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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書是被擄歸回之後的一位先知，

經文 共有十四章 是小先知書當中最長的 卷經文一共有十四章，是小先知書當中最長的一卷

歷史背景跟哈該書是同一個時期

撒迦利亞的意思是耶和華紀念撒迦利亞的意思是耶和華紀念，

舊約當中至少有二十七個人叫這個名字

一1b 耶和華的話臨到易多的孫子、比利家的兒子先知撒迦利亞。

尼希米記十二章所羅巴伯與約書亞所帶領歸回

第一批百姓當中，列名的猶大祭司之一

一1a 大利烏王第二年八月…

比哈該晚兩個月，

以斯拉記第五章 記載了他們一起同心同工，

呼籲當代的百姓重建聖殿。

撒迦利亞書十四章的信息分成三大部分 ─
象1. 一到六章異象

2. 七到八章 第一篇信息 ─ 
針對撒迦利亞當代

3. 九到十四章 第二篇信息 ─ 
未來的應許，包含審判、預言

這卷書跟哈該書非常的不一樣 ─
豐富的文體豐富

被新約共引用七十一次

三十一次出現在啟示錄十 出現在啟示錄

二十七次在福音書

這些經文指向耶穌基督的來臨這些經文指向耶穌基督的來臨

撒迦利亞是小先知書當中的異象先知

一到六章八大異象…
撒迦利亞是小先知書當中的異象先知，
這些異象當中，有非常多象徵性的記號，

都 來表 帝 管 界都要來表明上帝如何介入歷史、統管世界，

這樣寫作的筆法，是間約時期、啟示文學顯著的筆風

這些象徵性的記號，必須根據經文的上下文來解讀，

有時先知自己也不了解，還有天使來解釋

一8 我夜間觀看，見一人騎著紅馬，

第一個異象 ─ 馬的異象
8 我夜間觀看，見 人騎著紅馬，

站在窪地番石榴樹中間。

在他身後又有紅馬、黃馬，和白馬。在 身 有 馬 黃馬 馬

近東地區馬都是用來打仗的

番石榴是園藝栽培的作物，不會有野生的番石榴是園藝栽培的作物，不會有野生的

是戰爭止息了，馬都停下來、在番石榴樹中間。



第一個異象 ─ 馬的異象

一11 耶和華的使者說：「我們已在遍地走來走去，
見全地都安息平靜。」

以色列神的選民服了罪的刑罰，

戰爭止息了。戰爭 息了

耶路撒冷和猶大的城邑，

經歷戰亂七十年之後，神再次施憐憫 ─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經歷戰亂七十年之後 神再次施憐憫

耶和華用美善的安慰話，安慰這些百姓…

一14b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我為耶路撒冷為錫安，心裡極其火熱。」

用馬的異象讓人看見 ─ 他們不再會被擄掠了，

歸回安息之地、神同在的居所，

他們被神保護著。

第二個異象 一18-21 四角與四個匠人的異象 ─
神曾經興起四角，打散猶大、以色列、耶路撒冷，神曾經興起四角，打散猶大、以色列、耶路撒冷，

神又興起四個匠人，打斷這四個角。

提到猶大的仇敵也被滅亡，地歸於安息平靜。提到猶大的仇敵也被滅亡，地歸於安息平靜。

第三個異象 二1-13 準繩的異象 ─
準繩量著耶路撒冷，要再次被重建、必再有人居住，

二5 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榮耀。二5 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榮耀。

在天下萬國當中被拋來拋去的百姓，

再 次被領歸 神親自成為 的保護再一次被領歸回、神親自成為他的保護

神再次揀選耶路撒冷

二13 凡有血氣的都當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
因為他興起，從聖所出來了。

百姓被擄歸回，使全地都認識耶和華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第四個異象 三1-10 大祭司的異象 ─
約書亞站在耶和華面前；撒但站在約書亞右邊 控告他約書亞站在耶和華面前；撒但站在約書亞右邊，控告他…

三2a-5 耶和華向撒但說：「撒但哪，耶和華責備你！」
穿著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

使者對約書亞說：「我使你脫離罪孽，要給你

穿上華美的衣服 要將潔淨的冠冕戴在他頭上穿上華美的衣服，要將潔淨的冠冕戴在他頭上。」

以約書亞為代表，被擄歸回的百姓得著潔淨，

重新成為神祭司的國度。

第五個異象 四1-14 金燈臺的異象 ─
前個指示大祭司約書亞，這個指向大衛的子孫所羅巴伯…

四6b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

至終講述彌賽亞式的君王 耶穌基督是君尊的祭司、

四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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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終講述彌賽亞式的君王 ─ 耶穌基督是君尊的祭司、

大衛的子孫，是兩個受膏者，在兩職之間籌定了和平。

第六個異象 五1-4 飛行書卷的異象 ─

五3 這是發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詛。
凡偷竊的必按卷上這面的話除滅；

起 誓的 按卷 的話除滅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話除滅。

第七個異象 五5-11 量器的異象 ─第七個異象 五 量器的異象

五6b-11 這是惡人在遍地的形狀。
這坐在量器中的是個婦人。天使說：「這是罪惡。」這坐在量器中的是個婦人。天使說： 這是罪惡。」

又見有兩個婦人出來，在她們翅膀中有風，飛得甚快，

她們將量器抬起來，懸在天地中間，她們將量器抬起來 懸在天地中間

要往示拿地去，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犯罪 觸犯神律法的人受咒詛犯罪、觸犯神律法的人受咒詛，

罪惡要服了她的審判 (擬人化的描述)

跟前面呼應 神的百姓歸回 服了刑罰跟前面呼應 ─ 神的百姓歸回，服了刑罰

以至於這地歸於安息平靜。



第八個異象 六1-8 四車的異象 ─ 與馬的異象很類似

六1-5 有四輛車從兩山中間出來；那山是銅山。
套著紅馬、黑馬、白馬、有斑點的壯馬，

是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的是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的。

爭戰完畢，上帝按計畫對待列國，安慰了神的心。

六9-15 異象的高潮 ─ 神將冠冕戴在大祭司約書亞的頭上…

名稱為大衛苗裔 建造 華六12-13 那名稱為大衛苗裔的，他要建造耶和華的殿，
並擔負尊榮，坐在位上掌王權；

又必在位上作祭司 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

在敬拜的聖殿當中，指向我們的主 ─
祂是彌賽亞的君王、祭司、大衛的後裔。

八個異象給百姓帶來了安慰 重建的聖殿、恢復的敬拜，八個異象給百姓帶來了安慰 ─ 重建的聖殿、恢復的敬拜，

在神的眼中、神的國度當中，它的意義與價值。

第七、八章 是信息，從一個問題開始…

七1-6 大利烏王第四年九月初四日，伯特利人打發人去懇求

耶和華的恩，並問萬軍之耶和華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說：

「我歷年 來 在 泣齋戒 在還當這樣「我歷年以來，在五月間哭泣齋戒，現在還當這樣行嗎？」

紀念耶路撒冷陷落日，總是在五月間禁食、哭泣、齋戒

萬軍之耶和華的話就臨到我說：

「你們這七十年禁食悲哀，豈是絲毫向我禁食嗎？

你們吃喝，不是為自己吃，為自己喝嗎？」

神提醒他們 ─要按至理判斷，神提醒他們  要按至理判斷

各人以慈愛憐憫弟兄、不可心裡謀害弟兄。

在被擄歸回期間，他們仍然心硬如金鋼石、在被擄歸回期間 他們仍然心硬如金鋼石

不聽律法、不聽先知所有的勸勉

在遵行神的話語是外在遵行，心裡、暗地裡，在遵行神的話語是外在遵行 心裡 暗地裡

對待自己的弟兄仍然以強暴相待，不討上帝喜悅

在責備的當下，話鋒一轉…

八2 耶和華說：我為錫安心裡極其火熱，
我現在回到錫安，耶路撒冷必稱為誠實的城，

萬軍之 和華的 稱為聖萬軍之耶和華的山必稱為聖山。

這群百姓被擄，仍然沒有徹底除去生命中的罪，這群百姓被擄，仍然沒有徹底除去生命中的罪，

神要親自來成就 ─ 使住在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

八8b 9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他們的神八8b-9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
當建造萬軍之耶和華的殿，

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說的話，應當手裡強壯。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說的話，應當手裡強壯。

過去神怎樣定意降禍，現在神要定意施恩、你們不要懼怕。

個人應當怎麼做呢？先知勸勉說 ─
對鄰舍要說話誠實，在城門口要按至理判斷，對鄰舍要說話誠實 在城門口要按至理判斷

以至過去禁食的日子，要成為猶大家歡喜快樂的日子。

他們這樣子的轉變，以至於大有影響力 ─
必有列邦強國的民 來尋求 懇求耶和華的恩必有列邦強國的民，來尋求、懇求耶和華的恩…

八23 必有十個人從列國諸族中出來，
拉住一個猶大人的衣襟，說：

「我們要與你們同去，

因為我們聽見神與你們同在了。」

在這個信息當中 ─
百姓的求問百 的求問

先知的責備

上帝所應許要帶來的復興上帝所應許要帶來的復興

與神關係、與人關係的恢復，

這是上帝親自要做成的這是上帝親自要做成的



從 第九章開始進入第二篇的信息，提到列國受審 ─
有當代的大馬色 哈馬 推羅 西頓 以色列的鄰國有當代的大馬色、哈馬、推羅、西頓…以色列的鄰國，

九8 我必在我家的四圍安營，九8 我必在我家的四圍安營，
使敵軍不得任意往來，

暴虐的人也不再經過，暴虐的 也不再經過

因為我親眼看顧我的家。

同時神也應許 ─ 我要加倍的賜福，
這許多祝福並不是人所配得的，這許多祝福並不是人所配得的

可是上帝卻要親自做成

對被擄歸回的百姓而言，對被擄歸回的百姓而言，

他們沒有任何爭戰、可倚靠的權勢，

上帝說 ─ 我要親眼看顧我的家上帝說  我要親眼看顧我的家

九9-17可以看到上帝如何應許、要加倍祝福他…

九9b 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
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神所要帶來的祝福，關鍵人物就是耶穌基督 ─
自己道成肉身，受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贖自 道成肉身 受 在十字架 成 贖

立約的血，再次將被擄而囚的人釋放出來

上帝要親自看祂的民如同群羊，親自拯救他們，上帝要親自看祂的民如同群羊，親自拯救他們，

這是上帝的恩慈、立約的恩典，

透過耶穌基督來加倍祝福給祂的百姓透過耶穌基督來加倍祝福給祂的百姓。

不是只有選民而已，不是只有選民而已，

神用一樣的赦免的恩典，對待每一個

轉向祂、歸向祂、所有求告祂的外邦人。轉向祂 歸向祂 所有求告祂的外邦人

最後的信息的高潮

十6a 我要堅固猶大家，拯救約瑟家…

神再次給他們開一個洗罪的泉源，神再次給他們開 個洗罪的泉源

潔除他們的罪孽。

過去這些無用的僕人、牧人、過去這些無用的僕人 牧人

不合神心意的君王，神要親自減除

至終耶穌基督成為神興起的那一個牧人至終耶穌基督成為神興起的那 個牧人

十二到十四章主耶穌基督第二次再臨、國度被建立的預言，

有豐富的應許 ─ 讓人看到人如何從危困中被神拯救，

被擄歸回不過是神在歷史中一次拯救的作為

至終從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救贖，

是一個人徹底從罪惡當中被拯救出來、

上帝救贖的行動

十二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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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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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耶穌基督是被猶太人釘十字架，

而以色列人終究全家得救 ─ 這是神自己所應許的應許的。。

神所開的泉源 讓他們經過熬煉之後神所開的泉源，讓他們經過熬煉之後，

至終能夠來求告神、再次恢復成為神的子民。

十四4-5 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

而主耶穌基督的再臨…

十四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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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

所有的經文都指向耶穌基督，不只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贖，

更描述祂如何成為一個得勝、榮耀的君王，更描述祂如何成為一個得勝、榮耀的君王，

介入、進入人類的歷史，在萬民面前掌權、受人敬拜。



十四20 當那日，馬的鈴鐺上必有歸耶和華為聖的這句話。

歸耶和華為聖，
原本寫在大祭司供職的冕牌上原本寫在大祭司供職的冕牌上

這個時候是刻在馬的鈴鐺上，

馬是為打仗之日預備，馬是為打仗之日預備，

是不潔淨、不能用來獻祭

這個象徵性的描述 不再有爭戰這個象徵性的描述 ─ 不再有爭戰，

連爭戰所用的馬匹都被分別為聖、歸屬於神。

這書卷開始的異象有馬，最後結尾也是用馬，

做為象徵性、不再是戰爭的畫面，

而是在平安的、上帝掌權的畫面當中，

神的榮耀的敬拜、同在再一次恢復。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

真的知道你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 ─
在以色列選民失敗的歷史裡面，

看見你卻從來不失敗

即便歸回的百姓

並沒有真正的、完全的、徹底的悔改，

但是你的心意卻從來都沒有打折扣

你百分之一百的應許我們、也百分之一百的做成，你百分之一百的應許我們、也百分之一百的做成，

我們向你來仰望，

直到你在我們當中的 意得著滿足

謝謝你，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的聖名，阿們。

直到你在我們當中的心意得著滿足。

謝謝你，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