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哈該書以下的三卷小先知書，
都是被擄歸回之後的先知。
哈該名字的意思 ─ 我的節慶，
很可能是出生在以色列的一個節期，
大約在主前 537 年，他隨同父母歸回。
大約四萬多人，
 為著耶和華神重新建殿的百姓歸回
 遭遇一連串的打擊跟不順，
重建聖殿的工作就停頓下來了，
一停就停了十六年之久

以斯拉記第二章

哈該大約在主前 520 年蒙召，
開始在被擄歸回的百姓當中服事，
以神的話勸勉百姓重新修造聖殿。

哈該書只有兩章、三十八節的經文，
寫作特色就是言簡意賅、仔細紀錄了幾個日期，
讓我們明確的看見 ─ 坐在天上的神從不誤事。
主前 586 年，耶路撒冷城被攻陷、聖殿被拆毀，
先知耶利米預言 ─
神的百姓被擄七十年後要歸回；
聖殿的工程在哈該和撒迦利亞先知鼓勵下，
主前 516 年完工 ─ 就這麼七十年！
也許人耽延了神的工作、上帝卻從不誤事，
哈該以精準的日期記下這一段 ─
 似乎是耽延、失敗
 卻更加見證坐在天上的神，祂總不誤事

由背景來看 ─
這時是大利烏王 (大流士王) ─ 波斯第三任君王，
在位期間非常恩待猶太人，
重新執行古列王的旨意，
使猶太人順利來完成重建聖殿的工程。
我們體會 ─ 上帝可以扭轉外邦君王的心意，
 使古列王下詔，讓百姓歸回重新修造聖殿
 讓大利烏王再一次下詔，引導百姓重新建殿
反而最困難的是神的百姓 ─
他們是否願意起來建造聖殿呢？
這就是哈該被神的靈引導、
起來服事的背景。

哈該的信息包含了四篇講章 ─
耶和華的話藉先知哈該…說：
一7a0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二10b 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
二20b 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哈該說：
一1b0

每一個段落非常具體的勸勉百姓 ─ 上帝的心意是如何，
 他們需要從神而來的責備、提醒
 更需要從上帝的應許被激勵，再次膀臂有力、起來做工
哈該這麼短的信息，卻有二十五次重覆強調 ─
先知的信息是來自神，
萬軍之耶和華說、耶和華說…
讓被擄歸回灰心喪志、手已經發軟、沒有力氣
再做聖殿之工的選民，再次重新得力，
確知深信耶和華神、萬軍之主，仍然眷顧他們。

這一段的歷史需要對照以斯拉記，
可以更加了解猶太人生活的處境…
 必須突破仇敵的刁難、生活困頓的情境
 需要從神而來的激勵，才能看出、了解 ─
如何以建造聖殿為第一優先的考量

第一篇的信息，就是第一章整章，
還包含了領袖跟百姓的回應。
第一個小段落 第一章一到六節 ─ 責備百姓拖延…
一4

引導百姓看見 ─ 在忙著拼經濟、
修造自己的住所，卻忽略了神的殿！

z 一1a 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

哈該蒙召起來傳講神的信息

一5

z 最後一段的信息

大利烏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200 這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哈該…
二10a

他做先知的服事的年日非常的短，
卻非常精準的紀錄了時間、日期，
他勸勉百姓重新起來建造聖殿。

這樣的提醒不只是對哈該當代的百姓，
對今天在讀主的話的弟兄姊妹，更是喚醒我們要省察 ─
我們的人生目標、自己所設定的目標，
就像耶穌所說 ─ 有時就想要去賺得全世界，可是 ─
 這不是我們人生的目標
 我們也不可能賺得全世界
 代價可能是賠上自己的性命！
所以第二次哈該再次提醒…
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
你們盼望多得，所得的卻少；你們收到家中，我就吹去。
這是為甚麼呢？因為我的殿荒涼，
你們各人卻顧自己的房屋。
所以為你們的緣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產。

一7-10

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

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不是以自己認為重要的、不可少的，
取代上帝對他們生命當中的呼召。
一6

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吃，卻不得飽；
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
得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漏的囊中。

這樣的經文乃是引用申命記，摩西與百姓立約提醒百姓 ─
 當順服神的旨意而活，就是活在神的祝福當中
 當悖逆背約的時刻，卻落在某些的咒詛的情境
「天不降甘霖、地不出土產」這樣的套語，
讓人就想起 ─ 在背約的情境當中，
需要回到神所立的約，讓人活在蒙福的地步上。
那時，所羅巴伯和大祭司約書亞，並剩下的百姓，
都聽從耶和華的話；百姓也在耶和華面前存敬畏的心。
耶和華的使者哈該奉耶和華差遣對百姓說：
「耶和華說：我與你們同在。」

一12

神的殿不在乎外在建築物，乃真實代表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
上帝的同在比外在任何人事物都重要。
哈該奉神的名激勵百姓一起起來建造聖殿 ─
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才是一切祝福的起點。

住棚節的前一天

這卷書中，耶和華神是再次應許同在的上帝，


以馬內利的應許，一直以來都是上帝的心意 ─

七月二十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
「你要曉諭所羅巴伯、約書亞，並剩下的百姓，
你們都當剛強做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

二1-4

祂要與屬祂的子民同住同在，
才是一切祝福的起點


被擄歸回的百姓來建造神的聖殿，
似乎因為忽略了神的殿、忽略了歸回的使命，
竟然失去神的同在！

耶和華激動…百姓的心，
他們就來為萬軍之耶和華他們神的殿做工。

一14

從哈該的宣告到百姓的回應 ─
 第一篇信息從六月初一開始
 起興建造修殿是在六月二十四日，
百姓及時回應神的呼召、順服神的話

被擄歸回的百姓重立聖殿根基的時候，
以斯拉記 ─ 有些人哭、有些人歡呼，
 見過前殿的老人，知道這個殿規模非常的小，他們哀哭
 年輕的一代，從沒有聖殿到建成了聖殿，歡呼喜樂
這個規模小的殿，沒有辦法跟
所羅門所建的第一個殿同日而語。
哈該的信息再一次提醒 ─
我們眼見的，不是眼前的這一個小小的聖殿…
二7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
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
這殿所帶來神的榮耀，
不是根據這殿規模的大小，
關鍵是上帝自己的同住同在。

透過先知宣告讓他們記得 ─ 神已經應許與你們同在。
二5

這是照著你們出埃及我與你們立約的話。
那時，我的靈住在你們中間，你們不要懼怕。

神的同在是從出埃及開始，
拯救祂的百姓離開埃及為奴之家
 這個當下，他們雖然被擄可是歸回，
一樣是上帝超自然的拯救 ─
使他們脫離被擄之地的狹制
如同出了埃及的百姓在曠野修造會幕 ─ 上帝同住同在，
神的心意是沒有改變的。


二8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

當下的殿，是把 過去的神同在的那個殿 延續，
以至於繼續往前瞻望，
神繼續要來做這殿後來的榮耀 ─
† 耶穌基督以聖殿比喻祂自己的身體
† 新約書信 ─ 每一位屬主的兒女，
自己的身體因著聖靈同住同在，就是神的殿
† 未來在新天新地，主神羔羊自己就是殿
在當下被擄歸回、國勢低微的以色列國，
 並不是要建造一個宏偉的殿
 乃是在救贖歷史當中，上帝同住同在的這個關鍵點，
透過他們胼手抵足、歸回的重建的第二聖殿，
要繼續延續下去 ─ 帶來上帝救贖的盼望！

第三篇的信息…
大利烏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要向祭司問律法，說：「若有人
用衣襟兜聖肉，這衣襟挨著別的食物，便算為聖嗎？」
祭司說：「不算為聖。」
哈該又說：「若有人因摸死屍染了污穢，
然後挨著這些物的哪一樣，這物算污穢嗎？」
祭司說：「必算污穢。」

二10-13

聖潔並不具有傳染性，可是污穢是會傳染的 ─
不潔的人所摸的都不潔淨。
上帝祂自己的同在當中，提醒這些百姓 ─
手上所做的工作、在祭壇上所獻的禮物，
在神的眼中是不是潔淨呢？
 這一群百姓屬於神，實質上真正有聖潔的地位、實質嗎？


第四篇的信息…
二20-23 這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哈該說：

「你要告訴猶大省長所羅巴伯說：我必震動天地。
我必傾覆列國的寶座，除滅列邦的勢力，
並傾覆戰車和坐在其上的。
我僕人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啊，
到那日，我必以你為印，因我揀選了你。」
這個經文富有彌賽亞的涵意 ─
主耶穌基督在 馬太福音第一章 家譜當中，
追溯到祂是所羅巴伯的後裔…
太12 遷到巴比倫之後…撒拉鐵生所羅巴伯…

也就是神再次賜下那個政權，
從所羅巴伯的後裔耶穌基督，
再次重新得著上帝所應許要賜下的同住同在。

二15

現在你們要追想…
要追想在過去手所做的，
都是因為忽略了神同在的記號 ─ 聖殿，
以至於所種的多、收的卻少，
 要追想這樣外在的情境，以至於懂得歸向神
 要追想當耶和華聖殿的根基立好的時刻，
神如何帶下屬天的祝福


這群原本不潔的子民，
 因著上帝的同住同在，轉向神，再次蒙神的祝福！
 在歸回仍然有經濟困頓的情境，要再次蒙福
這篇信息引導百姓從自我轉向神，
著重上帝同住同在榮耀的聖殿，
才是一個蒙福的起點。

愛我們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禱告

也許在我們眼前所看見自己的處境，
真的並不適合來服事你、沒有預備好要來親近你，
總覺得要忙完什麼事情，才有辦法來服事你。

但是感謝你，透過你先知的話語，
 讓我們可以從自我轉向上帝
 放下手中自己認為不可少、不可放下的事情
當我們注意你的同在、留意你的榮耀，
許多我們認為不可少的、生命的必需品你會加給我們！
謝謝耶穌，幫助我們 ─
讓我們看重你所看重的、放下許多人生當中次要的事情，
也引導我們 ─ 不是只有用自己的眼光來看，
 讓我們看見在你國度的榮美當中，你正在做什麼
 讓我們願意參與你手中的工作，也成為你手中的工作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