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道分解》撒迦利亚书

第 1 讲：导论
1. 撒迦利亚书因篇幅短小，又可称为短先知书。
2. 这卷书是旧约中的启示录，当中有不少异象，
所以又叫“异象之书”。
3. 亚 1:1-6 的背景：公元前 586 年南国灭亡，百
姓被掳，公元前 539 年巴比伦被古列征服，
波斯建立。公元前 538 年回故土建殿，
（见拉
3 章）。公元前 520 年哈该书讲到激励百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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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异象 1:18-21。角代表力量、敌国。四
角与四匠指到犹大的仇敌必灭亡。应用：神
不是冷漠，不是对我们漠不关心，祂必琢磨
祂的仆人。

第 3 讲：亚 2:1-13
先知的第三个异象：拿准绳的人的异象。2:1-4 的
主题：有人要开始动工。应用：年青人也可以事

圣殿，这里撒迦利亚书也宣告鼓励百姓的信
息，让他们起来迎战困难，经历从神而来的
复兴。
分段很简单：1-6 章是异象，谈鼓励安慰气馁
失焦的人；7-14 章是预言，谈将来救世主、

奉神。2:5“火城”是城墙，代表神大能的保护，
神才是我们真正安全感的所在。2:6-13 是神的四个
宣告：一、2:6-7 不要回头看世界，二、2:8-9 告诉
我们，我们是神眼中的瞳仁、宝贝，公义终将申
张。三、2:10-12 指到神要住在祂百姓中间。神乐

弥赛亚的异象。
亚 1:1-6 撒迦利亚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
纪念”。先知不但是传道人，也是祭司。这段
的属灵教训：一、听话，就是要勇敢传讲神

意与人住在一起。我们应当欢乐。四、亚 2:13 人
的静默无声与神的审判是第四个宣告，这里呼吁
普世向神肃然俯伏。

的话。二、不要将历史当故事，而忽略了历
史对我们的启示。不要埋怨人的恶言相向。

第 4 讲：亚 3:1-10
1. 第四个异象。亚 3:1-2 撒迦利亚在清醒的状态
下看见异象。这里的约书亚不是出埃及记、
约书亚记中的约书亚不是同一个人。该 1:1 告
诉我们这位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而撒但
也出现了。撒但的身份是神的敌对者。许多
不听神话、故意与神作对的信徒，也是神的
敌对者。约书亚是以色列在神面前的代表。
撒但最喜欢“控告”信徒不配、说神不爱我

第 2 讲：亚 1:7-21
1. 1:7-17 表达了第一个异象；1:18-21 是第二个
异象。
“异象”是指神透过一些看得见的情景
来表达一些特别的信息。神让人看到异象，
该是在清醒的状况，如果在不清醒的状况下
看到异象，那就是异梦。
（创 28:10-12 雅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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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异梦；徒 10:9-12 彼得见异象）撒迦利亚所
领受的是异象不是异梦。
第一个异象 1:7-17。发生时间：晚上。地点：
番石榴树中间。番石榴树代表对将来弥赛亚
国度时代来临的期待（赛 41:19，55:13）亚
1:8-10 显示暴风雨前的平静。亚 1:12“七十年”
是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犹太人服事巴比伦的年
限。
（耶 25:8-14，29:10）信息：1:13-17 遥远
将来的美景，好有力度过当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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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但这却不是事实。信徒宜以神的拣选来
回应撒但的指控。
亚 3:3-5 神的拣选会使人改换一新。神会除去
以色列的污秽，让人悔改、分别为圣、事奉。
神让一群奴隶变成神的百姓。我们每个人都
要改变，并追求成圣服侍神。
亚 3:6-7 神的拣选是有期待的，神对我们的服
侍是有要求的。服侍者应该有认真警醒的态
度。教会不该说因为服侍者不多就降低对服
侍者的要求。神的国不愁没有优秀的工人。
祂自会打发人来，我们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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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0 要把对将来的盼望常常放在心上，才会
有力量面对当下的苦难，有活泼的盼望。
“石
头”是基督的预表。如林前 10:4。

到起假誓呢？第一种解释：飞行的书是代表
整个律法的规范。第二种解释：偷窃和起假
誓，可能是当时的人常犯的罪行。如重建圣

第 5 讲：亚 4:1-14
1. 第五个异象：灯台和两棵树的异象。第四章
的结构特别：是交叉式、三明治式的结构：
关于异象的部分，是在第四章的前半段；关
于异象的解释，是在第四章的后半段；中间
夹了一段神对所罗巴伯的鼓励和应许。
4:1-5 异象的情景，并先知对异象询问。
4:6-10 上半部，是神对所罗巴伯的鼓励和应

殿前，有人立志向神承诺在建殿时必会摆上
一分，但至终没行上，神必追讨他们的恶行。
另外有关偷窃的看法，可能当时有些人在建
殿的材料和经费上有偷窃和舞弊的情事，使
工程有所亏损。
所以在撒迦利亚书之前的五个异象是都是安
慰和鼓励，让他们站起来和重建圣殿；但接
下来的却有三个审判性的异象，因为神重视
建殿的过程，对偷窃和起假誓并不喜悦，且

许。
4:10 下半部是神的使者向先知解释异象的内
容。
这样的结构，是突显了中间的部分，也就是
神。

会对付罪人的罪。
透过在进会幕前洗濯盆自洁的礼仪、颁布十
诫前的自洁洗衣，提醒百姓生命圣洁的重要。
生命先于事奉，正如提后 2:21：“人若自洁，
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

对所罗巴伯的鼓励。肢体请记住，神是位鼓
励人、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亚 4:1-5 异象的情景，并先知对异象询问 4:1
“叫醒”等于“激动”。这里谈到金灯台的构

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动机在先，行动在后。第六个异象代表了这
意思。不可偷窃、不可莽称神的名、不可起
假誓，这些都和动机有关，别人未必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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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并神知道百姓建殿的事。
“七眼”是神的
全知保守；
“线铊”用于建筑上，以校正石块
的位置。“灯台”代表神,/教会的见证。（太
5:15-16）教会吸引人，该用好见证。
4:6-10 上半部，是神对所罗巴伯的鼓励和应许
注意亚 4:6-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
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这话的前文后理。
4:10 下半部是神的使者向先知解释异象的内
容。给我们的提醒：每个人都各尽其职努力
事奉神。

第 6 讲：亚 5:1-4
1. 第六异象（审判性的异象之一）：飞行书卷
神透过撒迦利亚先知来鼓励百姓重建圣殿，
我们可从经文中得知神不是看重建筑物的完
工，而是更看重建殿者是否圣洁。很多牧者
说“生命是重于工作”，这跟圣经的原则是
极为相符合。圣洁在先，事奉在后。（该
2:10-14）
亚 5:1-3 为什么其中一面提到偷窃和另一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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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却知道。例如：十诫说不可杀人，但耶
稣说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都十诫说不可犯奸
淫，但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
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耶稣又透过施舍说
不要故意让人看见自己的善行。这都强调了
动机。
结连在先，结果在后。先和主耶稣基督有亲
密的关系。约 15: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
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
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
什么。”宋尚节传道就很懂这个道理。他常
叫人认罪，自己也常认罪。这使他的布道很
有力。他说：“我之所以得能力，是因为我
常悔改，肯在人前认罪不顾脸皮。”

第 7 讲：亚 5:5-11
1. 争议：有人认为 5:1-4，5:5-11 是同一个异象，
同属第六个异象；又有人认为 5:5-11 是第七
个异象。认为属同一异象的人以为主题是相
类似的：建殿者生命出问题。其实神更在乎
的是圣民生命的建立。从会幕到圣殿到道成
肉身的主耶稣和之后的教会，都彰显了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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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其实灵性的建设比硬体的建设更重要。
硬体（教堂）为了软体（生命）。会幕里陈设
饼的桌子是用金子做的，而陈设饼是给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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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但只是神的审判未到时候。事实他们
应该好好敬畏神。
神是有计划的。现在这时代太随便了，大家

的，祭坛却是用铜做的。可见神何等爱人，
祂给祂百姓的东西是用金子做的。
亚 5:5-6“量器”是最大容器的标准单位（伊
法）。亚 5:7“圆铅”原文是“他连得”
（三十
公斤）。5:8 用妇人代表罪恶。这与当时的偶
像崇拜有关。当时偶像崇拜中有庙妓。5:9 两
个妇人，是神的使者。5:11 示拿是巴比伦，
房屋是庙宇。这里的意思是：圣殿不容许罪
恶存在。

都太自我，懂做计划的人越来越少。但我们
从神创世的过程，就知神做事次序。亚 5:6-8，
提到各种颜色的马。不用多去解说。却要留
意每马都有其去向。黑马往北方去，白马跟
从在后，应是“向海”（即是西方）
，有斑点
的马往南，剩下的那马就去东方了。5:7 壮马
指所有的马，是神所差遣的军队。异象所要
表达的是：神的审判遍及全地。北方指巴比
伦。神已施行了祂的审判。事实每个角落、

与罪恶断绝是基督徒要有的警觉。5:8 量器中
妇人的异象表明神的子民必须与罪恶分开，
不要和罪藕断丝连。这对我们可以常认罪，
但我们却没让妇人回到示拿，没有努力克服
生命中的罪恶。这是重建我们属灵生命的缠

每个部分、一切都在神掌握中，神都有祂的
计划，我们不用担心，只要祷告就是。
神是终会申张正义的。从前被掳的以色列百
姓饱受异国欺凌，会问神：祂的公义在哪里？
如玛 2:17：
“你们用言语烦琐耶和华，你们还

3.

累。求主帮助我们。太 5:29 就表明了要有斩
断罪恶的决心。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
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
全身丢在地狱里。）你的软弱是什么？一定要

说：
‘我们在何事上烦琐他呢？’因为你们说：
‘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
他们’；或说：
‘公义的神在那里呢？’”而建
殿的百姓也常说：
“公义的神在那里呢？”他

对付！将之彻底清除！

们觉得神对世事漠不关心，迟迟不审判异邦。
其实之前透过四匠匹马都说明神会审判、神
会处理的。我们要透过历史和祂的话，认定
祂的信实，不用多花心思去想怎样处理。

第 8 讲：亚 6:1-8
1. 第七个、八个异象。某教会的乱象：人们不
怕神。其实到了时候，神必出手。这正亚 6:1-8
的信息。神是有军队的。
四套车的异象：四套车是战车。车从铜山出
来，是神的使者。
（王上 7:15-21）“他制造两
根铜柱，每根高十八肘，围十二肘；又用铜

第 9 讲：亚 6:9-15
1. 亚 6 章以之前，异象是难解的，在 6 章以后
就不是太难懂。之后 6:9-15 透过有形的动作
来表达无形的属灵含意──加冕约书亚，预

铸了两个柱顶安在柱上，各高五肘。柱顶上
有装修的网子和拧成的炼索，每顶七个。网
子周围有两行石榴遮盖柱顶，两个柱顶都是
如此。廊子的柱顶径四肘，刻着百合花。两
柱顶的鼓肚上挨着网子，各有两行石榴环绕，
两行共有二百。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
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斤；左边立一根，起
名叫波阿斯。”铜山象征两根铜柱。“四风”
也作“四灵”。强调了战车飞快如风，又如诗

表将来的弥赛亚。要留意，在教会常滥用预
表，其实预表必须是只有新约中提到的，才
可拿来作预表。如路 11:30 提到约拿怎样为尼
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怎样为世代的人成
为神迹，约 6:31-63 旧约的吗哪预表主。预表：
旧约历史中有些人、事、物，被新约圣经引
用，并被指为与新约中之人、事、物有关相
似，特别是在耶稣基督和教会中应验。6:9-11
很有可能是指还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听到要

歌智慧书中的使者。神派使者审判全地。可
见神是有军队的。许多信徒不知道耶和华是
军队的元帅，他们的生活在教会里的表现，
反映他们目中看神是老好人。他们以为神不

重建圣殿，于是这些住在远方的以色列人，
就派了三位代表，甘心乐意来送上奉献。神
也重视也悦纳他们从远方带来的礼物。从这
里看见一个原则：不要山寨主义，而要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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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特别华人教会在面对差传的事，训练
的事，常各自为政，不愿合作，求主赦免。
亚 6:12-13 内容是对当时的领袖所罗巴伯写
的。所罗巴伯这名字的意思，正是“苗裔”。
所以当时的读者一看见就知道是“苗裔”。然
而“苗裔”也在指向将来的基督，也是预表
基督。亚 6:13：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
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作祭
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句话只有耶稣
基督能实现。
（新译本：使两者之间和谐共济）
集合君与祭司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亚
6:12-13 是预表基督。太 1:6-17 耶稣是大卫的
苗裔。耶稣是教会的建造者。（太 16:18）亚
6:13 说他“掌王权”。赛 9:6-7 提到耶稣是和
平的君。希伯来书 4:16“基督是升入高天的
大祭司”神愿意将荣美赐给我们，祂救我们
出埃及，祂也藉圣灵、圣经、教会、肢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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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法老，不见棺材不流泪，而是做“长老”，
是灵命成熟的人。神是心软慈爱的，祂常给
人机会悔改。
昔日以色列百姓认为复兴需从传统的禁食
上。神提醒他们复兴不从传统宗教仪式上开
始，而由生活上开始：是否活出诚实、公义
的品格？是否活出美好见证、听神的话？亚
8:1-5 是一幅何等欢乐美好的景象。亚 8:6-8
神所要的复兴是生命的更新。
不管得时不得时，属灵高峰还是低潮，我们
属灵的手都要强壮。8:9-13 是神给人的鼓励。
9:9 和 9:13 是呼应的，都有“手要强壮”之语。
我们不要因小事而丧气想放弃，小小双手要
强壮勤作主工。8:14-16 更见神要的复兴是生

助我们活出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不要自降
身份，只是单单追求得救。祂期望我们走向
君尊祭司的方向，而不是乞丐邋遢的方向。
亚 6:14-15 因为当时的人有双名，所以希连就

命的更新，追求诚实公义。追求公正审判，
追求和睦，追求不起假誓，这样教会就复兴
了。那到底是否要禁食呢？8:18-19 可见不管
是否禁食，圣殿必会被建立，会欢乐，但就

是黑玳；贤就是约西亚。14 节有象征性动作。
如冠冕是放在神的殿中，所以是作为一种纪
念的。就如量力而为，为远方的福音事工奉
献，是被神记念的。相反如果教会领袖心太
狭，反而不被悦纳。建殿有不少内忧（百姓）
外患（外敌），而神却强调百姓要听神的话。
的确，听话，是建殿的关键。之后就是顺服。

是有人想为神禁食。所以是否要禁食，看各
人领受。总之最重要是诚实和平和睦的生活。
犹太人 4 月 9 日记念耶路撒冷被攻陷；5 月
17 日记念圣殿被毁；7 月记念基大利被杀；
10 月记念尼布甲尼撒首次围攻耶路撒冷。总
之禁食与否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生命品格。
生命有见证，别人就想信主。
8:20-23 带出的属灵含意：强调生活见证，这
是最有力的布道法。林后 2:14-15“感谢神！

5.
第 10 讲：亚 7-8 章
1.

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应召的关系吗？是呼之则
来，挥之则去，平时不找神，大难临头才去
求神？我们是不是临时抱耶稣脚？但愿我们

这两章是全卷书最重要的训喻。圣殿重建已
有两年了。亚 7:2“伯特利”是昔日北国以色
列拜牛犊的中心。从神的百姓被掳之后，伯
特利已失去重要性，这地不可能派人去问关
于禁食的事。所以有学者将伯特利将沙利色
连在一起，指到一人有两名，而下文的“利
坚米勒”是一官衔名。所以这里是指一个官，
名叫伯特利沙利色，去问有关殿快已建成，
是否还要禁食的问题。旧约中定禁食只每年
一次，在赎罪日之时（利 16:29）。7:4 可见百
姓已将禁食仪式化了。我们要自问：我们是
为神做的吗？
7:8-14 神要百姓记取教训。

常帅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
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
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
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
第 11 讲：亚 9-11 章
1. 亚 9-11 章大部分是属于诗歌体；12-14 章是属
于散文体。12-14 章：是关乎以色列的复兴与
弥赛亚国度的再临，还有当以色列与列国争
战时是如何得到神的拯救。9-14 章，可以看
到先知的眼光。有研究撒迦利亚书的学者认
为 9-14 章，是撒迦利亚先知较后期所宣讲的
信息。当时圣殿重建已完成，但要把群众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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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更遥远的将来，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再临，
这是他们最终的盼望。圣殿的重建只能带来
短暂的复兴，撒迦利亚先知明白自己有弥赛

2.

3.

4.

了真正的咨询对象该是谁。
亚 11 章，可见教会牧者领袖长执如果找错了
咨询对象，神也不会姑息他们。不好的领袖

亚和救世主所带来的救赎，这才是以色列百
姓最重要的复兴的盼望。
亚 9:1-8，提到列国将会遭受到审判。第 1 节
提到耶和的默示；
“默”原文是“担”或“负
担”，亦表示是撒迦利亚先知将要承受压力和
负担。一个神的仆人，必会承当一定的负担
责任，这是责无旁贷的。9:1-7 大马色、推罗
斯顿和非利士，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棒，但
是神却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有只有生意上

神会处治。11:3 讲到领袖失败，审判来到。
11:4-11 讲到良牧被弃的苦果。这里好像行动
剧。“荣美”原文为“恩宠、联合”，而除灭
就是废除。“一个月”是一段时间，“三牧”
代表神要除灭一切不询问神的领袖。11:11 提
到一些受到连累的困苦羊。11:12“他们”是
商人。合一没有了。下文说北国南国不再复
和。公元前 325 年撒马利亚人自行在基利心
山上建圣殿与耶路撒冷对立。两地人更为分

的智慧而没有敬畏神的智慧。
第 8 节是这一小段总结，指出神会保护祂的
百姓，恶人不会施虐，因为神的眼睛看顾全
地，没有一个地方能逃出耶和华的监察。第
9-10 节，是课题重点的所在。有些人的自我

离，应了亚 11:14 所说。11:15 见撒迦利亚在
扮演坏领袖。有教会随便按立长老，有些长
老一开始很好，后来慢慢腐化。领袖败坏，
就要拿掉，职份和职务要相称。教教应该具
有效机制限制独裁。应该建立长执会，监督

形象很差，有些自大、有些自卑。自大狂傲
目中无人，推罗斯顿和非利士等都给我们一
个历史的鉴戒。自卑是灵性成长上的一个障
碍，自卑者是会把焦点放在自己的限制上，

牧者，不要一言堂。
第 12 讲：亚 12-14 章
1. 亚 12 神用三样东西来象征耶路撒冷，来讽刺

而忽略了倚靠神的大能，谦卑是明白自己限
制而依靠神，结果就能突破。在亚 9:9-10，我
们看见将来弥赛亚的形像，这个形像也是我
们该效法的：祂身为君王，却柔和谦卑。太
21:27 也见耶稣骑驴进城，不卑不亢，这也该
是信徒的形像。麦克拉瑟将军为儿子作的祷
告：
“主啊，求你使我的儿子坚强到一个地步，
以致能知道自己的软弱；勇敢到一个地步，
以致能面对自己，使他能成为一个胜不骄败

攻打神百姓的列国。三样东西：
“昏醉的杯”、
“重石头”、“火盆火把”敢攻打者，都会自
招损伤。神必拯救祂的百姓。亚 12:7 提醒我
们，神是先救乡村地，再救城市。信徒不要
有势利眼，如那些说拿撒勒不会出好东西的
法利赛人，不要有优越感。12:10 提到人的感
动悔改，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在教会里面对
稗子、社会里的坏人，与其咒诅，不如祷告，
求神叫他悔改。10 节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受苦。

不馁的人，祈求袮使他不要活在安逸里，而
是能够承受重压、苦难与挑战，让他能在风
暴中站起来，让他能对失败的人有切身的同
情”
亚 9:11-17 提到神子民的得胜。9:17 另一个比
较容易理解的翻译：
“五谷新酒使少男少女生
气勃勃。”复兴的来源是神。
亚 10:1-2 古代农业社会，天气很重要。偶像
白白安慰人，10:3-4 提醒人要依靠真神。“公

11 节强调“独在一处”，是突出悔改是真诚的，
在密室的祷告，是神所知道的。悔罪后人要
为罪付上代价，神也要用管教炼净人心。
13 章表达神的子民独在一处真诚悔改后，神
会净尽百姓。亚 13:1 提到神会助我们走向成
圣之路。13:2 提到大义灭亲，除灭假先知。
教会里有时会强调关系而不讲真理，这不是
合神心意的。为神大发热心的，会先神所爱，
不看关系。假先知在信徒指出他们的问题时

山羊、牧人”是领袖；
“房角石、钉子、争战
的弓”都指一切掌权的。10:5 可见领袖找错
了咨询的对象。现在不少牧者追求韩国、美
国、新加坡式的领导模式，真要小心别搞错

2.

会胆怯。假先知往往损伤己身以博神明欢心，
现在他们为掩饰身份，就会替自己的伤痕作
支吾以对的解释，招人笑柄。13:7 提到炼净
的主题。
（这话也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神要炼
5

净羊群。可信成功神学说的信主后平步青云，
是有问题的。生命经过熬炼才会成熟，神的
爱的祂会修剪。我们要陶出渣滓，生命才会
3.

更蒙神喜悦。
14:1-3 提到人在炼净的过程中，人感到无能无
助，正在这时就能经历神。人在绝处才最能
经历神，说出 14:9 的话。14:4-5 提到神的降
临。14:6-7 神降临的惊天动地。“光”是热。
神国降临时，全日光明，没有热气。14:8 提
到地土方面长年有活水滋润。14:9 提到神作
王，14:10-11 民生方面：神作王，民必安然居
住。14:12-15 神会击打与耶路撒冷为敌的列
国。14:16-21 是万民来敬拜神的景象。这景象
中特别的是 20 节。这话原是大祭司头冠金牌
上的一句话，而现在居然在马的马的铃铛上
出现。根据利 11:1-8，马是不洁的，但到了末
日，不洁的动物也成为了圣洁的，不配的，
也可以来到神面前。所有的人该谦卑。我们
再想出埃及记拜金牛犊事件中，亚伦有份参
与，但神还是没有击杀他，以致他会战战竞
竞的事奉，这正是神要的态度，也是我们需
要有的态度，我们都是马，都是马上挂上的
铃铛，是殿内的锅，但都因神的接纳成为圣
洁。最后一节中的“迦南人”是奸商，提醒
我们小心教会不要走上世俗化的道路：教会
里有没有争权夺利、勾结敛财、夺名，如果
很多不诚实，这样教会就不是天堂的预言而
是地狱的预言了，盼望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
节给我们提醒，要追求被神炼净，要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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