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概論-小先知書 第九堂、撒迦利亞書
一、著者和時地：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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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迦利亞」名字的意義是「耶和華記念」。是易多的孫子，比利家的兒子，生在被擄之
地，隨著所羅巴伯回國。易多是第一批歸國的祭司〈尼 12：46 節〉，所以撒迦利亞是先知，
也是祭司，和耶利米、以西結相同。
2. 撒迦利亞作工的時間是在大利烏王第二年開始，即主前五二○年，正與先知哈該作工的時
間相同，可是撒迦利亞比哈該年輕，說豫言比哈該較遲兩個月，事奉的年日較長。作工的地
點都是在猶大。本書第 1-8 章是在大利烏王中第二年(520BC)到第四年之間(518BC)寫成，但
第 9-14 章的預言部份沒有日期，可能是在建殿完工之後(516BC 之後)。
3. 主說到殉道者—從亞伯起到被殺壇和殿中間的撒迦利亞為止，就是說到先知撒迦利亞。他
是比利家的兒子，按希伯來語比利家 Berechiah 與亞蘭語巴拉加 Barachias 原文是同意，即耶
和華賜福之意思（亞一 1；太廿三 35）。
太 23:35 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和壇中
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為止。

二、寫作目的與信息：
撒迦利亞書為一本不易明瞭的「啟示錄」。主要信息則論建聖殿與建聖民。本書的前半
（520－518B.C.）（1－8 章）是鼓勵人民與領袖重建聖殿，叫他們知道這件工程對將來有重
大的關係。後半段（9－14 章）寫在聖殿落成後（516B.C.），故論他們國家將來有美好的前
途。故簡言之，前段論選民與聖殿；後段論彌賽亞與其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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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著當時代被擄歸回的百姓（前八章是講異象和信息）
聖殿重建工作因受敵攔阻及百姓的怠惰而停頓，先知哈該和撒迦利亞起來，傳達神的話，鼓
勵百姓完成這一個神聖的工程。哈該著重外在聖殿的重建，撒迦利亞著重內在靈命的重建。
拉 5:1

那時，先知哈該和易多的孫子撒迦利亞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猶大
人說勸勉的話。 2 於是，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都起來，動
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裡幫助他們。

(二) 為著全以色列及列國的，是普世性的 (後六章是講預言)
藉著傳遞末世的預言以及彌賽亞的應許，以鼓舞並警誡以色列及列國。這些預言不只是鼓舞、
是應許、是榮耀的盼望，它們也是警告、是勸誡，是要叫人生敬畏之心，等候彌賽亞降臨。
三、體裁與重要性：
(一) 本書的體裁：被稱為『舊約的啟示錄』，有許多異象及預言，可說是除了以賽亞書以外
舊約中關乎彌賽亞及末世預言最多的一卷書。部份是詩歌體裁(9:1~11:3)，部份是對話式的
散文。
(二) 本書預表基督之處：
1. 神的使者 [一章 10 節]（來三 1）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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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神的準繩，以基督為標準 [一 16 節]（林後一 20）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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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祭司，為全人類釘十字架 [三章]
亞 3:8

大祭司約書亞阿、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當聽‧（他們是作豫兆的。）我必使我
僕人大衛的苗裔發出。
4. 神的受膏者，點燈的金色油 [四章]

亞 4:2

他問我說、你看見了甚麼‧我說、我看見了一個純金的燈臺、頂上有燈盞‧燈臺上
有七盞燈、每盞有七個管子。
5. 主騎驢進城 [九章 9 節]（太二十一 1～10）

亞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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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6. 主的三十元賣價 [十一章 12～13 節] (太二十六 14～16；二十七 3～10）

亞 11:12我對他們說、你們若以為美、就給我工價、不然、就罷了。於是他們給了三十塊錢、
作為我的工價。
7. 肋被扎流出血與水，眾人仰望所扎的人 [十二章 10 節]（約十九 34；啟一 7）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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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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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血的泉源，活水的泉源 [十三章 1 節]（約四 14；太二十六 28）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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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在本家受傷，猶太人釘主十字架 [十三 6 節]（約十九 18）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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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擊打牧人，羊分散，孤單的路 [十三 7 節]（太二十六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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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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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主再來哈米吉多頓，腳踏橄欖山與聖徒同來 [十四章 1～8 節]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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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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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和華我的 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
12. 以色列全家得救 [十二章 10 節]（羅十一 2）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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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作全地的王，奪回撒但掠地 [九章 10 節，十四章 16～21 節] (啟十九 16)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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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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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鑰詞和鑰節
(一) 鑰詞： 『萬軍之耶和華』(51次)，『火熱』(1:14,8:2)，『耶路撒冷』
(二) 鑰節：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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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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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裏極其火熱。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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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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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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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 4:6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
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7 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
必成為平地‧他必搬出一塊石頭‧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說、願恩惠恩惠、
歸與這殿。〔殿或作石〕
亞 8: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錫安心裏極其火熱‧我為他火熱、向他的仇敵發烈怒。
3 耶和華如此說、我現在回到錫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稱為誠實的
城‧萬軍之耶和華的山必稱為聖山。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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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段
本書根據四次信息，可以分作四大段；前三次信息在一至八章，是建殿期間的信息；第四次
信息在第九至十四章，是建殿以後的信息：
(一)第一次信息 (1:1-6)〔8 月﹐520BC〕 －呼籲百姓離開惡道惡行回歸轉向神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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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民們在哈該激勵下已開始恢復建殿，但他們是對建造神的家有興趣呢？或者對祝福有興趣？
神認識他們的心，就差遣年輕的撒迦利亞向百姓挑戰—省察你們的心，回轉歸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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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信息 (1:7－6:15)〔11 月 24 日﹐520BC〕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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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以色列復興的八大異象 (1:7－6:8)【前 5 個：安慰性，後 3 個：審判性】
異象
神的使者與乘馬者的異象
(1﹕7-17)
四角與四匠的異象
(1﹕18-21)
準繩(量度聖城)的異象
(2﹕1-13)
約書亞蒙潔淨的異象
(3﹕1-10)
金燈臺與橄欖樹的異象
(4﹕1-14)
飛行書卷行審判的異象
(5﹕1-4)
量器與婦人的異象
(5﹕5-11)
四馬車的異象
(6﹕1-8)

歷史含意
個人靈程
神眷顧以色列，基督代求
主的保守和代禱
神仍察看，眷顧選民，且要重施憐憫，重建以色列
猶大的仇敵被擊打
壯士被綑綁
以色列雖被列強(四角)打散， 神必審判，除滅他們
呼召神百姓歸回
蒙召決志
耶城必復興繁盛，耶和華 神要親住其間，作耶城四圍火城
潔淨約書亞
赦罪，分別為聖
指以色列得以除去污穢，在列邦中恢復祭司國度的事奉
所羅巴伯將建成聖殿
聖靈內住，掌權
指聖殿必被重建，恢復在列國中如燈台發光之見證
犯罪者將被除滅
神活潑的話對付罪行
指 神要以祂的聖言來潔淨百姓的罪 ←個人的罪
罪惡體系將被連根拔除
聖靈、十架對付罪性
指 神要將以色列的罪惡從國中除去 ←國家的罪
神在全地掌權
成為戰士，進入屬靈爭戰
指列國的罪 神也必要審判除去 ←全地的罪

(2) 關乎彌塞亞作王的預表 (6:9-15)
－以為大祭司約書亞加冕來宣告彌賽亞的偉大職事 (集君王與祭司職份於一身)
(三)第三次信息 (7:1－8:23) (9 月 4 日﹐518BC)

前 2 個：責備性，後 2 個：安慰性

亞 7:1 大利烏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撒迦利亞。
－由關乎禁食問題所引發的四篇信息所組成﹐信息仍是圍繞著以色列得復興的主題：如何由
荒涼到復興﹐由悲哀到歡樂﹐由受審到蒙福。(前兩篇信息重在『責備』，責其虛假與剛硬；
後兩篇信息重在『安慰』，應許百姓必再蒙恩且恩澤萬民。神對這外在的事情並沒有興趣，
神所注重的乃是內在的光景；神對我們真正的道德光景有興趣，而不是這外在的形式。)
(1) 第一篇信息 (7:1-7) 責其『虛假』－責備他們一切的禁食、悲哀都不是真正向神的。
(2) 第二篇信息 (7:8-14) 責其『剛硬』－因著他們的剛硬不服﹐以致被趕散到列邦﹐全地荒涼。
(3) 第三篇信息 (8:1-17) －應許耶京必復興(1-6)；選民必歸回(7-8) ；聖殿必重建(9) ；祝福必
重臨(10-17)
(4) 第四篇信息 (8:18-23) －猶大家必以歡喜快樂代替悲哀禁食﹐且萬民必同羨主恩
(四)第四次信息 (九- 十四章)-由兩篇默示 (關乎彌塞亞及末世預言) 所組成
(1) 第一篇默示 (九-十一章) －關於受膏的王被棄之預言 (主第一次來臨)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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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二篇默示 (十二-十四章) －關於被棄之王登寶座的預言 (主第二次來臨)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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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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