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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該書引言】 
 

【為什麼要讀哈該書？】 

 任何人若想要知道神現在仍然呼召祂的子民，同心合意建造神的家，好使祂得著榮耀，就必須讀本書。 

 本書一再強調：「要為神建造」(一 8) 和「剛強作主工」（二 4）。這兩樣正是今日教會所需要的。 

 

【如何讀哈該書？】 

 本書重點是復興與重建聖殿為主，其經過情形，在以斯拉記中有詳細的記載，故需兩書一同研讀，才能明瞭其全

般狀況和歷史背景。 

 仔細查讀本書中關于論到基督二次降臨時的預言。祂必震動天地萬國，萬國羡慕祂的來到，使聖殿滿了祂的榮耀。

這殿亦即指為基督自己。（約二 19—21），祂作和平之君，為賜平安之王。（太二 6；廿七 11；約十四 27）。 

 

【本書鑰節】 

【該一 7】「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該一 8】「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 

【該二 4】「耶和華說：所羅巴伯啊！雖然如此，你當剛強！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啊！你也當剛強！這地的百

姓，你們都當剛強作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該二 9】「這殿后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本書鑰字】省察(一 7) ；建造(一 8)；剛強（二 4）。 

 

【本書要旨】鼓勵歸回的百姓不要鬆懈，應繼續努力完成建造聖殿之工作。 

 

【本書分段】本書共兩章，有卅八節。按日期為五篇信息，可分作五段： 

(一) 第一篇信息(六月 1日) ──要省察 (一 1～11) 。 

(二) 第二篇信息(六月 24日)──激動與應許(一 12～15) 。 

(三) 第三篇信息(七月 21日)──當剛強作工(二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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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四篇信息(九月 24日)──聖別與賜福 (二 10～19) 。 

(五) 第五篇信息(九月 24日)──預言與國度 (二 20～23) 。 

 

【默想】讀完這本書後，試問： 

(一) 你的生活和事奉是否以神居首家呢？ 

(二) 你是否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太六 33）呢？ 

(三) 為著建造神的家，你是否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林前十五 58）呢？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何等的感謝祢賜給我們哈該書！主阿！求祢激動我們的心，來建造祢的殿。為著建造祢的

教會，我們願獻上一切。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詩歌】 【建造當趁今日】(《補充本》603首第 2，4節) 

(二) 我們何等眼瞎，只顧自己的事務，  

任憑神殿荒涼─ 哦主，你必須有路！  

    我們情願上山取木，為建你殿勞碌；  

絕不再說：『且等明日，』建造當趁今日！ 

(四) 主，為著你教會，叫我們廢寢忘食，  

為建造獻一切─ 專心豫備你居所！  

    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已建成的教會。  

時候不多，建造我們，讓你能早歸回。 

視聽――建造當趁今日 ～Church In Marlboro   
 

【金句】「建造神的家應該是我們的職業，應該在一切事上居首位，有優先權。」── 江守道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etusbuil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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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該書每日讀經】主要的話──省察 
 

題示：請先把本書讀一至两遍。哈該字義乃「耶和華的節期」或「神的筵席」，就如他所傳的信息，重建聖殿，乃是

人生最快樂的事工。 

 

九月二十二日 

讀經 哈該書第 1章；呼召重建聖殿。 

重點 呼召重建聖殿。  

鑰節 【該一 5～8】「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吃，卻不

得飽；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得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漏的囊中。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

省察自己的行為。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 

鑰字 「要省察」【該一 5、7】──省察」與「追想」原文字同，本書共用過五次（一 5，7；二 15，18 三次）。在哈

該的預言中，這一個鑰字是神在那個特殊的光景中向百姓提出的。被擄歸回的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們生活的

主要目的是建造神的殿。但他們開工奠基後，遭遇外邦人的反對，因而都灰心失望，竟然停工了十五年之久。於

是神對於這些百姓，有一個特別的字給他們，那就是「要省察」（5、7節）。 

第 5 節的「要省察」是要他們先心中仔細察看，過去所作的是甚麼呢？他們為什麼辛苦撒種，卻收的少呢？他們

為什麼得不著神的祝福呢？因為他們只顧自己安逸享受，建房，種收，所以得不到神的祝福。 

第 7節的「要省察」是要他們省察，現今是否有上山取材，建造聖殿的行動呢？因為建造神的聖殿乃是榮耀神。 

他們「要省察」是否使神得榮耀呢？ 

第一個「要省察」（5 節）是向後看，察看所已經作過的事，藉此回想過去的失敗、把握現今的時機；第二個

「要省察」（7 節）乃是向前看並提醒他們不應只為自己的事，而忘記了聖殿重建的事。所以，他們要上山取木

料，建造這殿，神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 

親愛的，你是否也「要省察」自己的生活優先的順序和人生的價值觀？你是否看重神家的事比自己家的事更重要

嗎？你是否為神而活(林後五 14)，討他的喜悅，並且使他得榮耀呢？你是否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嗎 (太六

33) ？ 並竭力多做主工嗎 (林前十五 58)？ 

綱要 第一章，本書按日期分為五篇信息。本章記載哈該傳講的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信息，主要是呼召百姓重建聖殿。全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2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4 
 

章分為二段： 

(一) 第一篇信息(六月 1日)──責備百姓推托與懈怠，呼籲要省察行為，並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1～11) 。 

(二) 第二篇信息(六月 24日)── 宣告神與他們同在，激動百姓的的心，為神的殿做工(12～15) 。 

核心

啟示 

第一章，猶太人在公元前 538年從巴比倫歸回耶路撒冷後即重建聖殿，但由於敵人的諸多阻礙，開工奠基後就停

止了。直至主前 520年八月，也就是停工超過止十五年之後，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哈該出來呼召和鼓勵百

姓完成聖殿的重建工程。哈該在短短四個月中，一連傳達了四篇獨特的信息，忠心完成了神所託付的使命。本章

記載哈該傳講的第一篇是對懶惰自私的百姓的譴責和勉勵的信息，要點是「建造這殿」(一 8) 。神藉先知責備

歸回的選民只顧自己天花板的房屋，而讓神的殿荒涼，結果卻自招貧窮；先知勸他們要省察自己，積極起來建造

神的殿。哈該傳講的第二篇信息要點是「耶和華說：我與你們同在」(一 13) 。神藉先知他們若努力建造聖殿，

祂就必與他們同在。百姓在哈該鼓勵下重新興工建造聖殿。 

本章我們看見哈該多次強調他的信息是耶和華的話(一 1，3，5，7，8，9…)，並且用了「萬軍之耶和華」這個

詞 (這詞常常出現於舊約末了三卷先知書)，指出神的大能和主權。當神的儿女遭遇到患難、困苦、缺乏、打擊

的時候，讓我們記起「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一 5，7）。許多時候，就因我們自己安

逸享受，建房，種收的緣故，而得不到神的祝福（一 5，10）。 

默想 第一章，「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該一 5～8】。親愛

的，建造神的聖殿乃是榮耀神。多少時候你是否住在有舒適天花板的房屋中，卻任由神的家荒涼？你有沒有將神

放在第一，只顧到自己的家，卻不顧神的家呢？但願神激動你的心，來建造神的。 

禱告 主阿！求祢激動我們的心，今日答應祢的呼召，積極起來建造祢的家，不再推托。 

詩歌  【建造當趁今日】(《補充本》603首第 2，4節)  

我們何等眼瞎，只顧自己的事務，  

任憑神殿荒涼─ 哦主，你必須有路！  

    我們情願上山取木，為建你殿勞碌；  

絕不再說：『且等明日，』建造當趁今日！  

視聽――建造當趁今日 ～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二十三日 

讀經 哈該書第 2章；鼓勵完成建殿工程。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etusbuild.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2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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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鼓勵完成建殿工程。 

鑰節 【該二 9】「這殿后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鑰字 「這殿后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該二 9】──這是一個重要的預言。「這殿后來的榮耀，必大過先

前的榮耀」并不是指當時所羅巴伯所建的殿。這殿顯然是指千年國中那榮耀的殿（結四十～四七），因為在它

出現以前，神必先「震動天地、滄海、与旱地震動萬國；萬國所羡慕的必來到」，然后神使這殿滿了榮耀（該

二 6～7）。在屬靈的方面說來，「這殿」也指基督自己，所羅門所建的殿中所有的一切都是預表基督，基督就

是殿中各樣預表的體形。所以基督這屬靈的殿當然比第一所殿更榮耀。「這殿」也指那榮耀的教會。教會在神

的眼中看來是「聖潔沒有瑕疵」的，所以教會這屬靈的殿也比第一所殿更榮耀。 

綱要 第二章，本章記載哈該傳講的後三篇的信息，主要是鼓勵百姓完成建殿工程。全章分為三段： 

 (一) 第三篇信息(七月 21日)── 預言未來聖殿的榮耀（1～9） 

（1） 神的鼓勵──神同在的應許（1～5）。 

（2） 神的預言──末後聖殿的榮耀必大過先前（6～9）。 

(二) 第四篇信息(九月 24日)──對百姓罪污的警告（10～19） 

（1） 藉著問答的方式，談及百姓的罪污（10～13）。 

（2） 因有污穢，百姓在神面前不蒙祝福（14～19上）。 

（3） 但從今起罪污得洁淨，并有祝福之應許給百姓（19下）。 

(三) 第五篇信息(九月 24日)──對彌賽亞的應許（20～23） 

（1） 列邦必傾覆之預言（20～23）。 

（2） 國度的君王彌賽亞（由所羅巴伯預表）之預言（23）。 

核心

啟示 

第二章，本章的信息是在第一章的一個半月後說的。之後再一個月，耶路撒冷人就開始動工，預備蓋聖殿的材

料。本章記載哈該傳達了其它三篇的信息。在第三篇的信息（1～9）要點是「因為我與你們同在」(二 4) 。哈

該激動百姓的心，並傳講重建聖殿之榮美的應許。他提醒百姓不要小看建殿之工，因祂應許要將萬國的珍寶運

來，使殿充滿比前更大的榮耀，並要賜平安；同時他以神的同在激勵百姓剛強作工（1～9）。第四篇的信息

（10～19）要點是「從今日起我必賜福與你們」(二 19) 。哈該警告百姓罪污要得潔淨。他解釋百姓雖已動工

建殿，但因有污穢，在神面前不蒙悅納；接著他安慰百姓，他們若歸向神，神必再賜福與他們（10～19）。第

五篇的要點是「我必以你為印」(二 23) ，是有關所羅巴伯(預表彌賽亞)的應許。哈該預言神要除滅列邦，以

所羅巴伯為印，藉此預表神要建立祂的國度（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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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我們看見哈該兩次題到神和祂的子民「同在」（一 13；二 4）。一次是在「百姓都聽從耶和華的話」并存

「敬畏的心」之後（一 12），一次是在百姓「剛強」（二 4）忠心地負起祂的工作之後。當時百姓為自己建筑

精美的房屋，把建殿的事漸漸忘掉。加以仇敵的反對和攔阻有增無減，荒蕪、干旱等接連而來，他們認為「建

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該一 2，4，6，10）。就在這种情況之下，先知哈該和撒迦利亞起來，宣告神

與他們同在。百姓受到鼓勵，靠著神的幫助，完成這一個神聖的工程。 

【本書大事記】本書有關猶太人回國建聖殿和城牆之先後次序，分列如下(年分全是主前)—— 

(一) 五三六年：所羅巴伯領五萬猶太人歸耶京。 

(二) 五三六年七月：重建祭壇獻祭。 

(三) 五三五年二月：重建聖殿，被阻。 

(四) 五二○年六月一日：哈該勸勉百姓動工。 

(五) 六月卅日：建殿工作重新開始。 

(六) 七月廿一日：第二次勸告。 

(七) 八月一日：撒迦利亞第一個信息。 

(八) 九月廿四日：哈該第三、四次勸告。 

(九) 十一月廿四日：撒迦利亞見異像。 

(十) 五一八年九月四日：撒迦利亞再見異象。 

(十一) 五一六年十二月三日：聖殿完成。 

(十二) 五一五年一月十四至廿一日：歡度逾越節。 

(十三) 四五七年：以斯拉重立律法，施行改革。 

(十四) 四四四年：尼希米重建城牆。 

默想 第二章，「這殿后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該二

9】。親愛的，許多人看重外表物質的豐富華麗，而忘了聖殿若沒有神的臨在，不過是個普通的建築物而已。今

日你應看重的是──教會是否是個禱告的教會？是否是個聖靈充滿的教會？是否是個有愛心見證的教會？是否

是個能彰顯神大能的教會？ 

禱告 主阿！願教會能見證祢的榮耀不敗落。 

詩歌 【這是榮耀教會】(《聖徒詩歌》676首副歌) 

這是榮耀教會，聖潔無瑕疵，已在寶血中洗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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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榮耀教會，聖潔無瑕疵，已在寶血中洗淨。 

視聽――這是榮耀教會～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hse_u6xQ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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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該書 主要的話──省察 

 

對建造聖殿者的四預言 

一 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一日：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二 1至 9 大利烏二年七月廿一日：新殿的榮耀 

二 10至 19 大利烏二年九月廿四日：被罪惡玷污 

二 20至 23 大利烏二年九月廿四日：所羅巴伯為印 

 

重要主題  

主題 解釋 重點 

正 確

的 價

值觀 

神吩咐被擄歸回的猶太人

重建聖殿。但因為百姓只

顧重建自己的家園，以致

十五年過去了，建殿工程

仍未完成。於是哈該告訴

他們要有正確的價值觀。 

我們很容易看其他事情比神

的工作更重要，但神要我們

完成祂的工，建立祂的國。

不要停下來，也不要找藉

口；要把心思校準，保持正

確的價值觀，做正確的事。 

神 的

鼓勵 

百姓工作，哈該就鼓勵他

們，以聖靈的同在和最後

的勝利來堅定他們，又告

訴他們彌賽亞必作王，讓

他們得著盼望。 

神把工作交給我們，我們就

只管去做，不用害怕。神的

資源無限，祂會透過周圍的

人鼓勵我們，幫助我們完成

祂所吩咐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