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日 

主題：你們都當剛強作工 

作者：呂焯安牧師 
 

經文：哈該書二章 1-9 節 

2:1 七月二十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 

2:2 你要曉諭猶大省長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並剩下的百姓、說、 

2:3 你們中間存留的、有誰見過這殿從前的榮耀呢．現在你們看著如何．豈不在眼中看如無有麼。 

2:4 耶和華說、所羅巴伯阿、雖然如此、你當剛強．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阿、你也當剛強．這地的百姓、

你們都當剛強作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2:5 這是照著你們出埃及我與你們立約的話．那時、我的靈住在你們中間．你們不要懼怕。 

2:6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滄海、與旱地． 

2:7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或作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

耶和華說的。 

2:8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2:9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鑰節：「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該二 9） 
 

聆聽完先知哈該傳出他的第一篇信息，三個星期後，歸回的選民就重新投入建殿的工作。約一個月後，哈該

傳出他的第二篇信息，為要鼓勵所羅巴伯和約書亞。雖然他們所領導重建的聖殿，比起所羅門所建造的聖殿

實在遜色很多；但是他們現在所建的殿乃是聖靈的工作，上帝必會在這殿中，讓祂的榮耀和平安有更大的彰

顯，勝過先前所羅門的日子。 
 

雖然重建的聖殿沒有所羅門的聖殿般華美，但哈該鼓勵所羅巴伯、約書亞、以及眾百姓：「你們都要剛強作

工，上帝的靈必與你們同在。」（1-5 節）「這地的百姓」（4 節）這句子中的『地』有著重大的意義；百姓

曾被趕離這『地』，但現今因著上帝的恩典，再次歸回這『地』上。當他們脚掌仍踏在這應許之地時，就是

上帝同在的最佳實証。 
 

6-9 節所描繪的情景，就是「萬軍之耶和華應許至終要聚集萬國的珍寶，而祂要以祂的榮 

耀充滿聖殿，使之成為祂賜平安的居所」，應該怎樣去理解呢？明顯地，在歷史上，這幾節經文所描述的並

未應驗，仍有待日後在千禧年的日子才實現。注意：「這殿從前的榮耀」（3 節）這句話，它主要是表明現

今所重建的聖殿乃昔日所羅門的聖殿的延續。從上帝的觀點，無論在歷史中是否以不同的形式出現，聖殿只

有一個。上帝將末時千禧年的聖殿的榮耀與哈該時代重建的殿相連，目的乃是向這班歸回的餘民保証，他們

所投入的工作，雖然在現階段看為不華美，但始終會成為至大至榮耀的。 
 

這信息對今天教會的應用有三方面：（1）認知上帝的同在讓人有勇氣（1-4 節）；（2） 

灰心喪志的人的最佳治療，是讓他看到神聖而有盼望的前景（6-7 節）；（3）一切的事都是屬於上帝的，又

是在祂掌管之下的（7-8 節）。 
 
 

思想：你在生命中所作的，有否被自己或别人所輕視？ 

計劃：嘗試透過上帝的話語去調整自己的眼光，重新審視你手所作的，並肯定其價值。 

禱告：主啊，求祢幫助我，能夠通過聖道去透視我生命中所作的，並持續剛強作主的工，阿們。 
 
 
 
 
 
 
 
 
 
 
 
 



第三日 

主題：從今日起，上帝必賜福 

作者：呂焯安牧師 
 

經文：哈該書二章 10-19 節 

2:10 大利烏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 

2:11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要向祭司問律法、 

2:12 說、若有人用衣襟兜聖肉、這衣襟挨著餅、或湯、或酒、或油、或別的食物、便算為聖麼．祭司說、不

算為聖。 

2:13 哈該又說、若有人因摸死屍染了污穢、然後挨著這些物的那一樣、這物算污穢麼．祭司說、必算污穢。 

2:14 於是哈該說、耶和華說、這民這國、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們手下的各樣工作、都是如此．他們在壇上

所獻的也是如此。 

2:15 現在你們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華的殿、沒有一塊石頭壘在石頭上的光景． 

2:16 在那一切日子、有人來到榖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來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 

2:17 在你們手下的各樣工作上、我以旱風、霉爛、冰雹、攻擊你們．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2:18 你們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從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日子。 

2:19 倉裡有榖種麼．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都沒有結果子．從今日起、我必賜福與你們。 
 

鑰節：（耶和華說）：「你們要追想此日以前 . . . 到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日子。」（該二 18） 
 
 

在第二篇信息傳出後兩個月，先知哈該傳出他的第三篇信息，為要向百姓顯明：事奉必須要發自一個清潔的

心。他們先前所經驗的乾旱，是上帝給予他們的管教。另一方面，由於他們開始順服，上帝保證他們在日後

必蒙福（二 10-19）。 
   

這篇信息以記錄有關祭司的條例作引子（參利廿二 4-6；民十九 11），藉以說明聖潔是不能傳遞的，敬拜和

對神的事奉會因心中的罪而顯得無意義（10-14 節）。 

   問題：與聖物接觸可以使人成聖嗎？不可以！ 

 問題：與污穢之物接觸會受沾染嗎？會！ 

 「聖肉」是指獻過祭的肉，是已經分別出來，成為聖潔的（利七 11-20）；平安祭的肉，潔淨的人可

以吃；但要在聖處吃。不可隨處攜帶。這問題乃引申出下文所論及百姓的靈性光景（14 節）。 
 

在接下來的經文部份（15-19 節），先知哈該要求百姓去思想這真理：悖逆的結果是乾 

旱、失收；而順服的結果乃是豐盛。先知在此提醒百姓要倚靠上帝；他兩次勸勉他們「要追想」。「你們要

追想…」(15-17 節)—神的管教；「你們要追想…」(18-19 節)—順服帶來神的祝福。上帝將要傾福與這羣順服

的百姓。他們可能會誤以為這是由於他們重新在殿中敬拜。上文的問答顯示出沒有人可以藉著上到聖殿就得

以成聖。上帝傾福與人並非基於人的成聖，乃完全是基於上帝的恩典。當這些剩下的百姓重新把上帝放在生

命中的首位時，他們就是將自己置身於上帝祝福的道途上。我們永不能藉自己的好行為去賺取上帝的祝福；

但是我們的順服却會讓我們置身於上帝的祝福中。今天，上帝的祝福仍然見證著祂是一位有恩典的上帝。 
  

 這信息對今天教會的應用有三方面：（1）聖潔是不能傳遞給別人的（11-12 節）；（2）罪能玷污人

一切所做的（13-14 節）；（3）悖逆帶來管教（審判與懲罰），順服保證帶來上帝的祝福（15-19 節） 
 
 

思想：上帝的管教總是出於祂對我們的愛，為要叫我們回轉，得以享受祂的祝福。 

計劃：仔細閱讀希伯來書十二 5-12，用心默想聖靈要給你的提醒和教導。。 

禱告：主啊，求賜我謙卑受教的心，接受祢隨時的管教，阿們。 
 
 
 
  
 
 
 



第四日 

主題：主必震動天地 

作者：呂焯安牧師 
 

經文：哈該書二章 20-23 節 

2:20 這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哈該說、 

2:21 你要告訴猶大省長所羅巴伯說、我必震動天地． 

2:22 我必傾覆列國的寶座、除滅列邦的勢力、並傾覆戰車和坐在其上的．馬必跌倒、騎馬的敗落、各人被弟

兄的刀所殺。 

2:23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僕人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阿、到那日、我必以你為印、因我揀選了你．這是萬軍

之耶和華說的。 

鑰節：萬軍之耶和華說：「 . . . 我必以你（所羅巴伯）為印，因我揀選了你。」（該二 23） 
 

緊接著二 19 的應許，先知在同一天傳出第四篇信息：透過所羅巴伯的「印」所象徵的，上帝應許日後列國必

要被制服，彌賽亞國度要建立起來（二 20-23）。 
 

在日後，上帝會傾覆外邦列國，彰顯祂的權能（比較二 6-7）。「上帝要作王！ 」上帝應許所羅巴伯要如印

（戒指 Signet Ring：象徵權力，參王上廿一 8，斯八 8，10），藉以表明日後彌賽亞國度的建立（二 28）。所

羅巴伯有皇族的血統。歷代志上三 19 記載他的父親是毘大雅，但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及哈該書都說他是撒

拉鐵的兒子。按代上三 17-18 的記載，撒拉鐵和毘大雅都是耶哥尼雅（又名約雅斤）的兒子。所以，或許我

們可以用「代兄弟立嗣的婚姻律法」（申廿五 5-6；參創 35 章）來理解這個差異：毘大雅是所羅巴伯的生身

之父，撒拉鐵則是他律法上的父親。無論如何，所羅巴伯乃大衛蒙揀選的後裔的代表。他是大衛的後裔（參

太一 6-12）。在哈該的日子，他成為大衛王朝的正式代表，故而被稱為「上帝的僕人」、「上帝所揀選的」

（23 節）；像昔日的大衛（參撒下七 5, 8, 26）。 
 

「我必以你為印！」（耶廿二 24-30）這應許明顯地仍有待日後的應驗：大衛的後裔－耶穌。當日，剩下的

百姓因順服上帝的吩咐，將要承受上帝的祝福。在哈該發出信息後四年，聖殿重建的工作就完成。但這應許

更全備的成就，仍有待基督再臨時。 
 

 這信息對今天教會的應用有三方面：（1）上帝是掌管這世上一切民族和邦國的（20-22 節）；（2）

主的約是必定會成全的（23 節）；（3）「萬軍之耶和華」（在哈該書共用 14 次）掌管一切在祂的手中。 
 

思想：上帝掌管一切，包括你的生命。這對於你來說，是福音？還是禍音？ 

計劃：嘗試檢視自己生命中的各個層面，有沒有不願讓上主掌管的？把它寫下來，天天禱告主來 

管理，直到你的心充滿祂的平安。 

禱告：主啊，除去我心中的頑梗和悖逆，使我堅持全然信靠祢；因深信「祢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    

在祢 以外。」阿們。 
 
 
 
 
 
 
 
 
 
 
 
 
 
 
 
 
 
 



第五日 

主題：要轉向耶和華 

作者：呂焯安牧師 
  

經文：撒迦利亞書一章 1-6 節 

1:1 大利烏王第二年八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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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耶和華曾向你們列祖大大發怒。 

1:3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1:4 不要效法你們列祖．從前的先知呼叫他們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回頭離開你們的惡道惡行。他

們卻不聽、也不順從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1:5 你們的列祖在哪裡呢．那些先知能永遠存活麼． 

1:6 只是我的言語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僕人眾先知的、豈不臨到你們列祖麼．他們就回頭、說、萬軍之耶和

華定意按我們的行動作為向我們怎樣行、他已照樣行了。 

鑰節：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亞一 3） 
 

先知撒迦利亞與哈該同期，他也是一位祭司（尼十二 1，16）。撒迦利亞的信息包括了八個異象、四篇信息

和兩個默示，這等信息的傳遞乃為鼓勵歸回的餘民要按照與神所立的約而活，這約是上帝一直沒有忘記的。

在這基礎之上，上帝應許要差遣彌賽亞，並建立祂的國度。 

撒迦利亞以一篇呼籲和八個異象，以及一個象徵性的行動，開始了他要傳遞的信息，其目的是要加強過去的

管教所帶來的教訓，以及顯明上帝將來的計劃，就是要在耶路撒冷挽回祂祭司的國度（一 1-六 15）。 
 

在引言的呼籲中（一 1-6），他要歸回的餘民轉向萬軍之耶和華，免致再經受上帝的管教。在他們以前的列祖，

都因為不聽先知的勸導而招致上帝的管教了。這個呼籲發出的時間是在哈該的第二、三篇信息之間，其主旨

就是「你們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 

昔日的列祖沒有離開他們的惡道惡行（參七 8-10，八 16-19），已成為過去（5 節），但上帝的教訓仍存。這

對當時歸回的百姓仍有教訓（6 節），包括： 

（1） 審判是上帝公義的表現，因祂曾被一個不忠的民族所背棄； 

（2） 要上帝的祝福再次臨到犯罪之民，必須先有悔改和回轉； 

（3） 預言性的事奉是上帝話語的事奉； 

（4） 餘民得以歸回和存在，正是上帝忠於祂所立的約的明證。 
 

思想：先知要百姓轉向上帝自己，而不是轉向上帝的律法或生活方式，這對你而言，有甚麼啟發？ 

計劃：寫下所有人、事（包括工作及事奉）、物（收藏及嗜好），將它們對你的重要性，跟你與主 的關係

作一比較。然後靜心聆聽聖靈的聲音：「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 

禱告：主啊，引我親近、親近、更親近祢，到祢流寶血的身邊，阿們。 
 

萬軍之耶和華 (Lord of Hosts)  

聖經中其中一個最常用的上帝的名字是「耶和華撒巴特」(Yahweh Sabaoth)。「撒巴特」是一個希伯來字，一

般用於軍事方面，指往戰場或招聚軍隊之意。這個字也可以指一個人在軍事上或宗教方面所作的事工。若用

在「天軍天使」或「以色列的軍隊」等集體名詞上時，一般譯為「眾軍」(Hosts)。「耶和華撒巴特」在經文

中共出現過 285 次，主要在以賽亞書（62 次）、耶利米書（77 次）、哈該書（14 次）、撒迦利亞書（53 次）

和瑪拉基書（24 次）。 

在舊約聖經，整個以色列人的歷史裡，「耶和華撒巴特」是一個特別的名字，用以表達出主是一位神聖的戰

士（撒上十七 45）、君王（詩 24 篇）、審判者（賽卅九 5-6），要領導以色列的眾軍，攻打仇敵，為他們爭

戰，得著迦南地，建立以色列國。由於這個名字主要集中出現於先知的時期，我們必須要了解到，這位為以

色列爭戰的「萬軍之耶和華」，把他們從仇敵手中拯救出來的那位，同樣是當他們犯罪時站在他們中間，施

行審判的那位（撒上四 1-11）。因為主是全地的君王，也是以色列的王，一切天上和地下的眾軍都必隨祂指

揮；祂會用祂所創造的去賜福和管教祂的子民（哈一 9）。 

「那創山、造風、將心意指示人，使晨光變為幽暗，腳踏在地之高處的，他的名是耶和華萬軍之上帝。」

（摩四 13）。 
 
 
  
 



第六日 

主題：主的殿必重建在其中 

作者：呂焯安牧師 
 

經文：撒迦利亞書一章 7-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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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我夜間觀看、見一人騎著紅馬、站在窪地番石榴樹中間．在他身後、又有紅馬、黃馬、和白馬。 

1:9 我對與我說話的天使說、主阿、這是甚麼意思．他說、我要指示你這是甚麼意思。 

1:10 那站在番石榴樹中間的人說、這是奉耶和華差遣在遍地走來走去的。 
 

1:11 那些騎馬的、對站在番石榴樹中間耶和華的使者說、我們已在遍地走來走去、見全地都安息平靜。 

1:12 於是耶和華的使者說、萬軍之耶和華阿、你惱恨耶路撒冷、和猶大的城邑、已經七十年．你不施憐憫要

到幾時呢。 

1:13 耶和華就用美善的安慰話、回答那與我說話的天使。 

1:14 與我說話的天使對我說、你要宣告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耶路撒冷為錫安、心裡極其火熱。 

1:15 我甚惱怒那安逸的列國．因我從前稍微惱怒我民、他們就加害過分。 
 

1:16 所以耶和華如此說、現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憐憫．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準繩必拉在耶路撒冷之

上．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1:17 你要再宣告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的城邑、必再豐盛發達．耶和華必再安慰錫安、揀選耶路撒冷。 
 

鑰節：萬軍之耶和華說：「我為耶路撒冷，為錫安，心裏極其火熱。」（亞一 14） 
 

先知撒迦利亞傳出八個夜間的異象，乃為提醒歸回的餘民關於上帝所應許的，就是當彌賽亞降臨，在耶路撒

冷挽回對祂的敬拜和祂的管治時，祂要審判外邦各族（一 7-六 8）。一連串的異象顯示出有好幾個重複出現

的主題，包括：上帝對外邦的審判、上帝再揀選耶路撒冷並賜福、上帝要潔淨應許之地、聖殿要重建、及約

書亞與所羅巴伯的中心位份。 
 

 今天的經文是第一個異象：在番石榴樹中間耶和華的使者，為要顯示出上帝仍在掌管，祂為耶路撒冷

仍存火熱的心，在所揀選的上帝之城，聖殿要被重建（一 7-l7）。先知在異象中所見的 （8-11 節）包括：在

番石榴樹中間耶和華的使者，在他後面有騎馬的使者，以及作先知嚮導的天使。「全地都安息平靜」是描述

波斯建國之初的景況。「七十年」乃整數，自耶路撒冷被毀至得異象之時。特別注意：信息是透過作先知嚮

導的那位天使而發出的（13 節；參一 9，19；二 3；四 1，4；五 5，10；六 4），並非耶和華的使者（12

節）。 

 12-17 節是這個異象的講解。重申上帝的憐憫和選擇。上帝揀選外邦各族作為祂管教的杖，然而他們

加害過份，故這信息對以色列而言是憐憫的信息。反之，對外邦各族則是審判的信息。耶和華要返回錫安，

仍施憐憫；聖殿要重建，城要繁盛（參賽四十 9-10）。在 17 節，「再」字多次出現。在撒迦利亞書中，

「錫安」多指宗教方面，而「耶路撒冷」多指政治方面的含義。 
 

 第一個異象並沒有回答先知的問題（12 節，由耶和華的使者代提出）：「 . . . 要到幾時呢？」在耶和

華的回話中，祂實在並沒有回答先知的問題。祂乃是要告訴祂的百姓，「時間」不應該是他們最終的關注。

耶和華上帝要他們確實知道祂必定會得勝。對今天的你和我而言，在信仰生活中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基

於確信上帝終必成全祂所有的應許。至於「要等到幾時？」却不應該是我們的關注（參徒一 6-8）。基督或許

在我們有生之年中再來，或許不會；然而，給予我們事奉上帝和見證基督的動力的，並不是因為知道基督

「何時」再來，乃是因為知道基督「肯定」會再來。 
 
  

思想：請捫心自問：你真的盼望主快一點回來嗎？為什麼？ 

計劃：請在你每天的禱告結束前，都加上使徒約翰的祈禱：「主耶穌啊，我願祢來！」 

禱告：主啊，我歡喜看見，並歡迎祢的再來；或在早晨、或正午或夜半，我深知祢必快來。阿們。 
 
 
 



第七日 
 

主題：上帝的審判義哉誠哉（參啟十六 7） 

作者：呂焯安牧師 
 

經文：撒迦利亞書一章 18-21 節 

1:18 我舉目觀看、見有四角。 

1:19 我就問與我說話的天使說、這是甚麼意思．他回答說、這是打散猶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 

1:20 耶和華又指四個匠人給我看。 

1:21 我說、他們來作甚麼呢．他說、這是打散猶大的角、使人不敢抬頭．但這些匠人來威嚇列國、打掉他們

的角、就是舉起打散猶大地的角。 

鑰節：「 . . . 這些匠人來威嚇列國，打掉他們的角 . . .」（亞一 21） 
 
 

先知撒迦利亞傳出八個夜間的異象，乃為提醒歸回的餘民關於上帝所應許的，就是當彌賽 

亞降臨，在耶路撒冷挽回對祂的敬拜和祂的管治時，祂要審判外邦各族（一 7-六 8）。今天的經文是第二個

異象：四角與四匠人的異象（一 18-21）。這個異象是要顯明上帝對選民的管教，這等管教都是適切和及時

的，主要是透過外邦強權的興衰而達成。 
 

 四角（18-19 節）：在聖經中，野獸的角常用以象徵能力（參申卅三 17；詩七十五 10，八十九 17，

九十二 10；耶四十八 25），藉以代表軍事力量；「四」可以代表四個方向，意即從各方面而來的意思。故此，

「四角」是代表上帝用來作為管教的杖的外邦各國，把猶大、以色列人分散。 

四匠人（20-21 節）：匠人則是上帝用以懲罰邪惡外邦的工具，因為這等外邦各國加害選民過分。「就是舉

起打散猶大地的角」這句話可以譯做「因為他們舉角打散了猶大地」，意思就較為清晰。從下表我們可以見

到在歷史裏，角和匠人的關係。上帝始終在掌管（參但 2 章，四 17-25）。 
 
     

 四角  四匠人  
     

 巴 比 倫 

瑪代波斯 

希    臘 

羅    馬 

 瑪代波斯 

希    臘 

羅    馬 

基督 (?)  
     
 

上帝向撒迦利亞溫柔堅定地指出，衪在掌權，衪會化解以色列的問題。歸回的百姓在重建聖殿的工程上雖然

碰到極大的困難，但信實的上帝必定會幫助他們，把一切攔阻除掉。今天，基督的教會也正處於嚴峻的內憂

外患中：一方面，教內批判教會不足的聲音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教會亦不斷受到社會無理的指控或攻擊，

叫一衆關心基督教會的人感到焦慮和不安。假若你也是其中一份子，請聽主自己的話：「我要建造我的教會，

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太十六 18） 
 
 

思想：「上帝掌管人類的歷史，一切都按祂的計劃進行。」你相信嗎？為什麼？ 

計劃：每當你看到或聽見關於教會的負面批評時，請先為教會祈禱。批判不缺，禱告甚缺。 

禱告：主啊，我要讚美祢，因祢坐著為王，直到永遠；祢已經為審判擺設祢的寶座，讓我的心在祢裏面得以

安穩。阿們。 
 
 
 
  



第八日 

主題：耶和華要住在你中間 

作者：呂焯安牧師 
 

經文：撒迦利亞書二章 1-13 節 

2:1 我又舉目觀看、見一人手拿準繩。 

2:2 我說、你往那裡去．他對我說、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寬、多長。 

2:3 與我說話的天使去的時候、又有一位天使迎著他來、 

2:4 對他說、你跑去告訴那少年人、說、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無城牆的鄉村、因為人民和牲畜甚多。 

2:5 耶和華說、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榮耀。 

2:6 耶和華說、我從前分散你們在天的四方．〔原文作猶如天的四風〕現在你們要從北方之地逃回．這是耶和

華說的。 

2:7 與巴比倫人同住的錫安民哪、應當逃脫。 

2:8 萬軍之耶和華說、在顯出榮耀之後、差遣我去懲罰那擄掠你們的列國．摸你們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 

2:9 看哪、我〔或作他〕要向他們掄手、他們就必作服事他們之人的擄物、你們便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了。 

2:10 錫安城阿、應當歡樂歌唱、因為我來要住在你中間．這是耶和華說的。 

2:11 那時、必有許多國歸附耶和華、作他〔原文作我〕的子民．他〔原文作我〕要住在你中間、你就知道萬

軍之耶和華差遣我到你那裡去了。 

2:12 耶和華必收回猶大作他聖地的分、也必再揀選耶路撒冷。 

2:13 凡有血氣的、都當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因為他興起、從聖所出來了。 
 

鑰節：耶和華說「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榮耀。」（亞二 5） 
 

先知撒迦利亞傳出八個夜間的異象，乃為提醒歸回的餘民關於上帝所應許的，就是當彌賽亞降臨，在耶路撒

冷挽回對祂的敬拜和祂的管治時，祂要審判外邦各族（一 7-六 8）。今天要看的是第三個異象：拉準繩的人

的異象（二 1-13）。它主要是向歸回的餘民保證耶路撒冷會被重建，再有人居住，並得上帝的保護。列邦因

竟敢摸「祂眼中的瞳人」，將必招致懲罰。 
 

手拿準繩的人 去量耶路撒冷：這是關於重建的提示（1-5 節）。注意：這人二次受阻延（2，3 節）。在上

帝的同在和保護下，耶路撒冷城要再有人居住 （4-5 節）。「無城牆」表示平靜安穩，不受仇敵擾害。為什

麼沒有城牆的保護仍然能夠不受仇敵擾害呢？因為「耶和華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和合本譯作「火城」

的，應該是「火牆」（wall of fire, NIV）才對，乃指上帝親自保護。神「作其中的榮耀」就是表示上帝的同在。

然而，在這應許成全以先，有兩點是要先實現的：（1）以色列要被挽回；（2）以色列的仇敵要受審判與懲

罰。這在下一段的詩歌中有詳細的論述。 

6-13 節是一首安慰的詩歌。分兩個部份：第一段（6-9 節）是說明以色列所受的管教是從上帝而來的，但外

邦人因加害過份而必受懲罰；第二段（10-13 節）是上帝吩咐歸回的選民要喜樂，因耶和華要住在耶路撒冷，

其他外邦各族都要歸附耶和華。猶大要為聖地，耶路撒冷要為耶和華所揀選的居所（參申卅二 9）。 

當撒迦利亞宣佈這個信息時，猶大只是波斯帝國 120 個省份中一個微小的省。然而，有一天，猶大及其都城

耶路撒冷將要成為世界的中心。對歸回的餘民而言，他們的盼望並不是在眼前所見的，乃是在異象中所見到

的：聖地要重新歸屬耶和華（12 節）。今天，教會在世俗人的眼中被輕視，令我們有時也會失去信心。然而，

當我們往前看，並想起上帝的應許時，我們仍然可以充滿信心。基督仍然在我們的生命中作工，祂還要再來；

讓我們持定這樣的盼望！ 
 
 

思想：不論在怎樣的處境中，請謹記：基督要作教會四圍的「火牆」（firewall），百毒不侵。 

計劃：教會的元首要使用你成為守護祂教會的，請每天用 10 分鐘時間為教會祈禱。 

禱告：主啊，求祢幫助我，成為在祢面前、為教會站在破口防堵的。願祢親自成全在我心裏所動的這善工，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