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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引言】 
 

【為什麼要讀瑪拉基書？】 

 任何人若想要知道當如何記念神的日子，並預備好迎接那位要再來的主，就必須讀本書。 

 在瑪拉基時代的猶大人，神的愛沒有得到以色列人的回應。他們埋怨神，剛愎和驕傲，墮落，不肯悔改的態度，

也是今日我們常犯的。當我們在何事上抱怨神，懷疑神的愛，就是反映了我們需要悔改並回轉到祂的愛中。 

 

【如何讀瑪拉基書？】 

 先知瑪拉基與建造者尼希米是同一時代的人物。讀本書時，故需同時參讀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對於猶大被擄

時期，重建聖殿，及勸民悔改認罪等情形，才能明瞭其全般狀況和歷史背景。 

 仔細查讀本書中關于基督和祂先鋒的來臨的預言(三 1)，在新舊約之間作了承上接下的橋樑。再者本書預言基督

的第一次來臨，也遙指祂的再來，那時祂要施行審判(三 2-5，四 1)，潔淨利未人(三 3)，如公義的日頭出現並

醫治敬畏神的人(四 2)。 

 

【本書鑰節】 

【瑪一 2】「耶和華說：『我曾愛你們。』你們卻說：耶和華說：『以掃不是雅各的哥哥嗎？我卻愛雅各。』」 

【瑪三 1】「萬軍的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祂的殿；立約

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 

【瑪四 2】「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肥犢。」 

 

【本書鑰字】在何事上(一 2，6，7，二 17，三 8)；萬軍之耶和華(全書出現約 25次) 。 

 

【本書要旨】本書主要的信息是：記念祂的愛；懊悔自己的罪；回轉歸向祂；仰慕要來的主。 

 

【本書分段】本書根据內容可以分作四大段： 

(一) 神對以色列的熱愛（一章一至五節） 

(二) 神嚴責祭司的罪（一章六節至二章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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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神嚴責百姓的罪（二章十至十七節，三章七至十五節） 

(四) 神豫示耶和華的日子（三章一至六節，十六至十八節，四章一至六節） 

 

【默想】舊約聖經以「咒詛」結束（瑪四 6），新約以「祝福」結束（啟廿二 21）。其中的關鍵正是當神得著人的敬

重和愛戴，咒詛就將變成祝福。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何等的感謝祢賜給我們瑪拉基書！主阿！使我們真正成為一班預備好迎接祢再來的人。是

的！主耶穌啊，我們願祢來！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詩歌】【新鮮如同清晨甘露】(《聖徒詩歌》488首第 3節) 

主，像清晨放明日光，驅盡所有的黑暗； 

並且用你醫治光線，使我黑暗變中天。 

安慰之主，求你就來，來到憂苦、疲倦心； 

你這有福、榮耀盼望，哦，來與我永親近。 

（副）盼望之主，你的聲音何甜！ 

在你面前，我心因此暢歡！ 

視聽――新鮮如同清晨甘露 YouTube  

 

【金句】「瑪拉基書很像一片美麗的晚霞，結束了漫長、辛勞的一日；但它又像一線柔和的曙光，孕育著燦爛、光明

的一天。」──匿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60q9YH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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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每日讀經】主要的話──祂來的日子 
 

題示：請先把本書讀一至两遍。瑪拉基原意為「我的使者」，他被神呼召，向百姓宣告了神的責備和應許。本書共有

七場神和以色列人的對話或辯論。在瑪拉基書的五十五節中，有四十七節是以神自己直接講話的方式記錄下來。

願我們在神面前俯伏、降卑自己，聽見祂的聲音並且順服祂的話。 
 

九月三十日 

讀經 瑪拉基書 1-4章)；祂來的日子。 

重點 嚴責祭司的罪 (瑪 1)；嚴責百姓的罪 (瑪 2)；『耶和華日子』的來臨 (瑪 3)；榮耀的應許(瑪 4) 。 

鑰節 【瑪一 2】「耶和華說：『我曾愛你們。』你們卻說：耶和華說：『以掃不是雅各的哥哥嗎？我卻愛雅各。』」 

【瑪二 7】「祭司的嘴裏當存知識，人也當由他口中尋求律法，因為他是萬軍之耶和華的使者。」 

【瑪三 10】「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

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瑪四 2】「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肥

犢。」 

鑰字 『在何事上』【瑪一 2】──瑪拉基書的「麻」（Maw，譯音）這個字在本書中用過約八次（一 2，6，7，二 17，三

7，8，13，14），在中文聖經中作「在何事上」、「如何」、 「甚麼」。這字一方面說出瑪拉基時代的猶太人著迷

的情形，得罪了神，自己還不知道；另一方面也說出他們對神那种倔強的態度，這种態度後來就演進到了主耶穌時

代猶太人拒絕主和今日他們還不肯悔改的那种剛愎和驕傲。同時，他們中間有祭祀、有儀式，可是都失去了實際；

這就形成了後來主在世時的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兩等虛假又偽善的人。同時他們行詭詐，以次充好（一 14），扣住

十分之一這都源於他們貪利、吝嗇的特性。 

瑪拉基書的信息，非常切合今天的時代，它所指出的毛病，也正是今日神子民常常犯上的：信徒的不敬虔，假裝無

知，不知痛悔，否定了神的權柄和話語，事奉和奉獻上馬虎了事、態度輕忽，甚至嗤之以鼻，在道德問題上十分脆

弱，更有與非信徒通婚的。願我們受提醒，神巴望得著我們愛祂、敬畏祂，有真誠的事奉、獻祭，並且信仰道德生

活一致。今天黑夜已深，外面的情況或許不叫人受鼓舞，反而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漸漸冷淡了。但要知

道末日將近，主必快來，我們當常思念主愛，操練敬虔，生活端正，將身體獻上，殷勤事奉，並且束緊心中腰帶，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3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4 
 

儆醒等候主，到那日必蒙主稱許。 

 

「祭司的嘴裏當存知識」【瑪二 7】――很可能有許多所謂的復興，是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雖然有屬靈恩賜的表

現，卻沒有基督的供應和事奉。這好像有了許多飲食的餐具，可是沒有食物給它們襯托出來。沒有基督的所謂復

興，比這更不如了，因為缺了基督，恩賜不只是虛空的，並且還可能是騙人的；至少其中有些恩賜是出於假冒基督

的職事。神子民最切實的需要，不是我們在講道、禱告、或其它種種形式的活動上所表現的恩賜，而是我們個人對

基督的認識，至於恩賜，不過是傳遞這個認識的媒介。在一間醫院裡，兩個護士可能使用兩把完全相似的湯匙，但

至關重要的不是湯匙，而是她們放在湯匙內所給病人的東西。她們之中的一位可能放一些有治療功效的珍貴藥品，

而另一位則可能只放一些鎮靜劑。必須記得：真算得數的，乃在乎我們所供應的是什麼東西。―― 倪柝聲 

 

「以此試試我」【瑪三 10】──神要求人試試祂。這是一句非常特別的話；聖經中除此以外，別處再沒有這樣的話

了。神是一位樂意施恩給我們的神，但在這里神要祂的儿女們在生活上以禱告、信心、忍耐各种方式來試祂，可是

祂更要他們以「十分之一」來試祂，來經歷祂。這「十分之一」在舊約時代是指，把收入中的十分之一納入神的倉

庫（申十四 23，28；廿六 12）。因這「十分之一」是屬於神的，故此是「當納」的，而不是「奉獻」，超過「十分

之一」的才是奉獻。然而，在新約時代，神要求我們的是全然的奉獻，就是羅馬十二章一節：「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洁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親愛

的，今日你仍可以此事試祂，經歷祂的傾福，甚至無處可容（三 10下）。這是神的應許，祂永不失信。讓我們一起

唱：「耶穌、耶穌，何等可靠， 我曾試祂多少次；耶穌、耶穌，我的至寶， 祂是活神不誤事。」──(《聖徒詩

歌》434首副歌) 

 

「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瑪四 2】──在舊約的結語中，日頭出來。樂園的清晨來到，曾經

是無雲的一片晴朗，但不久天堂就昏暗了，最後好似完全籠罩起來，只剩了一小片的藍天。在以後的世代中，都是

幽暗，但是陽光仍然存在，只是被遮掩起來。然而太陽的光線仍舊出現，每一項寶貴的應許，每一件嚴肅的預表，

每一個聖潔的生命，在超然的美中之中浸潤著。這些好似陽光從人為的罪惡與黑暗的阻擋中仍然放射出來。這遠遠

超過舊約聖徒所夢想願望的。到了時候，一切預表、象徵、比喻都要相繼實現，有清晰的異象，將看見神的面。 

我們現在是有明顯的異象，我們儘管前去歡樂吧！我們為神賜給一切的美物而歡喜，我們應表現我們的喜樂，好似

初春的羊羔在草原上跳耀歡樂一般。我們歡樂，因為神的愛光照著。我們歡樂，因為黑暗已經過去，真光正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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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我們歡樂，因為祂正要再來，好似以前來過那麼確實。我的靈應該醒來，唱詩彈琴歌詠！新郎近了。聽哪，車

輪滾動的聲音真洋溢在天空，是的！主耶穌啊，我願你來！──邁爾 

綱要 本書根据內容可以分作四大段：神對以色列的熱愛、神嚴責祭司的罪、神嚴責百姓的罪、神預示耶和華的日子。 

(一) 宣告神對以色列人的愛(引卻愛雅各為證明)（一 1～5）── 

（1） 引言（1）。 

（2） 神宣告祂愛以色列（2）。 

（3） 神引過去愛他們的證据（3～5）。 

(二) 神嚴責祭司的罪（一 6～二 9）── 

（1） 獻祭上藐視神，沒有尊敬和敬畏（一 6～二 4）。 

（2） 祭司墮落，教導上的塞責（二 5～9）。 

(三) 神嚴責百姓的罪（二 10～17，三 7～15) ── 

（1） 彼此欺詐的罪（二 10）。 

（2） 休妻、娶外邦女子之罪（二 11～16）。 

（3） 在奉獻事上的虧欠（三 7～12）。 

（4） 在言語上頂撞神的罪（三 13～15）。 

(四) 神預示耶和華的日子（三 1～6，16～18，四 1～6）──。 

（1） 開路先鋒的工作（三 1上）。 

（2） 主的降臨和祂的工作（三 1下～6）。 

（3） 忠心、虔誠的遺民復興（三 16～18）。 

（4） 惡人要受審判（四 1。） 

（5） 彌賽亞要臨到（四 2～4）。 

（6） 應許先知以利亞的來臨（四 5～6）。 

核心

啟示 

第一章，本卷書是耶和華藉瑪拉基給以色列的默示向百姓，宣告了神的慈愛，責備和應許的信息。本章神首先宣告

祂愛以色列，但以色列人質疑耶和華對他們的愛，於是神表明祂愛雅各是何等的多，向以色列人證明祂不變的愛（1

～5）。然後，嚴斥祭司藐視祂的名，以殘疾的祭物，污穢祂的壇（6～14）。第一章就出現了三次神「在外邦中被

尊為大」（5，11），和這裡瑪拉基提到以色列人（尤其是從祭司開始）「不尊重神」成為強烈的對比。 

瑪拉基書是本書以對話的方式，來傳達神的話，好藉此使以色列人能夠悔改，並回轉、歸向神。但是從這些對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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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中，神對他們的宣告，似乎沒有得到他們任何的正面回應。在對話中，我們看見神的百姓是如此的剛硬、驕傲

和不講理，他們根本不肯悔改，不願意聽神的聲音；另一面我們見神對祂的子民，是何等的慈愛、公義、聖潔、信

實守約。 

本書共有七場神和以色列人的對話，顯出以色列人具體墮落的事實： 

(一) 他們不愛神，以質疑來回應耶和華對他們的愛，卻說：『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一 2） 

(二) 他們不敬畏神，以藐視來羞辱耶和華的名，卻說：『我們在何事上藐視你的名呢？』（一 6） 

(三) 他們不尊重神，以污穢的食物來藐視耶和華的桌子，卻說：『我們在何事上污穢你呢？』（一 7） 

(四) 他們行惡，用言語煩瑣耶和華，卻說：『我們在何事上煩瑣祂呢？』；以不義對別入，卻說：『公義的神在哪

裡呢？』（瑪二 17） 

(五) 他們沒有悔改，離棄耶和華的律法典章，卻說：『我們如何才是轉向呢？』(瑪三 7） 

(六) 他們忽略獻祭，竟奪取耶和華的供物，卻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瑪三 8） 

(七) 他們悖逆神，用話頂撞耶和華，卻說：『我們用甚麼話頂撞了你呢？』（瑪三 13） 

親愛的，請問：你是否也如此回覆主呢？你是否發現，這些問題也正是今日許多信徒的問題！讓我們好好在神面前

省察自己罷！ 

 

第二章，本章神嚴責祭司與百姓的罪。神首先對祭司罪行的審判（二 1～9）。祂警告祭司若不悔改，必遭咒詛、被

除滅，他們被刑罰是因偏離正道，使許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因此耶和華要讓祭司被眾人藐視。然後，祂責備百姓背

約，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妻，又背棄幼年時所娶的，並預言神必要剪除這樣的人（二 10～16）。然而，以色列人

用言語來煩瑣（原文意思是勞累、疲乏、困倦、厭煩）耶和華，故意發出疑問：公義的神在那裏呢（17節）？ 

本書們看見祭司「不尊重神」兩項最大的罪就是：(1) 不敬畏的獻祭之罪（一 6～14）；(2) 不將神的誡命放在心

上（二 6～7)。以色列人的罪就是：不仁、不忠、不義、不聖、不敬的惡行（二 10～17，三 7～15)。 

第二章 17節，以色列人以惡為善，竟說：『公義的神在哪裡呢？』神以耶和華日子必要來臨，來答覆他們的問題。

這日子乃是審判他們之日。那日子臨近，神先差遣使者預備道路（1上），預備道路和人心；而主的降臨是以如煉

金的火，漂布的鹼，完成祂潔淨和審判的工作，顯明神是公義和慈愛的（1下～6）；並且應許敬畏神的人將蒙神記

念（16～18）。 

 

第三章，本章神責備以色列人十一奉獻的事上違背神（7～12）和在言語上頂撞神（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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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們看見「日子」提及有五次之多（三 2，7，17；四 1，3，5），都是預指基督再來的日子而言，祂要再來審判

仇敵拯救選民，這乃是猶大人最大的盼望。本章 1～6節，預言有三次的應驗。其中最近、最初步的應驗是指瑪拉基

和尼希米。因為那里說，「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瑪拉基（意即「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瑪拉

基是在尼希米回耶路撒冷之前傳說神的話，為他回來后所作整頓的工作開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

殿；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是指尼希米回耶路撒冷，出其不意地將多比雅的東西扔出去，洁淨聖殿，他起

了「火」和「鹼」的作用。「他必洁淨利未人」是指他招聚离職的利未人，使他們照舊供職。「那時猶大和耶路撒

冷所獻的供物，必蒙耶和華悅納」是指尼希米使「猶大眾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庫房」（尼十

三 7～14）。至于第二次的應驗是指主的第一次降臨。祂就是立約的使者，有施浸約翰在祂前面預備道路。第三次

的應驗是指主的第二次降臨。祂就是我們「所尋求的主」，也就是我們「所仰慕的」，有以利亞（兩個穿毛衣的見

證人中之一）在祂前面預備道路。 

 

第四章，本章預言耶和華的日子必帶來審判，狂傲和行惡的要被燒盡，敬畏神的人卻要被醫治，要跳躍如圈裡的肥

畜（1～4）。接著，神吩咐他們要記念摩西的律法，同時預言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亞來，使人心改變，免得遍地受咒

詛（5～6）。這預言不僅是為著舊約的子民；也是為著新約之下神的兒女，好預備迎接那位要再來的主。 

默想 第一章，「耶和華說：『我曾愛你們。』你們卻說：耶和華說：『以掃不是雅各的哥哥嗎？我卻愛雅各』」【瑪一

2】。親愛的，本書一共用過約八次的「麻」（Maw，譯音）（一 2，6，7，二 17，三 7，8，13，14），在中文聖經

中將此字譯作「在何事上」、「如何」、 「甚麼」，說出了以色列人對神宣告的回應。他們得罪了神，卻推諉並矢

口否認，還強辯、自以為有理。他們埋怨神，對神那种剛硬和驕傲，不肯悔改的態度，也正是今日許多人墮落的情

形。神與人關係的關鍵點乃是愛。你是否以起初的愛為祂而活、而不是為自己而活呢？還是你開始懷疑，神愛你

呢？並開始抱怨神，以為祂從來沒有愛過你呢？請記得，你若是懷疑神的愛，抱怨神，這就是墮落的開始。 

 

第二章，「祭司的嘴裏當存知識，人也當由他口中尋求律法，因為他是萬軍之耶和華的使者」【瑪二 7】。親愛

的，祭司是「萬軍之耶和華的使者」（7 節），他們的事奉不單要為百姓獻祭，更要將耶和華的律例教導百姓（利

十 11），並在生活上活出見證和榜樣，使人離開罪孽（6 節）。可惜當時的祭司並非這樣，無論在職責上或行為

上，都違背神。你是否重視、滿足神所給你的職分呢？你是否願意與神同行，「使多人回頭離開罪孽」成為你一生

事奉的寫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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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瑪三 2～3】「祂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祂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因為祂如煉金之人的火，如

漂布之人的堿。  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必潔淨利未人，熬煉他們像金銀一樣；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和

華。」親愛的，「煉金」原文的意思是精煉、熬煉、試煉、煉盡、煉淨、煉過、除淨等等，而「漂布」在原文還有

洗除、洗淨、洗滌、洗濯的意思。神熬煉你、潔淨你的目的，是叫你在祂顯現的時候，能站立得住。這個宣告是否

讓你明白，神是「煉金之人」，祂要除去你的雜質；和「漂布之人」，祂要你保持潔淨呢？主必快來！你是否能欣

然對主禱告說：「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啟廿二 20）。接受主的精煉、洗淨，預備好「祂來的日子」吧！ 

 

第四章，「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肥犢」

【瑪四 2】。親愛的，舊約聖經中第一個應許──「女人的後裔」（創三 15）和最後一個應許──「公義的日頭」

（瑪四 2）都與基督相關聯，這說出人的生命中有了基督，咒詛就將變成祝福。今天當你讀完了，舊約聖經的九百

廿九章、二萬三千二百一十四節時，你是否發現了神將祂自己（祂的愛、憐憫、公義和信實等等）和祂對人的應

許，都寫在整個舊約的歷史中？人雖會失敗，但是神從不失敗。因此你是否更敬畏祂、更尊敬祂、更愛祂呢？ 

禱告 哦主啊，但願我們是一班敬畏祢、尊敬祢、愛祢的人；是一班等祢如公義的日頭出現的人。然後在祢回來的時候，

願我們能站立得住，與祢永親近。 

詩歌 【新鮮如同清晨甘露】(《聖徒詩歌》488首第 1，3節) 

一  新鮮如同清晨甘露，帶來暢爽妁甘美； 

基督藉祂溫情恩膏，柔聲細語的安慰： 

站住，直到試煉過去，站住，直到風波平； 

站住，為著神的榮耀，站住，與主同得勝。 

（副）盼望之主，你的聲音何甜！ 

在你面前，我心因此暢歡！ 

三  主，像清晨放明日光，驅盡所有的黑暗； 

並且用你醫治光線，使我黑暗變中天。 

安慰之主，求你就來，來到憂苦、疲倦心； 

你這有福、榮耀盼望，哦，來與我永親近。 

視聽――新鮮如同清晨甘露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60q9YH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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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 主要的話──祂來的日子 

 

一  回答六個推諉的問句(一至三) 

     一 1 至 5       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 

            一 6 至二 9      我們在何事上藐視你的名呢 

            二 10 至 16      我們在何事上行事詭詐呢 

            二 17 至三 6    我們在何事上煩瑣祂呢 

            三 7 至 12        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呢 

            三 13 至 18      我們用甚麼話頂撞你呢 

二   大而可畏之日(四) 

            四           火燒與醫治 

 
重要主題  

主題  解釋 重點 

神 的

愛 

縱使世人離棄神，又

不順服祂，神仍然愛

祂的子民，並大大賜

福 給 那 些 信 靠 祂 的

人，祂的愛是永不止

息的。 

因為神是這樣的愛我們，所以

不喜歡看見我們虛偽和不檢點

的生活。生活的腐敗能破壞我

們與祂的關係，我們獻上甚麼

以及我們如何生活，都能反映

我們對神的愛是否真誠。 

祭 司

的罪 

瑪拉基特別要譴責祭

司，因為他們明知神

的律法，卻沒有按神

的要求獻上潔淨的祭

物，更沒真心的事奉

祂。他們自以為是，

對神的話無動於衷，

而且非常懶於事奉，

作領袖的若偏離正道，他所領

導的人又會怎樣呢？在某種範

圍內，我們都是領導，所以千

萬不要忽視自己的責任，做事

也不要貪方便。其實，疏忽和

麻木本身就是叛逆的表現。神

所要的是忠心誠實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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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重視敬拜及神所

定下的各項準則。 

百 姓

的罪 

百姓並沒有從被擄的

經歷中汲取教訓，也

沒 有 聽 從 先 知 的 吩

咐。他們無情地拋棄

了忠誠的妻子，與年

青的外邦女子結合，

違反了神有關婚姻的

誡命，並且危害了子

女的宗教教育。但驕

傲已令他們的心變得

剛硬了。 

神配得我們對祂的頌讚、尊崇

和忠誠。可是罪使人心剛硬，

看不到自己的真正處境。驕傲

──非必要的自尊，使人把自

己的判斷凌駕於神，並小看別

人。因此，不要自高自大，以

致不願向主委身。要把金錢、

婚姻和家庭交給祂掌管。 

主 的

降臨 

彌賽亞的降臨說明神

對忠心信徒的愛，因

為彌賽亞來臨，就是

要實現他們最熱切的

盼望。那時，信靠神

的人會得著醫治和安

慰，但對於叛逆神的

人，這將是一個審判

的日子。 

基督第一次來磨煉潔淨所有相

信祂的人，第二次來則要定那

些自高自大、麻木不仁或沒有

預備好見祂之人的罪。然而，

神能夠醫治和修補，只要人回

轉歸向祂，祂必寬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