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拉基書》綜覽】──祂來的日子
【宗旨】本書的主要內容──共有七場神和以色列人的對話或辯論，宣告了神的慈愛，責備和應許的信
息，好藉此使他們悔改並回轉到祂的愛中。本書的主要事實──責備以色列人忘記神的愛、藐視主名、違
命背約，也勸勉他們回轉悔改，預備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的來臨。本書的主要作者──瑪拉基。
(一) 本書幫助我們從神回覆那些不講理並質疑祂的慈愛和公義之人的一連串問題，清楚的看見神的子民不
該有和該有的光景；以及深入的認識神的忍耐與慈愛的心懷，如何呼召他們悔改，而使他們恢復與祂
正常的關係，並應許彌賽亞的來到，而帶給他們盼望。為此，願我們的心靈蒙光照，在祂面前有正當
的態度，就是俯伏、降卑自己，而願意聽並且順服祂的話語，而不致墮落到失去神對我們的祝福。
(二) 本書讓我們深刻體會主來的日子將臨，而祂要成就一切的應許。只是當祂來時，祂要施行煉淨和審判
的工作。為此，願我們持守美好的見證，預備好迎接祂的再來，好在祂顯現的時候能站立在祂面前。
【背景】《瑪拉基書》Book Of Malachi 是十二小先知書的最後一卷，本書與哈該書，撒迦利亞書，是猶
大人歸國後時期的三卷先知書，瑪拉基說預言的時間最晚，也是最後的一位先知。他的信息是舊約聖經的
最後一本，而為新約全書之引端，居於承先啟後之地位。
本書作者瑪拉基之名乃是「我的使者」之意。他是被擄歸回的先知中最後一位，他的出身、譜系，聖經沒
有記載，或許他是幫助尼希米之先知中的一位(尼六 7)。本書所反映的猶大情況，與尼希米再次回到耶路
撒冷時的情況相仿，兩卷書所譴責的罪惡頗為相似(務必閱讀尼希米記)，就如：
(1)聖殿已重建好，祭祀已恢復(一 6～8 比較尼十 32～39)。
(2)祭司的事奉冷淡，只有形式而無實際(一 6 比較尼十三 10)。
(3)百姓詭詐地對待弟兄，欺壓貧窮(二 10，三 5 比較尼五 1～13)。
(4)百姓與外族通婚(二 11 比較尼十三 23～27)。
(5)百姓沒有將當納的送入倉庫(三 8 比較尼十三 10～12) 。
瑪拉基作工的時間約在主前 434 年。他作工的地點顯然是在耶路撒冷，因為他在本書中許多處題到聖殿、
祭司和事奉的事。瑪拉基說話時可能正值尼希米離開耶路撒冷那一段時期(尼十三 6，7)，他用對話方
式，直截了當題出百姓的錯誤。瑪拉基是舊約最後的一位先知，自他發出審判定罪之聲以後，接著以色列
民有四百年之久的靜默時期再無先知出現，直至施洗約翰在曠野打破此漫長的沉寂，宣告「預備主的道，
修直祂的路。」（太三 3）
【本書的重要性】
(一) 《瑪拉基書》共有七場神和以色列人的對話或辯論。在本書的五十五節中，有四十七節是以神自己直
接講話的方式記錄下來。書中就「萬軍之耶和華說的」一詞，提過二十四次之多，宣告了神的責備和
應許，其目的乃是要他們悔改並回轉到祂的愛中，而祂也必轉向他們（瑪三 7）。因此，任何人若想
要知道神如何以祂的慈愛，向願悔改的人陳明祂應許的信息，向悖逆和墮落的人陳明祂警告的信息，
就必須讀本書。
(二) 《瑪拉基書》可說是舊約與新約之間的一道橋梁。舊約聖經以「咒詛」結束（瑪四 6），新約以「祝
福」結束（啟二十二 21），而適成強烈的對比。在瑪拉基的時代，因為神的愛沒有得到以色列人的回
應，並且他們對神和對人的錯誤態度，導致他們受咒詛，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使神得著敬重
和愛戴，而成為神所賜福的人，就必須讀本書。
(三) 《瑪拉基書》是為神子的民能夠迎接彌賽亞來臨作的預備（瑪三 1）。基督來臨的信息非常切合今天
時代的需要，而祂的再來正是全人類的盼望。願我們受題醒，神巴望得著我們愛祂、敬畏祂，有真誠
的事奉、獻祭，並且有美好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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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儆醒等候主，到那日必蒙主稱許。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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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讀《瑪拉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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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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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研讀諸先
知書（賽，珥，摩，彌，番，該，亞），對於神的選民所犯的罪行，神的恩惠憐憫，使他們得到的復
興，應許彌賽亞的來到，可有深入的認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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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耶和華說：『以掃不是
雅各的哥哥嗎？我卻愛雅各。』」神引以掃和雅各的史事來證明，祂向以色列人永不改變的大愛。但在瑪
拉基時代的猶大人，卻質疑耶和華對他們的愛。這說出了他們埋怨神，剛愎和驕傲，墮落，不肯悔改的態
度，也是今日我們常犯的，我們若在何事上抱怨神，懷疑神的愛，就是墮落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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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宣告了耶和華日子的來臨。上半句應驗在主耶
穌的先鋒施洗約翰身上，並為新約作者所直接引用（太十一 10；可一 2；路七 27）。但下半句「立約的
使者」乃是指基督；祂「忽然進入祂的殿」，要來施行審判。祂就是我們「所尋求的主」，也是「萬國所
羡慕的」（該二 7）。
【瑪四 1～2】「萬軍之耶和華說：那日臨近，勢如燒著的火爐，凡狂傲的和行惡的，必如碎稭，在那日
必被燒盡，根本枝條一無存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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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曾提及「主日」或「那日」有五次之多（三 2，17；四 1，3，5），
都是預指基督再來的日子而言。祂再來要審判仇敵，以及拯救選民，這乃是猶大人最大的盼望。此處瑪拉
基預言耶和華的日子必帶來審判，那時狂傲和行惡的人要被燒盡，而敬畏神的人卻要被醫治，要跳躍如圈
裡的肥畜。
【本書鑰字】「在何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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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种態度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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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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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也如此回覆主呢？我們是否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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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簡介】本書主要信息在論到神的忿怒，宣告耶和華的日子臨近，嚴懲拜偶像的惡行，施行各國的審
判，嚴責耶路撒冷領袖之罪惡，以及預言以色列國度的復興。
【本書分段】本書根據內容可以分作四大段：
(一) 神對以色列的熱愛（一 1～5) ──我曾愛你們。
(二) 神嚴責祭司的罪（一 6～二 9）──藐視我名的祭司阿。
(三) 神嚴責百姓的罪（二 10～17，三 7～15）──猶大人行事詭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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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神預示耶和華日子的來臨（三 1～6，16～18，四 1～6）──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
【本書內容摘要】本書根據瑪拉基的信息可分為三大部分：
(一) 慈愛的信息(一 1～5)──宣告神對以色列的慈愛(引以東為證明) 。
(二) 責備的信息──按現今之罪(一 6 至二章)
（1） 對祭司(一 6～二 9) ──耶和華是控告者。祂首先責備以色列忘記祂的恩愛，然後嚴斥祭司藐視
祂的名，以殘缺的祭物污穢祂的壇(一 6～14)；又斥責他們廢棄所立的約和偏離律法(二 1～9)。
（2） 對百姓(二 10～17) ──先知是控告者。他責備百姓行事詭詐，又娶外邦女子為妻，背棄幼年時
所娶的，並用言語煩瑣神。
(三) 鼓勵的信息──預言「耶和華日子」的來臨(三至四章)
（1） 對行惡的人(三 1～15) ──他們犯律法、不轉向神，又奪取神的供物，用話頂撞祂；所以耶和華
的日子向他們是審判之日。
（2） 對敬畏的人(三 16～四 6) ──他們思念神的名，也彼此談論；那日向他們是憐恤和醫治之日。神
吩咐他們要記念摩西的律法，同時預言以利亞的再臨。
【本書特點】
(一) 本書啟示出神是一位慈愛、公義、聖潔、信實守約的神。祂對祂子民的愛顯於祂的揀選和保守(一 2～
5)。神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就是有沒有愛。如果有愛在其中，其他的問題定會迎刃而解。故此本書
一開頭就責備以色列忘記愛，盼望他們恢復對神的愛。懷疑神的愛就是墮落的開始。本書清楚指出神
是愛的神，也是公義的神。祂咒詛那不守誡命的祭司(二 1，2)，使那些在律法上瞻徇情面的被藐視
(二 9)；祂悅納人憑公義獻上的祭物(三 3，4)，審判罪惡(三 5，四 1)，但向那些敬畏祂名之人，卻
如公義之日頭出現(四 2)。
神也是一位聖潔的神，祂不收納不潔的祭物(一 10，13)，憎厭犯罪之人的供物(二 11～13)，恨惡罪
惡(二 16～17)。祂是不改變的神，是信實守約的(三 6)，故沒有放棄以色列人，也鼓勵人可以試試祂
的信實(三 10)。
神的律法是聖潔、公義、良善的(羅七 12)，顯出神聖潔、公義、良善、守約這幾方面的屬性。故此
《瑪拉基書》常題及律法、誡命、典章和約。神也是照著祂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律法)來賜福或責
備，表明祂的信實。
(二) 瑪拉基寫這書的時候，猶太人已回到迦南地近一百年，先知哈該及撒迦利亞曾預言神會在日後賜福百
姓。但國家仍淪為波斯帝國管轄下的省份，神還未帶著威嚴權柄進入聖殿，也未在列國中高舉祂自己
的名。因此百姓對神的信心和敬拜都漸漸倒退，還在生活中表現出來：
(1)祭司與百姓獻污穢祭物，厭煩事奉，奪取神的供物(一 7，13，三 8)；
(2)祭司不忠於傳律法，使人跌倒，廢棄祂與利未人所立之約(二 7～9)；
(3)百姓以詭詐待弟兄，娶外邦女子，以詭詐強暴待妻子，行邪術，犯姦淫，起假誓，虧負人的工
價，欺壓孤兒寡婦，屈枉寄居，不敬畏神(二 10～16，三 5)；
(4)人藐視神的公義，藐視事奉和遵守主道的價值，反稱惡人為有福(二 17，三 13～15)，更以話語
頂撞神。
(三) 瑪拉基的每一個信息揭露時百姓虛假墮落的光景。論到人對神：(1)辜負神對以色列過去的恩愛（一
2）；(2) 祭司藐視神的名（一 6）；(3)祭司獻祭不潔（一 7～8，12～14）；(4)祭司偏離正道，違
命廢約（二 1～8）；(5)百姓 用言語煩瑣耶和華（二 17），(6) 虧負十一奉獻（三 8）；(7) 用話頂
撞神（三 14）；(8)試探神(三 15）。論到人對人： (1)對弟兄行詭詐（二 10）；(2)娶外邦女子為
妻（二 11）；(3)虐待幼年所娶的妻（二 14～16）；(4)行淫亂與邪術，欺負人（三 5）。
(四) 在本書中，先知對於以色列人未來的盼望，有連接的預言，其中有的已經應驗在基督首次降臨之
時，另一部分將要等待基督再來之時，才能完全應驗。
（1）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預備道路（三 1；四 5）──預言基督的先鋒施浸約翰的來臨，預
備道路（太十一 7～14；三 3；可一 2；賽四十 3；太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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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必忽然進入祂的殿（三 1）──預言基督首次來臨，進入聖殿（太二十一 12）。
（3）那日臨近勢如燒著的火爐（四 1）──預言基督再來之日施行審判（太二十五 31～34；猶 14～
15；彼後三 8～13）。
（4）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四 2）──預言基督再來之時，為公義之主，祂要按照公義審判仇敵，拯
救選民（瑪四 1，3，5；三 17，18；太十七 2；二十五 31，32；徒十七 31），給他們帶來了最
大的盼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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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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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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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求我們的就是羅馬十二章一節的全然奉獻。
(六) 本書是舊約最後的一卷書，是舊約律法的總結，在此可看見在律法之下人的軟弱，一無所成，該受咒
詛(二 2，四 4～6)。但律法也是人訓蒙的師傅，將人引到基督那裡(加三 24)，故此本書也預言基督和
祂先鋒的來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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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醫治敬畏神的人(四 2)。
(七) 本書中的話有下列幾處在新約聖經中被引用：
(1)三章一節，比較馬太十一章十節，馬可一章二節。
(2)四章五節，比較馬太十七章十二節，馬可九章十一、十二節。
(3)四章五、六節，比較路加一章十七節。
(4)一章二、三節，比較羅馬九章十三節。
【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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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格士巴
 「這本書整體而言，有三方面可以應用在我們之世代。第 一、它顯明耶和華永不止息的愛；第二、我
們看到在神不止息的愛前，人類在日常生活中那可怕的失敗；最後，我們發現人在如此墮落的失敗
中，因尋求認識神而重新得力的秘訣。」──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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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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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大綱】
宣告：我曾愛你們
一 1～5
對以色列
神永不改變的大愛
一上
重申

責備：按現今之罪
一 6～二
對祭司
對百姓
神是控告者
先知是控告者
一下～二上
二下
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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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耶和華日子的來臨
三～四
對行惡者
對敬神者
是審判
是盼望
三上
三下～四
警告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