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燕红牧师

2019年10月20日

哈该书



先知书

成书时间
不明

亚述兴盛时期
（BC8世纪）

巴比伦兴盛时期
（BC7-6世纪）

被掳时期 被掳归回时期
（BC 6-5世纪）

俄巴底亚书
约珥书

何西阿书
(80)          H
阿摩司书
(760)          A
约拿书
(760-750)   C
以赛亚书
(745)           I 
弥迦书
(735)          M

那鸿书 (622)      
(No)
西番雅书(605)     
(Zzis)
哈巴谷书(597)    
(Here)     
耶利米书 (586)    
(Judgement)  
耶利米哀歌(586) 
(Lands)

以西结
(593-571)  
(Eat)
但以理书
(605-536)
(Dirt)

哈该书 （H）
(520)
撒迦利亚书（Z）
(520)
玛拉基书 （M）
(450-430)



320

希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犹大

340360380400420440460480500520540560580600620

尼布
甲尼撒

古
列

大利乌
一世

亚哈
随鲁

亚达薛西
一世

606

被
掳
(1)

597

被
掳
(2)

586

被
掳
(3)

536

归
回

520

圣
殿
复
工

516

圣
殿
完
工

被掳70年

哈
该
书

背
景

• 作者：先知哈该（“欢乐”或“庆祝”）
• 波斯王古列于538B.C下旨，犹太人于536B.C   
回到耶路撒冷（拉1:1-4）

• 被掳七十年后再蒙眷顾的预言（耶25:12; 29:10）
• 神会使用古列王使犹太人回归的预言
（赛44:28; 45:1,13）

• 五万犹太人在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
带领下回归（拉2:1-7）

• 百姓万众一心在七月重建祭坛，恢复献祭并守
逾越节。（拉3:1-6）

• 第二年二月立起圣殿根基（拉3:8-9）
• 年老百姓大大哀哭（拉3:12-13）
• 在仇敌各种搅扰逼迫下圣殿停工（拉4:1-24）撒迦利亚哈该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摆正优先次序（1:1-15）

胜过失望恐惧（2:1-9）

警惕属灵自欺（2:10-19）

使用主的权柄（2:20-23）



I. 第一篇信息：摆正优先次序（1:1-15）
1. 责备百姓生活优先次序颠倒（1:1-4）

“1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
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2万军之耶和华如
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3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
先知哈该说，4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 “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 建圣殿曾遇到逼迫（拉4章）
• 自己生活处境艰难
• 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522 B.C .大利乌王平息Gaumata的叛乱登上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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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通过试图渗透破坏圣殿重建
敌人通过持续搅扰攻击破坏圣殿重建
敌人通过政府逼迫破坏圣殿重建



I. 第一篇信息：摆正优先次序（1:1-15）
1. 责备百姓生活优先次序颠倒（1:1-4）

• 今天我们建造圣殿面临的挑战大还是回
归的百姓面临的挑战大？

• 我们为不将建造圣殿放在第一优先找到
了什么借口？

“37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

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38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
我的门徒。39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

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太10: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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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篇信息：摆正优先次序（1:1-15）
2. 百姓要明白自己是因生活优先次序颠倒被神咒诅（1:5-7）

“5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6你们撒的种多，

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7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
察自己的行为。”

• 不是所有的患难都是出于神的管教，但如果我们不把建造圣殿放在
第一优先，我们的患难就是出于神的管教！

• “6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7 你们所忍

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
的呢？8 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
儿子了。”（希12:6-7）

• 永远在小小不顺利中就第一时间省察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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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篇信息：摆正优先次序（1:1-15）
3. 命令百姓摆正优先次序全力建造圣殿脱离咒诅（1:8-11）

“8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
和华说的。9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顾原文
作奔）。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10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
露，地也不出土产。11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
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 今天神同样掌管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

“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34 所以，

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
了。”（太6: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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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篇信息：摆正优先次序（1:1-15）
3. 命令百姓摆正优先次序全力建造圣殿脱离咒诅（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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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篇信息：摆正优先次序（1:1-15）
3. 命令百姓摆正优先次序全力建造圣殿脱离咒诅（1:8-11）



I. 第一篇信息：摆正优先次序（1:1-15）
4. 百姓顺服神开始圣殿重建（1:12-15）

“12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

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
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13耶和华的使者哈该，
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14耶和华激动犹大

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
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15这是在大利乌
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剩下的百姓：余民；“这百姓”（1:2）

从六月初一到六月二十四日：23天之后各项准备完毕圣殿重新开始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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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策略：用被主更新的生命影响生命，以植堂的方式拓展神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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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篇信息：摆正优先次序（1:1-15）
• 永远将神的建造圣殿放在第一优先！
• 不将建造圣殿放在第一优先会被神管教
• 要敏感于神的管教立即悔改
• 将悔改落实在具体的建造圣殿的行动



• 福音策略：用被主更新的生命影响生命，以植堂的方式拓展神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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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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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次
牧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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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
栽培

用真道建造
生命

彼此
相爱 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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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篇信息：摆正优先次序（1:1-15）
永远将神的建造圣殿放在第一优先！
不将建造圣殿放在第一优先会被神管教
敏感于神的管教立即悔改
将悔改落实在具体的“建圣殿”行动



II. 第二篇信息：胜过失望恐惧（2:1-9）
1. 鼓励百姓胜过失望恐惧刚强壮胆建造圣殿（2:1-4a）

“1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2你要晓谕犹大省长

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
姓，说，3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
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4耶和华说，所罗巴伯阿，虽然如此，

你当刚强。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阿，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
你们都当刚强做工，”

• 重建圣殿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近一个月后哈该为何第二次讲道？

• 百姓的生活处境是否有改变？

• 建殿工程是否取得满意的果效？

• 百姓是否因建殿面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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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二篇信息：胜过失望恐惧（2:1-9）
1. 鼓励百姓胜过失望恐惧刚强壮胆建造圣殿（2:1-4a）

• “4 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5 从波斯
王塞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贿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
算。”（拉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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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
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拉4:6）

• “7 亚达薛西年间，比施兰、米特利达、他
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
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23

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伸帅，
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
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24

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
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拉4:7-24）



II. 第二篇信息：胜过失望恐惧（2:1-9）
1. 鼓励百姓胜过失望恐惧刚强壮胆建造圣殿（2:1-4a）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1 那时，先知哈该和易多的孙子撒迦利
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
犹大人说劝勉的话。2 于是撒拉铁的儿
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书亚都起
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
知在那里帮助他们。3 当时河西的总督
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
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
这墙呢？」4 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
的人叫什么名字。”（5:1-5）



II. 第二篇信息：胜过失望恐惧（2:1-9）
2.百姓当胜过失望恐惧刚强壮胆建造圣殿的原因（2:4b-5）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5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
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价值感建立在神的同在
就能胜过三项挑战带来的

失望惧怕

没有改善的生
活苦境

看似渺小卑微
的服事

建造圣殿面临
的危险



II. 第二篇信息：胜过失望恐惧（2:1-9）
2.百姓当胜过失望恐惧刚强壮胆建造圣殿的原因（2:4b-5）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 “5 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
流士，得着他的回谕。”（拉5:5）

• 河西总督及其同党奏告大流士王的奏本
（拉5:6-17）

• 大流士王发现塞鲁士王命犹大回国建圣殿的
诏令（拉6:1-5）

• 大流士王下诏令全力支持圣殿重建工作
（拉6:6-12）
不能拦阻=》从河西省拨款提供建殿经费=》
按祭司要求每日供应献燔祭所需祭牲=》使
犹大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违背王命
者受咒诅=》王命必速速遵行



II. 第二篇信息：胜过失望恐惧（2:1-9）
3. 应许百姓将来圣殿的荣耀必超越所罗门圣殿（2:6-9）

“6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
旱地。7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或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
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8万军之耶和华
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9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
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神在过去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历史中显明的信实

神现在与我们同在的真实

神将来荣耀应许的激励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III. 第三篇信息：警惕属灵自欺 （2:10-19）
1. 两个关于律法中圣洁与污秽的问题（2:10-13）

“10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11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12说，若有人用衣襟兜

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
祭司说，不算为圣。13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
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

九月二十四日：圣殿工程重新开工之后的三个月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甚么衣

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利6:27)

圣肉

不算为圣

食物

俗的衣襟 圣的衣襟

赎罪祭或赎愆祭的祭

肉，为至圣的，惟祭

司中的男丁可吃。

Biblepoint.net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III. 第三篇信息：警惕属灵自欺 （2:10-19）
1. 两个关于律法中圣洁与污秽的问题（2:10-13）



死尸

必算污秽食物

不算为圣

圣肉

俗的衣襟 圣的衣襟

洁净的人 不洁的人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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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第三篇信息：警惕属灵自欺 （2:10-19）
1. 两个关于律法中圣洁与污秽的奇怪的问题（2:10-13）



2. 说明百姓及其所做之工的圣洁与不洁 （2:14）
“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
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 (2:14)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 为什么我们竭力服事教会但仍未经历神的祝福？

• 不要试图绕开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圣工不能代替我们自己
生命成圣，不要用为主做工合理化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是
唯一道路。

• “21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
杀人的，难免受审判。22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

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
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23所以你在祭坛上献
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24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太5:21-23）

• 在做圣工之前祷告求主洁净自己，不容让生命中有没有悔
改的罪，因为我们的罪会玷污我们所做的一切。



III. 第三篇信息：警惕属灵自欺 （2:10-19）
3. 劝勉百姓以过去的失败为警戒顺服神成为圣洁（2:15-19）
“15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
的光景。16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
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17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

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18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
根基的日子。19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
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与你们。”
“省察自己的行为”（1:5,7）；“追想”:认真反省
让今天成为一个转折点！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3. 劝勉百姓以过去的失败为警
戒顺服神成为圣洁（2:15-19）

• 为什么百姓重建圣殿三个月
后神才赐下祝福？为何不在
百姓已经将建造圣殿作为生
活第一优先并付上代价重建
圣殿的第一时间赐下祝福？

• 百姓如何得知神“从今日起”
必赐福他们？

• 神祝福我们之前要我们学习
的三个功课

• 今天我们如何得知神开始赐
福我们？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III. 第三篇信息：警惕属灵自欺 （2:10-19）



IV. 第四篇信息：使用主的权柄（2:20-23）
1. 发出信息的背景
“20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
2. 预言对列国的审判
“21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22我必倾覆列国的

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
的败落，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杀。”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前7个7年 62个7年 间隔时期（教会时期） 最后7年 千禧年 新天新地

BC444

亚达薛西王
出令重建
耶路撒冷

五旬节赐下
圣灵

（徒2：1-4）

教会被提
（信徒复活）
（帖前4:13-18）

末日审判
（恶人复活）

（启20：7-15）

基督再来
（殉道者复活）
（启19：11-21）

耶稣基督被
钉十字架

（但9：26）

耶路撒冷连
城街带濠都
重建完成

（但9：25）



IV. 第四篇信息：使用主的权柄（2:20-23）
3. 预言大卫之约的实现
“23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

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

“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又名耶哥尼雅下
同），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
将你从其上摘下来，” （耶22:24)
• 约雅斤（哥尼雅，又名耶哥尼雅）——撒拉铁——所罗巴伯
• 撒拉铁同时出现在福音书中两个不同的家谱中
（太1:12, 路3:27）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IV. 第四篇信息：使用主的权柄（2:20-23）
4. 我们代表主行使主的权柄
“20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21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
伯说，我必震动天地。22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
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杀。23万军

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
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 “18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19所
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凡我所
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18-20）

• “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太16:18）

• “19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
什么能害你们。”（路10:19）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IV. 第四篇信息：使用主的权柄（2:20-23）
“20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21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
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22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
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杀。23万

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
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 强调信息的权威性

• “他不下25次指明自己信息的神圣权威”——《信徒圣经注释》
•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1:2）；“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2:23）

起来建造圣殿！——哈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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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正优先次序（1:1-15）

胜过失望恐惧（2:1-9）

警惕属灵自欺（2:10-19）

使用主的权柄（2: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