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主日裝備課程舊約綜覽

10. 先知的信息與工作（二Ａ）
--被擄後的小先知書

劉梅蕾師母@ROLCC

＊被擄後的歷史（請見講義第六課以色列王國歷史（二）
＊神對被擄歸回的猶太人的心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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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擄後的小先知書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重建建殿
聖城復興
回轉歸神

書中的基督
祂恢復我們失去的產業
祂是洗除罪惡與污穢的泉源
祂是工義的日頭, 發出醫治的大能

對象
對南國猶大
對南國猶大
對南國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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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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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大綱:
一. 重建聖殿的挑戰(該 1:1-15)
＊1:2,7
二. 新聖殿的榮耀(2:1-9)
＊2: 4, 9
三. 建殿帶來轉機(2:10-19)
*2:18, *所羅巴伯的應許(2:20-23)
撒迦利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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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的苗裔(3:8,6:12) 洗除罪惡與污穢的泉源(亞 13:1)
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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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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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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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 呼召回轉& 八個異象(1:1-6:8)
1. 耶和華的使者與乘馬者的異象(1:7-17)
*耶路撒冷必再復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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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準繩的異象(2:1-13)
耶路撒冷將要興盛, 榮耀,為神的居所
4. 約書亞的異象(3:1-10)
*3:8
5. 金燈臺與二橄欖樹(4:1-14)
*4:6 倚靠神方能成事
*所羅巴伯將完成聖殿的工作
*兩位受膏者
6. 飛行書卷(5:1-4)
神要咒詛偷竊及起假誓者
7. 量器中之婦(5:5-11)
*除去罪惡, 不再拜偶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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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預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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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預言 ”耶和華的默示”原文是重負,重擔之意(9,12 章)
a. 外邦列強的受審與以色列的蒙拯救(9-11 章)
b. 以色列的預言—神國的建立(12-14 章)
*求春雨
*二根杖(榮美 聯索)
*猶大,耶路撒冷大衛家的復興
12:10, 13:1
c. 彌賽亞的預言
君王第一次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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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1
君王第二次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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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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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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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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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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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祭司的罪(1:6-2:9)
三. 百姓的背約(2:10-16)
四. 主來的日子(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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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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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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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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 節期, 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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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壇--會幕(約櫃)--聖殿--基督的身體--我們--新耶路撒冷--不見有殿
聖殿的所在: 耶路撒冷(錫安山)
伯特利? (創 28:17;19;35:3,6-10)
示羅? (書 18:8;撒上 1:3;4:3-4,11,18-22;耶 7:12-15;詩 78:60-72)
摩利亞山--阿珥楠禾場--耶路撒冷
(創 22:1-2) (代上 21:18;26-31) (代下 3:1)
耶路撒冷: 1)神所選擇的(王上 11:32,6:11-13; 代下 12:13; 詩 78:68;132:13-14)
2)神的名建立(王上 11:36;代下 6:5-6)
3)約櫃安置其中(代下 6:10-11)
4)根基,房角石(賽 28:14,16)
5)誠實的誠(亞 8:3)
6)設立審判的寶座,大衛家的寶座(詩 122:1-5)
7)常殺害先知(太 23:37-38;路 19:41-44)
*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詩 122:6-7;代下 7:14-16)
三次被擄及聖殿被毀: 歷下 36:17-21;耶 25:8-14;29:10-14
西元前 586 年巴比倫攻入耶京
三次回歸與聖殿重建: 斯 1:1-3
a. 所羅巴伯 b.以斯拉 c.尼希米
聖殿重建: 該 2:9; 亞 1:14,16,2:5,10-12;6:12-15;8:1-3;9:9;14:4
舊約結束所留下的應許及盼望: 結 43:1-5
神的榮耀與神的殿
出 40:34-38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會幕
王上 8:10-11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結 10:18-19 耶和華的榮光離開了殿
結 43:1-5
神應許祂的榮光將再回到聖殿
該 2:9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
約 2:19-21
基督的身體就是這殿
太 21:1-11
從東門進耶京,表明神榮耀之靈回來
林前 3:16-17 神的殿就是我們
啟 21:3,22
未見有殿,主就是那殿,我們與主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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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這些原是後事
的影兒， 那形體卻是基督。” 西 2:16-17

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要守節〈申 16:16；出 23:14-16；34:23〉
※ 要上耶路撒冷〈神所選擇立為他名的居所〉申 16:6；11;16)
一. 逾越節、除酵節、初熟節(利 23:4-5, 出 12:1-28, 43-50, 13:1-16; 23:14-17;
出 34:18-19, 民 9:1-14 )
1. 日期: 正月十四日(尼散月) 正月是亞筆月又是尼散月(斯 3:7)
但正月十日要開始預備, 按著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隻要無殘疾的
在正月十四日的黃昏把羔羊宰了, 將血塗在門楣和門框上 羊羔要用火烤,
與無酵餅, 苦菜同喫羊羔的骨頭一根不可折斷
2. 逾越節的羔羊:預表耶穌基督 (林前 5:7,彼前 1:17-19,來 11:27-28,約 1:29)
a. 主耶穌在棕樹主日騎驢進耶路撒冷 (約 12:1,12-16)
b. 主耶穌於逾越節被釘在十字架(約 19:14,31-37)
c. 除酵節又名逾越節要吃無酵餅七日(可 14:1,12; 路 22:1,7; 林前 5:7)
d. 主耶穌除去世人的罪孽(約 1:29)
3. 獻上初熟的莊稼(利 23:9-14)
a. 以色列是長子,是頭生的(出 13:1-16)
b. 基督徒是初熟的果子〈雅 1:18;羅 8:23〉
c. 基督復活, 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 15:20〉
二. 五旬節（七七節）（收割節）－利 23:1-25; 民 28:26-31;申 16:9-12
1. 安息日的次日，獻禾捆為搖祭的那日起算，七個安息日(五十天)
2. 開鐮收割禾稼算起共計七七日(收割出熟大麥)
3. 新素祭－細麵伊法十分之二、加酵、烤兩個餅
4. 燔祭、平安祭與素祭、奠祭、贖罪祭一起獻上
a. 搖祭歸給祭司
b. 收割莊稼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顧念孤兒寡婦
＊ 徒 2 章 聖靈降靈, 教會的開始
三. 吹角日,新年(利 23:23-25；民 10:10)
1. 七月一日(聖安息)
2. 吹號召聚百姓
四. 贖罪日(七月十日)－Yom Kipper (利 16:29-34; 23:26-32)
1. 每年一次
2. 聖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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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刻苦己心
4. 大祭司為自己、眾祭司、百姓贖罪（利 16:5-6)
5. 一隻公綿羊為燔祭
兩隻公山羊為贖罪祭 (利 16:7-11)
• 一隻歸與耶和華
• 一隻歸與阿撒瀉勒, 活著送到曠野
希伯來原文「阿撒瀉勒」(Azazel) 是由兩個字組合而成的， 前者「阿撒」(Az)是
「母羊」， 的意思。後者「瀉勒」(azal)是「遷移」或「消失」的意思。所以
「阿撒瀉勒」合起來的「字意」就是「一隻遷移的母羊」。
表明神藉著每年一次的贖罪日所獻的那兩隻「代罪羔羊」，一隻直接宰殺用在贖
罪祭上，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羅 6:23a)另一隻間接背負以色列人的罪，
被「徹底遷移」到無人之地，象徵罪從人間除去，神不再記念人的罪。這兩隻
羊都是耶穌的預表。 (約 1:29, 來 10:11-14)
6. 羊血帶入幔內施恩座
7. 贖罪的祭物要燒在營外(來 13:10-13;20-21)
五. 住棚節〈收藏節〉─利 23:1-25; 民 29:12-39; 申 16: 13-17
1. 七月十五日，守這節七日，七月是提斯利月
2. 將火祭、燔祭、素祭、祭物並奠祭各歸各日
3. 拿美好樹上的果子，棕樹上的枝子，茂密樹的枝條、河旁的柳枝歡樂七日
4. 記念神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住在棚裡
＊ 約(7:2；37-39) 腹中流出活水江河
＊ 亞 14:16 當那日萬國萬族都要上來守住棚節
六. 普珥節（斯 9:26-32)
1. 亞達月十四、十五兩日
2. 猶大人脫離仇敵得平安、轉憂為喜、轉悲為樂的吉日。在這兩日設筵歡樂，彼此
餽送禮物，賙濟窮人。
七. 修殿節（約 10:22）希伯來名稱是 HANUKKAH（哈努卡）
修殿節在主耶穌的時代已經存在，並且明言是在冬天的時候。修殿節的來源雖未記
在聖經中，但在歷史中在兩約中間的時代，猶太人被希臘人所統治。當西流基的安提亞
古四世污濊聖殿之後，便激起猶太人極度的不滿。猶太人在大祭司馬他提亞和他五個兒
子（號稱五虎將）帥領之下起而抵抗，結果在勢孤力單的情況下，竟能擊退強大的希臘
人，當他們收復聖殿，準備恢復獻祭的時候，才發覺希臘人弄污了聖殿中的聖橄欖油，
只留下一瓶聖油完封不動，上面仍有大祭司的印記。猶太人用那瓶聖油燃亮聖所中的金
燈台，但擔心金燈台很快便會熄滅，因為一瓶聖油通常只夠燃點一天。然而神蹟出現
了，金燈台不單在第二天沒有熄滅，並且一連八天都大放光明，直至新油備妥。猶太人
看見神蹟出現，是神悅納他們新建國度的具體明證。因此現在猶太人都在冬天守節，定
名為修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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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節期月朔的兆頭
1. 白日黑夜（創 1:5, 14…, 耶 33:20-26, 31:31-36)
2. 日頭,月亮（ 書 10:12-13, 賽 38:4-8)
3. 末世徵兆（ 徒 2:19-21, 珥:30-3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veE9uF4z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1FBRnw9ao
歷史的例證
 1492 西班牙趕出猶太人. 哥倫布發現美國新大陸
 1948 以色列復國
 1967 以色列六日戰爭收回耶路撒冷

猶太曆法與中國曆法一樣都是陰曆，即每月開始時是新月。通常一年有十二個月、約有 354 日。 但因為
陰曆的十二個月比陽曆的一年 (太陽繞地球一周為一年) 少十一日，所以每隔三年左右便要加一個閏月，調
正節令。 宗教曆正月是尼散月 (約於西曆 3 月至 4 月期間)，但猶太人的民事曆新年是在提斯利月 (即宗教
曆七月、約於西曆 9 月至 10 月
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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