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主日裝備課程【被擄後的小先知書】
哈該書 、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第一講

被擄後的小先知與歷史背景

教師：劉梅蕾師母

神對被擄歸回的以色列人的心意、以及聖殿的重建，不只是歷史也是神的啟示，並且
這些啟示是透過先知來傳達的，我們將由這三卷被擄後的小先知書 ，來看神對當時
的以色列以及現今我們屬靈光景的恢復，重建與復興，並且看見彌賽亞國度的盼望，
與這末世時代的關係。 願 2020 年是我們和教會不再被擄，乃是進入復興的另一波，
並且為我們的下一代帶來影響力！
被擄後的小先知書

書中的基督

對象

哈該書

重建建殿

祂恢復我們失去的產業

對南國猶大

撒迦利亞書

聖城復興

祂是洗除罪惡與污穢的泉源

對南國猶大

瑪拉基書

回轉歸神

祂是工義的日頭, 發出醫治的大能

對南國猶大

A. 被擄的歷史背景
ㄧ. 猶太人為何被擄? (王下 17:1-41; 王下 24-25; 代下 36:11-20)
離棄耶和華神；製造偶像；敬拜天上的萬象，使兒女經火；用占卜法術與
異族通婚，隨從外邦的習俗………。
北國(以色列)於主前 721 年亡於亞述帝國
亞述帝國於主前 606 年亡於巴比倫
南國(猶大)
第一次被擄於主前 605 年約雅敬在位時－王下 24:1-7;代下 36:5-6
實際人數不詳，但以理與三個朋友也在內
第二次被擄於主前 597 年約雅斤王在位時－王下 24:13-16
約有一萬人；其中大能勇士七千；匠人一千；其餘是眾首領與民眾
第三次被擄於主前 586 年西底家王在位時－王下 25:8-12
除了那些稱為民中最窮的以外全數被擄，大約有數萬
巴比倫於主前 536 年亡於瑪代波斯
波斯於主前 330 年亡於希臘
二. 被擄七十年歸回的預言 (耶 25:8-14, 29:10-15, 但 9:1-2)

三. 被擄歸回三次
a.主前 536 年由所羅巴伯帶領約五萬人回歸
b.主前 457 年由以斯拉帶領約一千八百人回歸
c.主前 445 年由尼希米帶領回歸,人數不詳
四. 被擄後的大事記(年份均為主前)
536
所羅巴伯帶領約五萬人回歸，重建聖殿
535
重建聖殿被阻
534
殿之根基立好，但建殿之工延滯
520
先知哈該撒迦利亞勸勉百姓動工建殿
516
重建聖殿之工完成
515
歡渡逾越節
478
以斯帖作波斯王后
457
約一千八百人隨以斯拉回歸
445
尼希米回歸建城牆
432
尼希米再回耶路撒冷，瑪拉基在此之後不久作先知
五. 古列王的諭旨(拉 1:1-4, 代下 36:22)
1. 為要應驗先知的話(賽 44:28;45:1-7)
2. 是神的心意，神激動古列的心
3. 宣告耶和華是天上的神，只有祂是神
4. 知道王權在神手中
5. 要神的子民為神建殿
6. 神同在的祝福
7. 要將禮物甘心獻上
六. 返回之餘民
1. 領袖(尼 7:7)
a. 所羅巴伯
省長設巴薩(該 1:1，斯 5:14-16)
撒拉鐵的兒子－大衛的後裔(代上 3:17-19，太 1:12)
領民回歸建殿，為新殿奠基，完成聖殿工程(拉 3:8,6:15,亞 4:9)
b. 約書亞(耶書亞)
大祭司
約薩達的兒子(代上 6:14-15; 該 1:1;12;14)
與所羅巴伯一起同工

七. 重建聖殿
恢復與神的交通
恢復節期
材料的預備
Ｂ. 先知
一. 先知的定義與稱呼
原意：異象的守望者
神的代言人(出 4:15,16; 申 18:19)
先見，神人，先知(撒上 9:6,9; 賽 30:10; 哈 1:3)
見異象者(民 24:4)
受感說話的人(民 11:29; 彼後 1:19-21)
二. 先知的興起與發展
是蒙召而非世襲(耶 1:4-5, 9,10)
亞伯拉罕 (創 20:7)
摩西 (申 18:15)
撒母耳 (撒上 3:19-20; 12:23; 徒 3:24)
－眾先知開始的代表
以利亞 (太 11:11-13; 路 9:28-36)
－先知的代表
－以利亞與施洗約翰(太 11:11-14; 路 1:13-17; 76-79)
火(悔改)，能力
那先知(約 1:21; 徒 3:22-26; 申 18:18; 來 1:1-2; 啟 19:10)
*耶穌基督
新約中的先知(林前 14:3; 弗 2:19-20)
*造就教會
三. 先知的使命
時代的守望者
呼召百姓悔改順服
分辯真偽
警戒與安慰
四. 先知的信息
宣告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是歷史與萬國列邦的主宰(何 13:4; 但 4:17)
宣告神的審判與應許，呼召百姓悔改，認識真神的聖潔、公義、慈愛
(珥 2:12-13; 何 6:1-3)

預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以色列與外邦的命運，彌賽亞的國度
(珥 2:28-31; 亞 12:2; ……)
五. 先知的特質與挑戰
1. 與我們一樣性情的人(雅 5:17)
2. 守望者
3. 絕對順服神，向自己死的人(何 1:2, 耶 16:2)
4. 孤單，遭人厭棄的
六. 研讀先知書的要訣
1. 確定歷史背景
2. 對照同期先知的信息
3. 預表、異象、異夢的解釋
4. 找出經文鑰詞
5. 注意預言的重點與原則
預言的起迄，附帶的解釋，應驗的時間與方式
七. 先知的職份與教會的配搭(林前 14:1-4; 12:4-10; 弗 4:11-12)
基本上是『受感說話』(耶 1:9; 賽 6:7)
領受神的靈，說神的話
先知是主所賜的職份，說出神的話是聖靈的恩賜
*聖經中的先知是啟示神的話語(彼後 1:19-21, 來 1:1)
現今教會中先知的職份乃是神話語的再啟示
－豫言(先知講道)，造就，安慰，勸勉
－Partial:不是完全的啟示
－Progressive:漸近式的啟示
－Conditional:有條件的啟示
－知識的言語(現在)—已經成就
－智慧的言語(將來)－必要成就
八. 先知書的分類與歷史
大先知書 5 卷； 小先知書－被擄前 9 卷；被擄後 3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