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迦利亞書
主題：全地作王，回轉耶路撒冷
 十二本小先知書中最長又最隱晦的書
 在新約聖經中，至少 12 次直接或間接引用撒迦利亞書的經文
 金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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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撒迦利亞先知
1.

哈該和撤迦利亞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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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在巴比倫出生，比哈該年輕，在哈該之後開始做祭司和先知
撒迦利亞名字意思是＂耶和華所紀念者＂
他的父親是一名祭司，易多之孫，比利家之子（1:1），易多是所羅巴伯與大祭司
約書亞帶領下，自巴比倫歸回猶大的祭司之一（尼 12:4，16）
他是在第一批回歸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當中，是所羅巴伯在公元前 536 年帶領的那
一批（尼 12:4）

5.

撒迦利亞書的成書時期：




頭八章成書在聖殿建成之前（約 520 -516 BC，大利烏王時期，）
聖殿是在大利烏王第六年（516 BC）建成（拉 6:15）
九到十四章成書在聖殿建成之後

背景：
 以色列人已經從巴比倫回歸猶大，開始了重建聖殿的工作，但工作受到阻礙，
停了下來（以斯拉記 4:24）
 以色列民遭到列國的欺壓，有滅絕的危險，然而神必保守衪的餘民，外邦必被
清除，以色列必能安渡一切困境
文學體栽：散文為主，第 9-11 章部分為詩歌體栽
內容：
1. 先見
 針對當時以色列人的處境
 鼓勵安慰以色列人，若他們能同心能和上帝有好的關係，他們重建聖殿的工
作將會成功
2. 先知
 指向世界將來發生的事
 預見以色列的將來，在彌賽亞到來時的光榮時刻

撒迦利亞書的目的：
1. 帶來屬靈的復興
2. 鼓勵以色列人努力完成建殿的工作
3. 安慰以色列人
4. 用預言認定彌賽亞必來

撒迦利亞書對主耶穌降世的預言，除了以賽亞書之外，比其他先知書還要多：
指向耶穌的預言

撒迦利亞書經文

實現

僕人

3:8

可 10:45

大衛的後裔

3:8; 6:12

路 1:78

君王 － 祭司

6:13

來 6:20 - 7:1

謙和的王

9:9-10

太 21:4-5; 約 12:14-16

被賣

11:12-13

太 27:19

被扎

12:10

約 19:37

潔淨泉源

13:1

啟 1:5

人性和神性

13:7; 6-12

約 8:40; 1:1

被擊打的牧人

13:7-9

太 26:31; 可 14:27

第二次再來作王

14:5-9

約 10:16; 啟 11:15 ; 21:27

撒迦利亞書分段：
1. 兩個大段落：
• 一至八章
• 九至十四章
2. 五個標題：
a. 1:1
b. 1:7
c. 7:1

（建殿之前）
（建殿之後）
大利烏第二年八月
大利烏第二年十一月
大利烏第四年九月

聖殿是在大利烏王第六年建成（以 6:15）
d. 9:1
e. 12:1

默示上主的話
向以色列默示上主的話

撒迦利亞書大綱：
I. 序言： 呼召百姓回轉


(1:1 - 6)

回轉，轉向，回頭（ שׁוּב, shub)，四個類似的句子，叫以色列人回轉

II. 八個異象：
(1:7 – 6:15)
（以色列如何蒙拯救，列邦如何被滅亡，神國度如何被建立）
 撒迦利亞所見的八個異象
 異象（上帝讓他見到的事物）
A. 第一個異象: 耶和華的使者和乘馬者
(1:8 –17)
 紅色：審判
 白色：勝利
 蕃石榴樹：以色列的子民
 騎在紅馬上是耶和華的使者的説話才是重點，耶和華會轉回耶路撤冷
B.

第二個異象: 四角與四匠
(1:18 – 21)
 角：軍事勢力（？四個角：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
 耶和華會打散這些外邦力量

C.

第三個異象: 手拿準繩的人指撒迦利亞 (2:1 – 13)
 上帝要住在耶路撒冷中間（2:10 - 11），重複兩次，這才是重點。耶路
撒冷雖然沒有城牆，但耶和華會在中間保護他們

D. 第四個異象: 大祭司約書亞受審
(3:1 – 10)
 代表整個餘民，法庭埸所，原告撤但被責備，3:9 石指基督
 撒迦利亞見到大祭司約書亞，代表以色列人，耶和華會洗掉他們的罪
惡，給他們穿上華麗的衣服（3:4-5）
E.

第五個異象: 金燈台與二橄欖樹
(4:1 – 14)
 代表上帝差派兩個受膏者去完成重建聖殿嘅工作。不是倚靠才能、勢
力，乃是倚靠上帝的靈，代表上帝的能力
 兩個受膏者：所羅巴伯（省長，政治），約書亞（祭司，宗教）
 橄欖樹流出金色的油，流入燈檯，可以照亮聖殿，也永遠不會熄滅，代
表上帝才是力量嘅源頭
 第四同和第五個異象講兩個領袖，是一對的，而第二和第三個異象是講
四個角和匹人，同是量度耶路撒冷，又是一對，第六和第七個異象，又
好似係一對，飛卷同飛去示拿地

F.

第六個異象: 飛卷
 除滅盜竊和假証之罪

(5:1 – 4)

G. 第七個異象: 量器中的婦人
(5:5 – 11)
 婦人：罪惡
 觀鳥：不潔的鳥飛去示拿地（巴比倫，巴別塔所在，創 11:2）

H. 第八個異象: 四車四馬
 神的審判
 黑：災禍
 斑點：瘟疫

(6:1 – 8)

I.

(6:9 – 15)

各異象的高峯：約書亞加冕
 苗裔指所羅巴伯

總結：撒迦利亞書一章到六章





大地和平
掌管歷史是上帝，如今回轉重住耶路撤冷，差派兩個使者重建聖殿
上帝潔淨祂的子民
八個異象把焦點縮細：上帝的主動回轉，也帶來以色列人的回轉和命運改
變，全是上帝的恩典
 建造聖殿是上帝回轉耶路撒冷的記號

III. 形式化的禁食



(7 – 8 章)

十二次出現萬軍之耶和華
第三個標題：十二段耶和華的說話，回應一個問題（7:2-3），還要不要禁
食呢？這個問題是從北國的伯特利人過來問的

A. 消極的答覆
i. 從伯特利來的詢問
ii. 指責的話
iii. 以往的警告

(7:1 – 14)
(7:1 – 3)
(7:4 – 7)
(7:8 - 14)

B. 積極的答覆
i. 錫安將來的復興與蒙福
a. 耶路撒冷的復興
b. 蒙福的條件

(8:1 –23)
(8:1 –17)
(8:1 –13)
(8:14 –17)

ii. 將來的崇拜
a. 禁食變成筵席
b. 各將尋求耶和華之恩

(8:18 –23)
(8:18 –19)
(8:20 –23)

• 重點： 從禁食轉為歡樂喜慶的日子
上帝的同在和回轉帶來以色列人回轉，命運改變
IV. 各種預言
（以色列蒙拯救，列邦如何衰落，神國度如何建立）9 – 14 章
兩個段落：
1. 9 – 11 章
• 標題： 9:1 默示上主的話

•

部分為詩歌體栽

2. 12 – 14 章
• 標題： 12:1 向以色列默示上主的話
• 類似 1 – 8 章的格式， 散文體栽
A. 第一個預言
i.

ii.

萬國被推翻，以色列蒙拯救
a. 列邦受審，以色列蒙拯救
b. 插句：預言君王第一次來臨
驢：和平
馬：爭戰
c. 以色列必勝仇敵
9:13 安提亞哥擊敗希臘
d. 蒙福的條件
e. 蒙福的應許

(9:1 – 10:12)
(9:1 – 8)
(9:9)

以色列棄絕真牧人
a. 審判的序言
b. 以色列不感激真牧人
猶大為三十塊錢出賣耶穌
c. 以色列受苦

(11:1 – 17)
(11:1-3)
(11:4 – 14)

總結：撒迦利亞書九章
1. 核心：
• 9:9 – 10 所羅門登基的典故
2. 分 9 個部份
• 外邦被潔淨
• 百姓回轉
• 上帝為錫安爭戰
• 上帝保鑊祂的子民
總結：撒迦利亞書十章
1.
2.
3.
4.
5.
6.

(9:1 – 11:17)

六個小段落：
上帝才是真正的賜福者
百姓沒有牧人
上帝的同在使百姓成為勇士
領約瑟家歸回耶路撒冷
招聚祂的子民從四方八面回來
上帝好像出埃及時一樣的拯救他的子民

總結：撒迦利亞書十一章

(9:10 – 17)
（165 BC）
(10:1 - 2)
(10:3 – 12)

(11:15 – 17)

•

頭尾都是詩歌體栽
1. 1-11 殘民自肥的領袖有禍
2. 7-11 先知所經歷的一件事
• 折斷兩根杖
• 推測撒瑪利亞和猶大的矛盾

B. 第二個預言

(12:1 – 14:21)

十六段「到那日」做標題：
1. 五段 12:1-3 12:4-5 12:6-7 12:8 12:9
• 上帝如何看顧耶路撒冷，令她戰勝
2. 六段 12:10-14 13:1 13:2 13:3-6 13:7-14:5 14:6-7
• 耶路撒冷悲哀，為耶路撒冷除去罪惡，煉淨餘民
3. 五段 14:8 14:9-11 14:12-19 14:20-21a 14:21b
• 耶路撒冷建立
i.

以色列的歸正及勝利
a. 耶路撒冷被圍困及被拯救
b. 主再來及以色列的悔改和歸正

ii.

以色列攻擊真牧人；從審判得潔淨；彌賽亞國度的建立
a. 以色列攻擊，牧人受刑罰
(13:7 – 9)
b. 耶路撒冷被圍困，後蒙拯救，千禧年國度被建立

總結：撒迦利亞書十二到十四章
•
•

耶路撒冷是一個焦點，聖殿已經建成
上帝和耶路撒冷再不會分開

(12:1 – 13:6)
(12:1 – 9)
(12:10 – 13:6)
(13:7 – 14:21)
(14:1 –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