利亞說，乃是白白的安
慰，無效的安慰。在這種情況之下，神的怒氣向「牧人」和
「公山羊」發作（就是那些神賦與他們領導責任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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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贖與歸回 
• 我萬軍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羊群…我要發咝（音思）聲，
聚集他們，因我已經救贖他們。他們的人數必加增，如
從前加增一樣。我雖然播散他們在列國中，他們必在遠
方記念我。他們與兒女都必存活，且得歸回。（亞10:3, 
8-9） 

• 牧人的咝聲：耶和華將要親自作以色列的牧人，他是好
牧人，眷顧自己的羊群。他將救贖自己的百姓，並且發
出呼召的咝聲，使他的羊從萬國之中歸向他。耶和華的
羊就算住在遠方，也會紀念他（他們必在遠方記念我，
亞10:9。「撒迦利亞」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記得」，
耶和華記得他的羊，他的羊也記得他）。將來會有第二
次的「出埃及」（我必再領他們出埃及地，亞10:10），
出來的人數眾多，多到地不夠住（這地尚且不夠他們居
住。 亞10:10）。從屬靈的意義來看，這樣大規模的萬民
歸主，只有在耶穌基督的恩典中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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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三十塊錢的工價 

• 牧人哀歌 

• 聽啊，有牧人哀號的聲音，因他們榮華的草場毀壞了。
有少壯獅子咆哮的聲音，因約但河旁的叢林荒廢了。
（亞11:3） 

• 人的國度之盡頭：撒迦利亞書11:1-3是一首哀歌，哀嘆人
的國度之衰敗。這裡的「牧人」及「少壯獅子」，代表
人間的統治者。「榮華的草場」及「約但河旁的叢林」，
代表他們所統治的國度。人的國度曾經極其榮華，後來
卻都荒廢了。就如同利巴嫩的香柏樹和巴珊的橡樹，曾
經是那麼的高大茂盛，後來卻都傾倒了（亞11:1-2）。有
一天，當神的時候來到，人的國度將徹底從地面上完全
消失，唯一存在的只有神的國度。 

 

3/11/12 Warren Wang 



• 牧養困苦羊 
• 耶和華我的神如此說：你撒迦利亞要牧養這將宰的群羊…於是，
我牧養這將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著兩根杖，
一根我稱為「榮美」，一根我稱為「聯索」。這樣，我牧養了
群羊。(亞11:4,7） 

• 好牧人，壞結局：神設立一位牧人，要他牧養「這將宰的群
羊」。這些羊是那些無助的百姓，他們只能任人宰割。諷刺的
是，那些宰他們、賣他們的人卻讚美神，說：「耶和華是應當
稱頌的，因我成為富足。」（亞11:5）於是，神設立一位好牧
人，並賜給他兩根杖，一根叫「榮美（美好的恩典）」，一根
叫「聯索（和睦）」。用這樣的杖來牧養群羊，使神的榮美與
人的和睦在他們當中，群羊應當感到很幸福。誰知他們卻不。
好牧人除掉了三個壞牧人（我們不知道這三人是誰），群羊卻
憎嫌他，他的心也厭煩他們。於是，牧人不再牧養他們，而沒
有牧人的結局，就是「要死的，由他死」（亞11:9）。關係既
然已經破裂，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折斷「榮美」與「聯索」二杖。
只不過，在折斷第一杖與第二杖之間，發生了一個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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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杖折，價銀棄：牧人折斷「榮美」之杖，表示他與群
羊之間的合約已然廢棄，他不再是他們的牧人了。合約
雖然廢棄，工價還是要付的。牧人說： 「你們若以為美，
就給我工價。不然，就罷了！」 （亞11:12）於是，他們
給了牧人三十塊錢。三十塊錢是多少？那是一個奴隸的
身價！用這樣的價錢來「感激」他們的牧人，其實是一
個侮辱。耶和華用諷刺的口氣說，要把「眾人所估定美
好的」工價，丟給窯戶。於是牧人將這三十塊錢的價銀
帶到聖殿，丟給了其中的窯戶。拋棄價銀之後，牧人折
斷了第二根杖，就是「聯索」之杖。事情發展到這裡，
牧人走了，他的價銀拋棄了，神的榮美與人的和睦也都
失去了。 

• 新約的應驗：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許多預言的應驗
方式，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撒迦利亞的預言最後應
驗在賣主的猶大身上。猶大將耶穌（好牧人）賣了三十
塊錢，事後又將這「工價」拋在聖殿（太2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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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仰望他們所扎的 

• 兩個特別的日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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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我必定意滅絕來攻擊耶路撒冷各
國的民。（亞12:3,9） 

2. 他們必仰望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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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
（亞12:10b-11a）  

• 得勝日，悲哀日：撒迦利亞書十二章講到兩個日子：一個是耶
路撒冷得勝的日子，一個是耶路撒冷悲哀的日子。這兩個日子
何時來到？就如所有的預言一樣，在說預言的當時，那應驗的
日子是隱密的。可是，在撒迦利亞之後五百多年的某一日，耶
穌基督被釘死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那一日是恩典勝過罪惡的日
子，也是門徒為主悲哀的日子。撒迦利亞預言中的兩個日子，
在那天合為一個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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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的得勝日： 
• 那日，我必使猶大的族長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禾捆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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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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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12:6,8） 

• 大衛的家必如神：撒迦利亞書12:1-9用了許多象徵性的文字，
來描寫一個耶路撒冷得勝的日子（那日，亞12:3,4,6,8,9）。耶
路撒冷將如一塊極重的石頭，凡要舉起它的（那些攻擊它的萬
民）必受傷。猶大的族長將如火把，燒滅四圍的禾捆（那些攻
擊他們的列國）。在神的保護之下（亞12:8），耶路撒冷最軟
弱的也將如大衛（一位卓越的勇士）一樣，而大衛家必如神
（萬軍之耶和華，最偉大的戰士）一樣。 

• 最大的得勝日：這個耶路撒冷的得勝日，就是萬國萬民攻打它
但卻鎩羽而歸的日子，在撒迦利亞之後的歷史中並沒有出現過。
因為後面那個「仰望所扎的人」的預言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我們可以從同樣的角度來看這個預言：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三日之後復活，勝過罪惡與死亡，乃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得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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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他們所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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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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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12:10） 

• 歡樂中的哀傷：耶路撒冷得勝了！其中的居民應當大大
歡喜快樂才對，可是，在 「施恩叫人懇求的靈」的澆灌
之下，「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卻為了一個人而悲
哀。這個人是「他們所扎的」，為了他，「境內一家一
家地都必悲哀」（亞12:12）。各人都在「獨在一處」的
情況之下悲哀，表示並非因為人多受到氣氛的感染而悲
哀，乃是真的發自內心的悲哀。這節經文何時應驗？約
翰福音在敘述耶穌被釘死的過程中，引用了這節經文
（約19:37），來證實預言的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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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洗罪的泉源 

•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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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13:1） 

• 我罪怎能得洗淨？惟靠主耶穌的寶血。我心怎能得完全？惟靠
主耶穌的寶血。主寶血當頌揚，洗我罪免死亡；此活泉世無雙，
惟有主耶穌的寶血。（教會聖詩202首） 

• 洗罪泉源：聖經常將罪惡形容為污穢，洗去污穢就是除去罪惡。
一小盆水只能洗去一點污穢，可是泉源（湧流不絕的水）卻可
洗去一切的污穢。撒迦利亞說，神將會給他的子民開一個泉源，
「洗除罪惡與污穢」。新約聖經教導我們，真正能夠洗罪的不
是清水，而是耶穌基督的寶血（約一1:7; 來9:14）。這如詩歌
所說：我罪怎能得洗淨？惟靠主耶穌的寶血。是的，這個洗罪
的泉源，乃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來的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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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神消失的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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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13:2）有真神就有假神。真神只有一位，假
神卻有許多。從前的以色列人拜假神，一直拜到國家滅亡。
現代的人仍然拜假神，甚至有些心不堅定的基督徒，也會
去和假神打交道。假神何時才會徹底消失？撒迦利亞說，
有一日，神將徹底除滅偶像。基督徒知道，基督再來的時
候，就是假神消失的日子。 

• 擊打牧人，羊就分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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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13:7）這段話所指的，是一個煉淨的過程。只要將牧人
打倒了，羊群自然就分散了。分散的羊還能生存下去嗎？
神要藉著這樣的過程來煉淨屬於他的人：「熬煉他們，如
熬煉銀子；試煉他們，如試煉金子」（亞13:9）。耶穌用這
句話告訴門徒，他們將會因他的緣故而跌倒（太26:31），
其中彼得還要三次不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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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歸耶和華為聖 

•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 
•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你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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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
剪除。（亞14:1-2） 

• 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撒迦利亞書以「耶和華的日子」來做全
書的總結。這一日，萬國要來攻擊耶路撒冷（神的子民居住之
地），耶路撒冷要先敗後勝。耶路撒冷先會慘敗，它的「城必
被攻取，房屋被搶奪，婦女被玷污」。從屬靈的意義來說，
「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彼前4:17），在末日神的子民將先
受到審判。 

• 耶和華得勝的日子：耶路撒冷受到審判之後，「耶和華必出去
與那些國爭戰」（亞14:3）。神將「用災殃攻擊那與耶路撒冷
爭戰的列國人」（亞14:12），獲得最後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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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日的景象： 

• 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那日，必沒有光，三
光必退縮。 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那日，必有活水從耶
路撒冷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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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14:5b-9） 

• 當神降臨時：撒迦利亞書14:4-15描述耶和華於末日降臨的景象，
文字極具象徵性，但是意義卻很明顯。神必定降臨，以必定得
勝。神降臨之時將會高山分裂，大地震動，日月無光。耶和華
必作全地的王，成為獨一無二的主。全地都將降低（變為亞拉
巴，亞14:10），惟獨神的城高於一切（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
亞14:10）。平安終將臨到神的子民（不再有咒詛，耶路撒冷
人必安然居住。亞14:11），抵擋神的人卻被消滅（肉必消沒，
眼在眶中乾癟，舌在口中潰爛。亞14:12）。列國搶奪耶路撒
冷的財寶，將被全部收回（那時四圍各國的財物，就是許多金
銀衣服，必被收聚。亞14:14）列國剩餘的民，必來敬拜大君
王萬軍之耶和華，在他面前歡樂（守住棚節，亞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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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的鈴鐺，百姓的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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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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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14:20-21） 

• 化俗為聖：在大祭司的冠冕上，有刻著「歸耶和華為聖」
的金牌，到了末日，這幾個字將會出現在馬的鈴鐺上。
大祭司的冠冕是至聖的，馬的鈴鐺是至俗的，到了那日，
至俗之物也將成為至聖之物。同樣的，祭壇前的碗是至
聖的（獻給神的），到那日，殿內的鍋（祭司煮肉的）
將如祭壇前的碗。不但如此，連「耶路撒冷和猶大的鍋，
都必歸萬軍之耶和華為聖」。這個全面性的歸主為聖，
是神乎召選民的原有目的（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
民，出19:6）。這個原有目的，在過去因為人的悖逆而一
直達不到，到了那日終將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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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書的信息 

1. 說話的神 
• 在撒迦利亞書，神以多種方式來和撒迦利亞溝通。神使他在夜

間觀看，看到了八個異象，又派了天使來與他對話。除此之外，
神還以特別的方式，使「耶和華的話臨到撒迦利亞」（亞
7:1,4,8, 8:1,18），並使撒迦利亞得到了二個「默示」（亞9:1, 
12:1）。這麼豐富的啟示方式，告訴我們一件事：我們的神乃
是說話的神！ 

• 基督徒有時會尋思：我們的神會說話嗎？神會與我溝通嗎？撒
迦利亞書清晰而有力地告訴我們：會，神會與人溝通！可是，
神會以甚麼方式與我溝通呢？聖經的作者乃是一群特殊的人物，
他們蒙神揀選，得到了啟示，並將這些啟示記錄下來，成為今
日的聖經。今日，神與我們溝通的主要方式，不再是異象，而
是聖經。聖經乃是神的默示（提後3:16），神藉著聖經，真理
的聖靈，以及傳講神話語的僕人這三者，與他的兒女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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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殿工程必須優先 
• 撒迦利亞書的背景是重建聖殿。當時以色列人已經懈怠下來了，

所羅巴伯也灰心了。就在那時，天使對撒迦利亞說：「所羅巴
伯的手立了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這工」（亞4:9）所
羅巴伯得到這樣的勉勵，終於將聖殿建成了。 

• 撒迦利亞書告訴我們：神關心他的聖殿，建殿的工程必須完成！
耶穌也以清晰的聲音告訴門徒：「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
義！」（太6:33）神意思很清楚，神的兒女應當將神的事置於
最優先的地位。一旦將次序放對了，就要放膽做神的工，手要
強壯有力：「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當建造萬軍之耶和華的殿，
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說的話，現在你們聽見，應當手裡強壯。」
（亞8:9）只要我們願意，神會使我們的手強壯，做成他的工。 

• 「聖殿」與「天花板的房屋」(該1:4)可以同時並存嗎？有些基
督徒對於做神的工作感到遲疑，因為他們擔心「建造聖殿」會
使自己失去「天花板」。撒迦利亞書告訴我們，建殿的工作必
須優先。耶穌進一步告訴我們，先求神的國並不吃虧。只要你
先顧神的事，你所關心的「這些事」（太6:33）神也會賜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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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國度來臨 

• 有關彌賽亞的預言，撒迦利亞講得很多： 

1. 大祭司將戴上王冠，在兩職之間籌定和平。（亞6:13） 

2. 錫安的君王將騎著驢駒，謙謙和和地進入耶路撒冷。（亞
9:9） 

3. 耶路撒冷的人將會仰望他們所扎的人。（亞12:10） 

4. 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亞13:7） 

• 撒迦利亞書講到了末日的預言，告訴我們一個觀念：神
必將建立他的國度！在末日的時候，一切抵擋神的勢力
都將被擊敗（那日，我必定意滅絕來攻擊耶路撒冷各國
的民，亞12:9），耶和華必將作王（建立神的國度，亞
14:9），將會有第二次的「出埃及」（亞10:10），列國
的人都將「懇求耶和華的恩」（亞8:20-21）。這一切美
好的事情，都將基督再來的時候得著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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