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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亚书

• 作者：撒迦利亚（“耶和华记念”），祭司易多的孙子，比利家的
儿子，既是先知又是祭司。

• “最长的小先知书，在几乎所有旧约书卷中是被新约作者最多引用的
一卷。”——Klein, ；G.L

• “是旧约所有书卷中，最具有弥赛亚性质，和最具有真正启示性和
末世性的一卷书。”——George L. Robinson

• “C. H. Dodd 甚至提议撒迦利亚书提供给福音书作者的素材不亚于
主耶稣自己在公开事工中的见证。”——Klein, G. L. (2008). NAC

• “撒迦利亚被誉为‘盼望的先知’。他将犹大百姓的目光从他们的
当下穿越所有被外邦统治的帝国，带向未来的弥赛亚的时代。”—
— Richards, L., & Richards, L. O.



一个呼召
（1:1-6）

呼召悔改
的序言
（1:1）

呼召悔改
的内容

（1:2-6）

八个异象
（1:7-6:15）

番石榴树与四马（1:7-17）

四角和四匠人（1:18-21）

准绳量火城（2:1-13）

大祭司被洁净（3:1-10）

金灯台与橄榄树（4:1-14）

飞行的书卷（5:1-4）

四辆马车（6:1-8）

量器中的妇人（5:5-11）

异象象征性行动（6:9-15）

四篇信息
（7-8章）

“斥责的信
息（7:1-7）

悔改的信息
（7:8-14）

复兴的信息
（8:1-17）

欢喜的信息
（8:18-23）”

两个启示
（9-12章）

弥赛亚第一次
降临被弃绝
（9-11章）

弥赛亚第二次
降临掌王权
（12-14章）

• 首尾呼应
• 先知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
• 人悔改的必须
• 神审判的确定
• 神恩典的持续
• 弥赛亚的降临



撒
迦
利
亚
书
综
览

撒迦利亚

八个异象

番石榴树与马 四角与四匠人 火城与其中的荣耀

大祭司被洁净 金灯台与两橄榄树

飞行的书卷 量器中的妇人 四车



作照亮世界的金灯台——撒迦利亚书第3-4章



体会主的心情
（4:1-3）

倚靠内住圣灵
（4:4-10）

顺服牧师带领
（4:11-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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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体会主的心情（4:1-3）

1.从金灯台的异象体会主的心情
“1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2 他问我说：「你
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
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3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
的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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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体会主的心情（4:1-3）

1.从金灯台的异象体会主的心情
“12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
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8:12）
“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15 人
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
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4-16）

作照亮世界的金灯台——撒迦利亚书第3-4章

•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
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启1:20)

• 老底嘉教会
•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
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启2:5)



I. 体会主的心情（4:1-3）

2. 从悔改的呼召体会主的心情
“1 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易多的孙子、比
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2 「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
大大发怒。3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
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4 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
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
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5 你们的列
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6 只是我的言语和
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
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意按我们的行动作为
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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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乌王第二年 (520 BC)

6月1日

6月24日

7月21日

8月

9月24日

11月24日

该1:1-11

该1:12-15

该2:1-9

亚1:1-6

该2:10-23

亚1:7-6:15

圣殿复工

大利乌王第四年 (518 BC)

9月4日 亚7-8

年分不详

亚9-14

八个异象

四篇信息

一个呼召

两个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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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体会主的心情（4:1-3）

2. 从悔改的呼召体会主的心情
“1 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易多的孙子、比
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2 「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
大大发怒。3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
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4 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
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
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5 你们的列
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6 只是我的言语和
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
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意按我们的行动作为
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1:1-6）

• “先知永远活着吗？这里暗示的答案是他们不会永远活
着，他们的服事期是非常短的，所以百姓不能无视他们
所提供的悔改的机会。——Lindsey，F.D. B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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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体会主的心情（4:1-3）

3.从主的热心体会主的心情
“11 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
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12 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
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13 耶和华
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14 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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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
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15 我甚恼怒那安逸
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
过分。16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
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
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17 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
城邑必再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拣
选耶路撒冷。」”（1:11-17）



I. 体会主的心情（4:1-3）

3.从主的热心体会主的心情

” 1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2「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她火热，向她的仇敌发烈
怒。3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
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
山。”（8:1-3）
“2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
民来到。21 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
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22 必有列邦的
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
华的恩。23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
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
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
（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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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体会主的心情（4:1-3）

4.从全书结构体会主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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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倚靠内住圣灵（4:4-10）

1. 唯有倚靠圣灵方能成事（4:4-6）

“4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5 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
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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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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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倚靠内住圣灵（4:4-10）

2.  只要倚靠圣灵就能克服艰难险阻

“7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
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
恩惠归与这殿（殿或作石）。

“17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
你们真知道他。18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
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
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20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
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弗1: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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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倚靠内住圣灵（4:4-10）

3. 唯有殷勤为主做工才能经历圣灵大能

“8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9 「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
完成这工，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10 谁藐视这日的

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铊就欢
喜。」”(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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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倚靠内住圣灵（4:4-10）

3. 唯有殷勤为主做工才能经历圣灵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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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倚靠圣灵大能胜过老我罪性才能为主做工
• 殷勤为主做工才能经历圣灵大能
• 想象一下挂空档猛踩油门的汽车

• 我们在治死老我和为主做工的过程中经历圣灵的能
力而不是等着圣灵的能力。

• 神在我们为他做工的过程中赐下与我们工作的难度
相对应的圣灵能力。

• 圣灵提升我们的智力、能力、体力、理性、意志、
情感而不是废掉我们的智力、能力、体力、理性、
意志、情感。



II. 倚靠内住圣灵（4:4-10）

3. 唯有殷勤为主做工才能经历圣灵大能

“神不是赐下恩典，像一枚钱币，给小孩子玩耍，而是像我们把钱给经纪作买

卖，是赐下来使用的。……在神的伟大恩赐中，一切都是实用的。他种树为让它

们结果子，播种是为了从中可以收成。我们不可漫不经心，不可投机取巧；神从
来不会这样。当人以为恩典赐下来只是令他安心，给他一种超越他同胞的优越感，
或者使他可以避免那当受的责备，他就是不晓得主赐下恩典的目的，确实，他就
是不认识这伟大的秘密。神在我们心里动工，为了使我们也可以工作，他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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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为的是我们可以服事他，使我们在恩典上富足，为了使他的荣耀的丰富可以
得到彰显。”——司布真
•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罗12:11)
•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
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

•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代下16:9）



III. 顺服牧师带领（4:11-14；3章）

“11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
树，是什么意思。12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
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
什么意思。13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
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14他说，
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 大祭司约书亚和省长所罗巴伯

与出埃及记描述的帐幕中的金灯台和列王纪
上以及历代志下描述的圣殿中的金灯台相比，
撒加利亚异象中的金灯台完全着重在使灯台
能发光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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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顺服牧师带领（4:11-14；3章）
“1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但也站在
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2耶和华向撒但说，撒但哪，耶和华责备你，就
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3约书
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4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

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5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
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6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
说，7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
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3:1-7)

“我倾覆你们中间的城邑，如同我从前倾覆所多玛，蛾摩拉一样，使你们好
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摩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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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顺服牧师带领（4:11-14；3章）
按神所设立的次序建造教会才能使教会成为照亮世界的金灯台

五旬节神使用被神呼召的使徒们建立教会
“既然在神圣洁的教会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14:40），
因此没有任何事比教会的组织更需要认真地按着次序行，因为若在这事上犯错，
将带给教会极大的伤害。因此，为了避免啰嗦和制造麻烦的人随己意教导或管理
教会（这是极大的可能），使徒们对此十分谨慎，免得有人在蒙召之外担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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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职分。因此，若任何人想成为教会正式的牧师，
他必须首先蒙召（来5:4），并在蒙召之后担任他所
接受的职分。保罗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每当保罗想
证明他使徒的职分时，他几乎都提到自己的蒙召以及
他对这职分的忠心。（罗1:1; 林前1:1）” ——加尔
文，《基督教要义》，p1080。



III. 顺服牧师带领（4:11-14；3章）
按神所设立的次序建造教会才能使教会成为照亮世界的金灯台

牧者（监督）的资格（提前3:1-6, 多1:6-9）；执事的资格 (提前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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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美好见证；2.生命美好品格
3. 持守、教导、辩护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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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
神主权
下的奠
基期

二阶段：
内在生
命成长
期

三阶段：
事奉迈
向成熟
期

四阶段：
生命迈
向成熟
期

五阶段：
聚合期

六阶段：
余晖期

III. 顺服牧师带领（4:11-14；3章）
按神所设立的次序建造教会才能使教会
成为照亮世界的金灯台



体会主的心情
（4:1-3）

倚靠内住圣灵
（4:4-10）

顺服牧师带领
（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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