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蓋、匝加利亞、瑪拉基亞、
亞北底亞先知書
哈蓋（Haggai）
、匝加利亞（Zechariah）
、馬拉基亞（Malachi）及亞北底亞（Obadiah）
四卷書的篇幅不長， 其內容也並不相同，各有其特色。它們的內容反映出其時代的背
景約為公元前六世紀與四世紀之間 ，即是從南猶大滅亡（公元前五八七年） 開始，巴
比倫被波斯所滅後，波斯王居魯士讓充軍的人回國（公元前五三八年），以至希臘王亞
歷山大把波斯帝國滅亡（公元前三三三年）的 時 代。本文現從歷史背景、作者和成書
時間、內容結構和中心思想四方面，把這四卷書作一簡單的介紹。

一、歷史背景
自波斯王居魯士二世（ Cyrus II）讓充軍到巴比倫的猶大人民回國定居後（公元前
五三八年），由其子坎拜栖茲二世（ Cambyses II）起以至達理阿一世（ Darius I），對各
臣服的民族的政策都較為寬鬆。特別是後者，他容許各民族自由地實踐他們的宗教生
活，更讓他們中部份人作地方的官員。然而，大部份學者認為 ，事實上並非全部充軍
的人都回國，有部份仍留在充軍的地方。
雖然坎拜栖茲二世在波斯與埃及的戰爭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但他卻在趕回國
平亂的途中死去（公元前五二二年）。國內有勢力者，群起爭奪王位而令國家和社會動
盪不安 。雖然達理阿一世即位後， 曾力圖重整國家的秩序；但是爭奪王位而引起的社
會不安 ，不單影響了在巴比倫的猶大人，也同樣影響了已回國的那些猶大人 。可能是
因為處於這種環境中的原故，當時的猶大人，大部份都傾向於尋求個人的利益，而不
太求取社會和宗教上的利益（蓋 1:2-9）
。在則魯巴貝耳（Zerubbabel）和耶叔亞（ Joshua）
領導下 ，聖殿完成了重建工作後， 宗教的制度、 節期、祭獻和禮儀等才得以在猶大人
的團體中恢復。 1 哈蓋和匝加利亞兩位先知，都曾親身經歷過這聖殿重建的過程（蓋
2:1-9；匝 4:8-10）。瑪拉基亞先知提及聖殿的祭獻，即使是在指責以色列，這也見證了
聖殿已重建完成（拉 1:6 -14）。
這段時期內，南部的猶大人和北部的撒瑪黎雅人，在團體和宗教上的矛盾亦逐漸
加深了 。而當撒瑪黎雅人在鄰近舍根的革黎斤山（Mount Gerizim）上建造了他們的聖
殿時， 猶大人和撒瑪黎雅人便正式的決裂。根據若瑟夫的記載 ，革黎斤山上的聖殿是
在希臘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為王時建造的。故此，自此以後，南部的猶大人
視北部的撒瑪黎雅人如同外邦人一樣。
自達理阿一世以後 ，波斯帝國已不如以往般強盛，而在達理阿三世登位時，波斯
帝國已是強弓之末。 波斯與希臘連綿的戰爭，使波斯更為衰弱 ，最後於公元前三三三
年被亞歷山大所滅亡。 2

1

A. Cody, "Haggai, Zechariah, Malachi", in R. E. Brown - J. A. Fitzmyer - R. E. Murphy (ed.), 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90, 22:3 -4.

2

H. Jagersma, A History of Israel to Bar Kochba , London: SCM Press Ltd. 1994, 203-211.

二、作者和成書時間
哈蓋先知書中，多次提及上主藉哈蓋先知宣佈祂的說話； 而且，亦多次清楚提及
先知所處的時間（蓋 1:1; 2:1,10,20）；因此可以肯定先知得到天主啟示的時間，是在公
元前六世紀的下半世紀。不過，在書中的描述中 ，說及先知宣佈上主的說話時，常以
第三者的方式來稱呼先知的名字。 故此，相信這卷書的作者不是哈蓋先知本人，而成
書的時間也極可能在公元前五世紀左右。 3
匝加利亞先知書內容的描述，反映出至少兩個不同的時代 ：第一至八章所描寫的
是公元前五二○年左右的時間（匝 1:1,7; 7:1）
，而第九至十四章則反映著亞歷山大為王
時及以前的一段時間 ，約公元前三三三至三三○ 年間。不過， 有些學者將第十二至十
四章獨立處理。由於書中反映著不同的時期，很多學者都認為這卷書是來自不同作者
的手筆，並分別稱其為「第一匝加利亞」
（一至八章）
、
「第二匝加利亞」
（九至十一章）、
甚至「 第三匝加利亞 」（十二至十四章）。雖然如此，但這些片段有一定的連貫性，並
有很多共同點：如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及作為最後的終向、救恩的普世性、猶大必需淨
化等。 這正顯出有一位編輯，作最後的審閱，並且把不同時期的資料編排到現在的固
定形式。成書的時間相信是在公元前四世紀末。 4
瑪拉基亞先知書沒有清楚指出誰是作者，但相信這卷書是後來被編輯而成的。同
時，雖然書中亦沒有明確指出所處的時間，但是其內容所描寫的不同事物， 如聖殿和
祭獻（拉 1:10），顯出聖殿已重建完成。而且，書中應用了波斯帝國所採用的官員名稱
（拉 1:8）。這些不同的描述，都暗示先知的言論是在公元前五一二年以後所發表的。
因此，成書的時間大約是在公元前五世紀。 5
亞北底亞先知書中 ，如大部份先知書一樣，只在開始時提及先知的名字後，便再
沒有提及其名字。而且，書中亦沒有直接提及書的內容是亞北底亞先知所寫的。因此，
要斷定這卷書是否他寫的，則很是困難。然而， 對於成書的時間，由於書中提及厄東
的滅亡，而在歷史上，厄東約於公元前三一二年被納巴泰人（ Nabateans）所滅；因此 ，
很多學者都認為這書應在公元前五世紀末與四世紀初之間完成的。 6
整體而言，四卷書中雖提及先知的名字，但卻沒有足夠的資料去肯定它們的作者
是誰。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書的內容必是從先知所處的時代留存下來的； 而且是經
過一定的編輯過程而達至現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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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結構
哈蓋先知書全書共兩章，可分為四部份：一、重建聖殿的勸諭（蓋 1 : 1-15）；二、
對重建聖殿工作的神諭（蓋 2:1-9）；三、上主的恩許和祝福（蓋 2:10-19）及四、上主
揀選則魯巴貝耳（蓋 2:20-23）。 這卷書在開始時 ，記述了上主藉哈蓋先知去向則魯巴
貝耳和耶叔亞提出重建聖殿（蓋 1:1-11）
，則魯巴貝耳和耶叔亞二人便聽命而著手重建
聖殿的工作（蓋 1:12-15）。隨後 ，上主指出重建後的聖殿將可比美昔日的聖殿，而且
比舊聖殿還更勝一籌（ 蓋 2:9）。在第三部份中，上主先指責百姓所奉獻的東西都是不
潔的（蓋 2:14），更指出百姓仍然沒有歸向祂（蓋 2:17）。不過，祂仍是對他們作了恩
許及祝福了他們（蓋 2:18-19）。
匝加利亞先知書共有十四章，全書可分為三個單元：第一至八章、第九至十一章和
第十二至十四章。第一個單元包括三部份：首先是引言（匝 1:1-6）
，隨後是一連八個神
視（匝 1:7-6:15）
，最後是一些對以色列的宗教、社會問題和其復興的神諭（匝 7:1-8:23）
。
引言中 ，上主藉先知勸告百姓離開邪道，但百姓卻不理會（匝 1:4）。 跟著作者描
述了先知的八個神視：上主派遣以巡視大地的騎士和馬（匝 1:7 -17）、四隻角和四個工
匠（匝 2:1 -4）、手拿繩墨測量耶路撒冷的人（匝 2 : 5-17）、撒殫控告大司祭耶叔亞與上
主宣告祂僕人「苗芽」的出生（匝 3:1-10）
、金燈台和兩棵橄欖樹（匝 4:1-14）
、飛翔的
書卷 （匝 5:1 -4）、坐在厄法中的女人（匝 5:5-11）及四輛馬車和以金、銀造成的冠冕
（匝 6:1-15）。第三部份則提及在宗教上的齋戒 （匝 7:1 -7）與社會中公義和仁愛的問
題（匝 7:8 -14）
，同時也指出上主將再次復興以色列（匝 8:1 -19）
，而且許多民族也要尋
求和皈依上主（匝 8:20-23）
。第二單元包含的神諭主要可分為七個部份：一切都屬於上
主，祂要親自主管並防守祂的產業（匝 9 : 1-8）
、正義的君王將謙遜地騎著驢駒進入耶路
撒冷（匝 9:9 -10）、萬軍的上主將拯救和牧放祂的百姓（匝 9:11-17）、勸告人民要祈求
上主以免被謊言所影響（匝 10:1-2）、上主要使以色列復興 （匝 10:3-12）、黎巴嫩和巴
商要被摧毀（匝 11:1-3）與及上主放棄的羊群和牧人（ 匝 11:4-17）
。最後一個單元的神
諭描寫上主的日子來臨時要發生的事，分為五個部份：上主保衛和鞏固了耶路撒冷（匝
12:1-9）、上主憐憫並潔淨耶路撒冷（匝 12:10-13:1）、上主剷除一切偶像和假先知（匝
13:2-6）
、上主要煉淨牧人和其羊群（匝 13:7-9）與及耶路撒冷面對的災禍和最後得到拯
救（匝 14:1-21）。
瑪拉基亞先知書共有三章，可分為四部份：一、指出上主對以色列的愛（拉 1:1-5）
；
二、對司祭和以色列民的斥責（拉 1:6 -2:17）；上主來臨時的一些景況（拉 3:1 -21）及
四、最後的忠告（拉 3:22-24）。
第一部份指出上主對以色列的愛超過其他民族，即使是與以色列有血緣關係的厄
東，也不及以色列（拉 1:2 -4）
。在第二部份中，上主斥責司祭們輕視了祂的名，因為他
們以有缺陷的祭品奉獻給祂（拉 1:6-8）
。但是異民卻奉獻上主所悅納的祭品，天主的名
在異民中大受顯揚（拉 1:11）。上主更警告司祭沒有切實遵行祂的道，違反和破壞了上
主與肋未所訂立的盟約（拉 2:8-9）
。上主也斥責以色列民與供奉異邦神祇的女子結婚 ，
他們不守信義並褻瀆了天主與他們祖先所訂的盟約（拉 2:11）。而且，他們更背棄了自
己的妻子，甚至休了她們（拉 2:14-16）
。書的第三部份描繪了上主來臨時的一些景況 ：

首先，上主要派遣祂的使者前來為祂預備道路，這使者要如煉金者的爐火一樣，從肋未
子孫起，煉淨所有以色列民（拉 3:2 -6）
。然而，誰若不轉向上主，必受到嚴厲的詛咒和
懲罰 （拉 3 : 7-9）。因為在上主來臨時， 要按照以色列民的行為，施以賞報和懲罰（拉
3:13-21）。最後一部份中，上主提醒以色列民應記得祂藉梅瑟所頒佈的法律，而且指出
在上主日子來臨以前，祂必派遣厄里亞前來，勸告以色列民要從罪惡中重返正途。
亞北底亞先知書全書只有二十一節，其內容主要針對的對象是厄東，可分為兩個
部份：一、上主對厄東的神諭（北 1-15）和二、以色列復興的神諭（北 1 6-21）。對厄
東的神諭中，上主指出祂要使厄東成為在萬民中 ，一個弱小的民族，並受人輕視（北
2）。而且，厄東將受到各種災禍及滅亡（北 8-9）。受這懲罰的原因是由於厄東殘害了
以色列，而且，在猶大子民遭難及瀕於滅亡時卻袖手旁觀（北 10-12）。然而，以色列
將得到救援（北 1 7），並且會重新佔領客納罕和南方各地（北 2 0）。

四、中心思想
哈蓋先知書全書都圍繞著重建上主的聖殿，書中指出重建聖殿的重要性 ，鼓勵猶
大人民要重建聖殿。 但同時也斥責那些自私的人 ，因為他們只求自我的利益 ，而沒有
理會整個民族的好處 。另外，書中也肯定地說明聖殿重建後， 上主會特別祝福人民，
讓他們有更好的生活。
匝加利亞先知書在不同的神諭中 ，肯定了上主要在祂的日子時懲罰以色列和其他
民族。 然而，書中亦同時指出上主因著祂的愛和憐憫，決意要拯救以色列。 祂要親自
牧放祂的羊群，而且 ，異民也會得到上主的拯救 。另外，作者的默西亞觀， 與耶肋米
亞和依撒意亞先知書所描述的相類似。書中所提及的「苗芽 」（匝 3:8; 6:12），如同耶
肋米亞先知書中的「正義的苗芽」
（耶 23:5; 33:15）及依撒意亞先知書中的「根苗」
（依
53:2）；也如同依撒意亞先知書般，描寫為「上主的僕人」
（匝 3:8; 依 42:1; 49:3; 50:10;
52:13; 53:11）
。再者，書中以「謙遜的君王」
（匝 9:9）和「被刺透的那一位」
（匝 12:10）
來 形 容 默 西 亞 ， 這 些 片 段 在 新 約 中 也 被 引 用 來 指 出 耶 穌 就 是 默 西 亞 （ 瑪 21:4-5; 若
19:37），因為這些預言都在耶穌身上得到應驗。
瑪拉基亞先知書雖只有短短的三章，但卻說出了幾點重要的思想。首先是在斥責
以民和司祭的祭獻時 ，指出異民的祭獻將蒙悅納 ，也就是說上主的救恩將不只是為以
色列民 ，而是為全人類。書中亦同時指出婚姻的神聖性，是不能隨便休妻再娶的。而
且，更重申盟約和法律是以民必須遵守的，上主在祂的日子中賞善罰惡。然 而，在祂
來臨以前，祂先會派遣厄里亞來準備一切。
亞北底亞先知書的重點集中在懲罰厄東上，指出厄東要因不但沒有幫助 ，反而參
與殘害以色列而受到懲罰以至滅亡 。並且指出以色列將要得到上主的救援， 不單能擺
脫困厄，而且能夠復興起來，收復失去的土地。最後，上主要執掌王權，統治萬民。
（取自《荒漠燃荊：丙年》
，香港：展福（香港）有限公司，2000，(50)-(5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