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概論-小先知書 第十堂、瑪拉基書
一、著者和時地：
瑪 1:1 耶和華藉瑪拉基傳給以色列的默示。
1. 「瑪拉基」名字的意義是「我的使者」。三章一節中所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原文是
「我要差遣瑪拉基」。除了這名字，關於他的出身、譜系等等，都是隱藏一無所知。
2. 瑪拉基是舊約最後的一位先知。自他後，以色列民經四百年之靜默時期再無先知出現，直
至彌賽亞的先鋒施洗約翰出現，人才能再聽到神的話語。
3. 瑪拉基說預言是在尼希米年間，作工的時間約在主前 434 至 425 年，地點在耶路撒冷。

二、寫作目的與信息：
尼 13:6 那時、我(尼希米)不在耶路撒冷‧因為巴比倫王亞達薛西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裏‧過
了多日我向王告假。7 我來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亞實為多比雅在 神殿的院內、
豫備屋子的那件惡事。
當時以色列從被擄之地歸回也有相當久的時間，聖殿早已重建完畢（516B.C.）；各類敬拜
祭祀早已回復原狀；在尼希米為省長的管理下，經以斯拉與尼希米雙重的宗教改革，以色列
民的民生與宗教生活皆頗為樂觀；可是當尼希米因前約所限十二年的關係（尼 2：6；5：14；
13：6）回到波斯後（433B.C.），國家日漸回復先前敗壞的光景。故瑪拉基書之事蹟是處在
尼希米回到波斯後與他再回耶京其間所發生的。他嚴責耶路撒冷之宗教與道德的敗壞，宣告
神的審判速臨，勸告及早悔改。
尼希米在離開了一些年日之後又回來，他見了那光景，就徹底的對付了那些情形，（參看尼
十三：4～31）。所以瑪拉基對付了那原因，而尼希米對付了那個結果；藉著他們聯合的工
作，似乎帶來一些的恢復。之後神沉默了有四百年，沒有再向他的兒女們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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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的主要信息：紀念神的愛；懊悔自己的罪；回轉歸向祂；仰慕要來的主
(一) 是責備、糾正與警告－勸百姓悔改歸向 神
在從前歸回領袖們所帶下的短暫復興之後，神兒女們又開始冷淡退後，祭司們帶頭不敬畏
神，百姓也對 神不服並產生懷疑，處處反駁 神的責備，如同一個背逆不受管教的孩子。
1. 信仰方面－褻瀆神，忘記神的愛。（一 2）猶太人懷疑神的愛，不思想神加在他們身上的
特恩，不敬畏施恩的主。稍有成就，則以為是自己的能力賺來的：稍有難處，就埋怨神不公
平。
2. 社會方面－行為詭詐，欺壓孤寡。（三 5）這裡提到七種人的罪。頭三種人是使人墮落的，
後四種人是不憐恤軟弱的。罪帶有破壞的力量，如同一棵樹心腐蝕的樹，不久就會枯乾。
3. 道德方面－休妻、與外邦女子通婚。（二 11—14）隨便離棄幼年所娶的妻，去娶事奉外
邦神的女子為妻，以致前妻歎息哭泣的眼淚，遮蓋了耶和華的壇，耶和華不再看顧那供物，
也不願意從你們手中收納。
4.物質方面－不納十分之一，搶奪神物。（三 8-10）十分之一是當納的，供物是當獻的。然
而通國的人，沒有一個遵守，就是說成了風氣，難怪蝗蟲來毀壞他們的土產，田間的葡萄樹
在未熟之先，果子就掉了。
(二) 是安慰與應許－鼓舞百姓敬虔度日，盼望彌賽亞來臨
從 神的角度來看，是那長達四百年「黑暗時期」來臨之前，最後一次藉著先知傳達 神的心
意。所以先知語重心長，集中在「永不改變的 神」－祂的信實、慈愛、應許、恩典、旨意、
道路等都永不改變。
三、體裁與重要性：
(一) 本書的格式乃當時希臘古典時期流行之「問答」方式組成。全書中共用八次「在何事上
Maw」的問號，記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頑梗悖逆，不肯認罪，因此招惹神的審判。
1. 神愛的問題－祢在何事上愛我們呢？（一 2）
神答辯：我卻愛雅各(以色列)，惡以掃(以東)，而且拆毀以東地。（一 2-4）
2. 敬拜神問題－我們在何事上藐視祢的名呢？（一 6 神為父親和主人，他們卻不尊敬和敬畏）
神答辯：你們將污穢的食物獻在我的壇上。（一 7 上）
3. 獻祭問題－我們在何事上污穢祢呢？(一 7 中）
神答辯：你們獻上有殘疾的祭物，侮辱神的完全。（一 8、13—14）
4. 道德問題－你們（獻祭而不蒙福）還說：這是為什麼呢？（二 14）
神答辯：因你們以詭詐和強暴待妻子。（二 14-16）
5. 言論問題－我們在何事上煩瑣神呢？（二 17 上）
神答辯：以顛倒是非的話，侮辱神的公義。（二 17 下 凡行惡的、耶和華眼看為善）
6. 悔改問題－我們如何才是轉回呢？（三 7）
神答辯：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三 8）
7. 納十分之一問題－「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三 8）
神答辯：不納當納的十分之一，不獻當獻的供物。（三 10）
8. 事奉神問題－我們用什麼話頂撞你呢？（三 13）
神答辯：輕視事奉神的責任（三 14-15 你們說、事奉
培靈神學院 舊約概論-小先知書 梁家聲教授編 www.usacms.org

神是徒然的）
2

(二) 本書中的話有下列幾處在新約聖經中被引用：：
瑪 1:2 耶和華說、以掃不是雅各的哥哥麼‧我卻愛雅各、3 惡以掃 . . .。(羅 9:13)
瑪 3:1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豫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
然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太 11:10；路 7:27)
瑪 4:5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6 他必
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太 11:14；路 7:27)
路 7:27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豫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太 11:14 你們若肯領受、這人(施洗約翰)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
四、鑰詞和鑰節
(一) 鑰詞： 『在何事上』，『你們卻說』，『使者』
(二) 鑰節：
瑪 1:2

耶和華說、我曾愛你們‧你們卻說、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耶和華說、以掃不是雅
各的哥哥麼‧我卻愛雅各、3 惡以掃、
瑪 3:1 萬軍之耶和華說、[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豫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
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2 [但]他來的
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因為他如煉金之人的火、如
漂布之人的鹼。([ ]內的字是合和本所未譯之字)
瑪 3:6 因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所以你們雅各之子沒有滅亡。
瑪 3: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
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五、分段
本書可以分作三大段：慈愛的信息；責備的信息；希望的信息
(一) 慈愛的信息 (1:1-5) －宣告神對以色列的慈愛 (引以東為證明)
1. 神宣告祂愛以色列(耶和華說、以掃不是雅各的哥哥麼‧我卻愛雅各、惡以掃。)
2. 神引過去愛他們的證據
瑪 1:5 你們必親眼看見、也必說、願耶和華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為大。
(二) 責備的信息(1:6-2:17, 3:7-15)
1. 對祭司 (1:6-2:9)
(1) 藐視 神的名(1:6)；(2) 污穢 神的壇(1:7-14)；(3) 違背 神的約(2:1-9)
瑪 2:1 眾祭司阿、這誡命是傳給你們的。2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若不聽從、也不放在心
上、將榮耀歸與我的名、我就使咒詛臨到你們、使你們的福分、變為咒詛‧因你們
不把誡命放在心上、我已經咒詛你們了。
2. 對百姓 (2:10-17，3:7-15)
(1) 以詭詐待人 (2:10-17)
瑪 2:10 我們豈不都是一位父麼‧豈不是一位 神所造的麼‧我們各人怎麼以詭詐待弟兄、
背棄了 神與我們列祖所立的約呢。
瑪 2:14 你們還說、這是為甚麼呢‧因耶和華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間作見證‧他雖是你
的配偶、又是你盟約的妻、你卻以詭詐待他。15 雖然 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他
不是單造一人麼‧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所以當謹守你們的
心、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
(2) 以詭詐待 神 (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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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 3:8

人豈可奪取 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
供物呢‧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9 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
取我的供物、咒詛就臨到你們身上。(十分之一是當納的，另外還應有當獻的供物)

路 11:42 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芸香、並各樣菜蔬、獻上十分之一、那公義
和愛 神的事、反倒不行了．這原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瑪 3:13 耶和華說、你們用話頂撞我‧你們還說、我們用甚麼話頂撞了你呢。14 你們說、事
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萬軍之耶和華面前苦苦齋戒、有甚麼益處呢。
(三) 希望的信息 (3:1-6，3:16-4:6) －豫示『耶和華日子』的來臨
1. 豫示彌賽亞的降臨（3:1-6）
2. 豫示『耶和華日子』的來臨(3:16 - 4:6)
瑪 3:16 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耶和華側耳而聽、且有紀念冊在他面前、記錄那敬畏
耶和華思念他名的人。17 萬軍之耶和華說、在我所定的日子、他們必屬我、特特歸
我‧我必憐恤他們、如同人憐恤服事自己的兒子。18 那時你們必歸回、將善人和惡
人、事奉 神的和不事奉 神的、分別出來。
六、對比的信息
(一) 「關上殿門」與「打開天窗」
瑪 1:10 甚願你們中間有一人關上殿門、免得你們徒然在我壇上燒火。萬軍之耶和華說、我
不喜悅你們、也不從你們手中收納供物。
瑪 3: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
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二) 「斥責你們的種子」與「為你們斥責蝗蟲」
瑪 2:3 我必斥責你們的種子、又把你們犧牲的糞、抹在你們的臉上‧你們要與糞一同除掉。
(神對違約曠職之祭司的審判)
瑪 3:11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為你們斥責蝗蟲、〔蝗蟲原文作吞噬者〕不容他毀壞你們的
土產‧你們田間的葡萄樹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對甘心奉獻者的祝福)
(三) 「使你們的福分變為咒詛」與「萬國必稱你們為有福的」
瑪 2:2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若不聽從、也不放在心上、將榮耀歸與我的名、我就使咒詛
臨到你們、使你們的福分、變為咒詛。
瑪 3:12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國必稱你們為有福的、因你們的地必成為喜樂之地。
(四) 「燒著的火爐-必如碎秸被燒盡」與「公義的日頭-其光線有醫治之能」
瑪 4:1 萬軍之耶和華說、那日臨近、勢如燒著的火爐‧凡狂傲的、和行惡的、必如碎秸‧
在那日必被燒盡、根本枝條一無存留。
瑪 4:2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光線原文作
翅膀〕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裏的肥犢。
────────────────────────────────────────
瑪 4:5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6 他必
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路 1:13 天使對他說、撒迦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你的妻子以利沙
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約翰。16 他要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歸於主
他們的神。17 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
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豫備合用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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