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拉基書
簡介
“瑪拉基書就象黃昏之盡，結束漫長的一天；但它也是黎明，
在腹中誕下榮耀的日子。” ∼黎格士巴

壹．在正典中的獨特地位

的關係。

瑪拉基（我的使者，可能是Malā´kîyyāh
的簡寫，即耶和華的使者）的特別之處，在
於他是最後一位先知，也成了兩約間的橋
梁，並且展望施洗約翰和主耶穌基督的來
臨。
不過也算奇怪，有些人相信瑪拉基書的
預言是匿名的，而這名字純粹由以斯拉或其
它作者所取。有些教父甚至認為作者是個天
使，因為在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中，這個
1
名字也同時解作天使或使者！
瑪拉基也使用了特別的辯證文體風格
（問與答），所以有些人稱他為“希伯來的
蘇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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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寫作日期
很明顯，瑪拉基是在主前五三八年之後
2
才寫成此書，因為他用了省長 這個在被擄
歸回後才出現的職稱。而且，很明顯他的寫
作也晚於其余兩位被擄歸回後的小先知哈該
和撒迦利亞，因為在瑪拉基書中，聖殿已修
好，禮儀也重新建立。事實上，也有足夠時
間讓屬靈衰退的情況再次產生。此外，那時
耶路撒冷的城牆也已重建。
瑪拉基書可能在主前四七○至四六○年
間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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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肆．背景與主題
rs
貳．作者
L t瑪拉基書所處理的問題與尼希米記相
雖然猶太人的傳統認為瑪拉基屬於“偉
d.
同──與異教徒通婚，金錢上行欺詐之事，
活石
大的猶太會堂”，是西布倫支派之蘇法的一
不獻什一奉獻給神的殿，以及普遍對屬靈事
個利未人；但除了這卷書，我們對這位先知
出版
物的冷漠。這些可能就是尼希米記中提及的
真的一無所知。眾多原因都指出他是一位勇
有限
問題，也可能是尼希米時期後不久，這些問
敢而嚴謹的作者，與哈該和撒迦利亞一起招
題又再重現，又或是延續下來的問題。
公司
聚被擄回來的猶太人歸向神，重建那分約中
由於被擄歸回後猶太人的宗教生活毫無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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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氣，所以瑪拉基便以生動的對話形式，假
設和一個不虔誠的人對話，以圖對猶太人產

次給祂子民的勸說。其後，有四百年再沒聽
到先知的聲音，直至施洗約翰的出現。

生激發的作用。
前文提過，瑪拉基的名意指“我的使

有一點值得注意，無論有些批評者認為
瑪拉基書或其它先知書的寫作日期有多後，

者”或“耶和華的使者”。這是不錯的，因
為這四章短短的經文中，先知描述了三個使

但卻肯定距離約翰和主耶穌的出現有一段長
時間。所以這些都是真實的預言，而不是象

者──耶和華的祭司（二2）、施洗約翰（三
1上）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三16）。

一些破壞性的批評者所說，那是“將歷史當
作預言來寫”。

瑪拉基書記錄耶和華在舊約時期最後一

大綱
壹．耶和華對以色列的指控，他們的回答及神即將臨到的審
判（一1∼三15）
一．忘恩負義（一1∼5）
二．祭司的瀆職（一6∼14）
三．指責祭司（二1∼9）
四．休妻和異族通婚（二10∼16）
五．漠視神的聖潔和公義（二17）

Liv

六．插曲：彌賽亞在審判中來臨（三1∼6）
七．百姓的墮落退步（三7）
八．偷取給神的什一奉獻和供物（三8∼12）
九．針對神的虛假指控（三13∼15）
貳．給余民的祝福和給惡人的審判（三16∼四6）
一．忠心余民的復興（三16∼18）
S二．惡人要受審判（四
1）
ton
e
2,3）
三．彌賽亞要臨到余民中間（四

ing

P

ub
四．最後敦促百姓順服，並應許先知以利亞的來臨
li
（四4∼6） s h e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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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壹．耶和華對以色列的指控，他
們的回答及神即將臨到的審
判（一1∼三15）

三．指責祭司（二1∼9）

一．忘恩負義（一1∼5）

立的約。但這時的祭司變得全然腐敗，所以
神使他們被眾人藐視，看為下賤。

祭司被嚴重警告，如果他們不悔改，不
改過，嚴厲的審判便會臨到。神提醒他們，
昔日的祭司都忠心於神，謹守神與利未人所

在第一章裏，我們看見耶和華在某些
事上指責百姓，而百姓卻絕口不認。首先，
耶和華說祂曾愛他們，而他們反叫神證明：

四．休妻和異族通婚（二10∼16）

“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於是神提醒他們
祂愛雅各（他們是雅各的後裔），拒絕以

二10∼12 隨後，便提到休妻和娶外邦
女子為妻的事。猶大的百姓行事詭詐，與外

掃，並審判以掃的後裔，即以東人。以色列
民必親眼看見⋯⋯以東變得荒涼，並尊神為
大。

族通婚，摧毀了民族的團結精神。那些與外
族通婚的要被剪除。
二13∼16

因為耶和華不再悅納他們的供物。為什麼？

二．祭司的瀆職（一6∼14）

因為耶和華曾在他們的婚約上作見證，但這

一6 跟着，耶和華指控祭司藐視祂的
名，不尊敬也不敬畏祂。他們反求證明他們
瀆職的證據。

時他們卻破壞盟約。祂曾希望使他們成為潔
淨的民族，誕下虔誠的後裔，從腐敗的外邦
人中分別出來。神⋯⋯恨惡不合乎聖經的休

一7,8 耶和華指控他們獻上污穢的供
物。他們又否認，但祂提醒他們，他們假裝
獻給神的物是已經夠好的，他們帶來瞎眼和
瘸腿的祭牲，叫他們將這些獻給省長他們倒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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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在耶和華的壇前哭泣，

妻的事，以及隨之而來的強暴。鮑德溫解釋
休妻與強暴的關係如下：
祂視休妻如用暴力覆蓋人的外衣，象
征各種不義的行為，這行為又象被殺者
3
的血一樣，讓所有人都看見這罪證。

一9 先知催促他們為自己的罪悔改，
或者神的怒氣會轉消。

on

五．漠視神的聖潔和公義（二17）

eP
他們用言語煩瑣耶和華，說凡行惡的人
ub
祂都不管。他們又虛偽地挑動神去干預說：
lis
h e “公義的神在哪裏呢？”
rs
一11 但即使耶和華自己的子民不尊敬 六．插曲：彌賽亞在審判中來臨（三
Ltd
祂，祂的名也將在外邦列國中受尊敬。
.活
1∼6）
石出
一12∼14 猶太人藐視殿中的聖物，也
三1
神隨即答复前一節提出的不恭的
對服事神感到厭煩。那些把有殘疾的祭牲拿 挑戰。祂將差遣祂的使者，這應許隨着施洗
版有
來獻給神的人將受咒詛。因為萬軍之耶和華 約翰的出現而應驗了一部分，但直到以利
限公
是大君王，祂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
亞（四5）出現時才完全應驗，他要預備主
司
一10 萬軍之耶和華希望有人可以關上
聖殿的門，使獻祭停止，因為祂完全無法悅
納這些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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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們所尋求的立約的使者）的道路。
這裏的諷刺是，當使者稍後來到時（祂首次

所以祂提醒他們，沒有將當納的十分之
一和當獻的供物奉上，等如偷取神的物，結

降臨），以色列國卻不仰慕祂，相反卻把祂
釘在十字架上。

果招致咒詛。如果他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上
忠心，祂便祝福他們，賜他們無盡的財富，
多得無處可容。祂將要救他們脫離旱災、瘟
疫、敵人和蝗蟲，又使他們在地上成為別人

三2∼4
他來的日子將是第二次的降
臨。耶和華要來審判罪，到時誰能立得住

的祝福。

呢？從基督潔淨聖殿一事中描繪出來的潔淨
的事工，要等到祂第二次來臨時，才得到最

九．針對神的虛假指控（三13∼
15）

後完全的成就。利未人之子（祭司）將被潔
淨，以致他們能獻上聖潔公義的供物，蒙耶
和華悅納，仿彿古時之日，上古之年。
三5

耶和華再次指責他們用話頂撞祂，說
事奉神或遵從神是徒然的。他們說，那些狂

耶和華也將懲罰行邪術的、犯姦

傲的、行惡的和那些試探神的人不單生活無
憂，還得脫災難。

淫的、起假誓的、虧負人之工價的、欺壓寡
婦孤兒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神的人。
三6 耶和華是不改變的，所以雅各之
子得蒙保守，免於滅亡。

貳．給余民的祝福和給惡人的審
判（三16∼四6）

七．百姓的墮落退步（三7）

一．忠心余民的復興（三16∼18）

耶和華邀請百姓轉向祂，但他們卻否認
曾偏離祂，還假惺惺地問：“我們如何纔是

但有一班余下的百姓是忠於耶和華的。
他們將獲寬恕、蒙祝福，被稱為神自己的產
業，成為祂特特的珍寶。

轉向呢？”

凱理評論說：

八．偷取給神的什一奉獻和供物（三

Liv

猶太人不再因身為猶太人而自恃。他
們將見到外表的空虛；他們將看重屬神
的事，他們將更迴避那些稱為猶太人卻
4
行惡的人（18節）。

8∼12）

ing

在摩西的律法下，以色列人需向神呈獻
所有物產和牲畜的十分一（或者他們可以用

St

on

金錢代贖，並加上五分一）。什一奉獻以外
還要加上許多供物，以承認所有東西都屬於

eP
二．惡人要受審判（四1）
u
那日臨近，勢如燒着的火爐，當凡狂傲
神，祂是所有財產的賜予者。 b
l
i
s
新約教導信徒要有系統地奉獻，要自由
h e 的人和行惡的人將被毀滅，根本枝條無一存
地奉獻，也要捐得樂意，並且照耶和華令他r s 留。
Ltd
們富裕的狀況，即按比例來奉獻。但卻沒有
. 賽活亞 要 臨 到 余 民 中 間 （ 四
提及什一奉獻。反而有人建議說，如果一個 三 ． 彌
石出
猶太人在律法下也給予什一奉獻，那麼基督
2,3）
徒在恩典下所奉獻的，就應該更多了！
版有
忠於神的人將歡迎公義的日頭出現，其
在舊約中，忠心奉獻的回報是物質上的
限公
光線有醫治之能。那些敬畏神之名的人將戰
財富，而現在作忠心管家的回報就是屬靈的
勝仇敵，踐踏他們如同腳下的灰塵。 司
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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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後敦促百姓順服，並應許先知
以利亞的來臨（四4∼6）

Lectures Introductory to the Study of the Minor
Prophets，頁536。
5

（四4∼6）同一個希伯來字eretz可解
作地或大地。
6
（四4∼6）伍爾夫 Herbert Wolf , Haggai
and Malachi，頁126。

此書結尾時，敦促百姓記念摩西的律
法，並應許差遣以利亞在耶和華之日未到以
前，前往以色列去。他將為百姓的生活帶來
改革，使他們更象他們敬虔的列祖。否則神
5
將來咒詛這地 （或遍地）。猶太人在猶太會
堂中唸誦瑪拉基書時，會在第6節後重讀第5
節，使該書不以咒詛作終結。不過，正如伍
爾夫指出：“這樣企圖使信息軟化，並不能
6
改變冷酷的事實。”
由於我們在新約更完整的亮光下讀舊
約，所以結束本舊約註釋的最佳方法，就是

7

（四4∼6）有一點值得注意，凱爾和
德理慈所寫的多冊著作雖已過了一個多世
紀，卻仍在發行，廣為人所使用。理性主義
的釋經書卻經常被更加激進的不信派所取
替，但教義純正精彩的佳作總能證明是歷久
常新的。
8
（ 四4∼6）凱爾（C a r l F . K e i l）,
Malachi, Biblic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引用凱爾和德理慈兩位敬虔的舊約釋經學者
7
的最後一段話 ，這段話把律法與先知二者漂

Testament, XXVI:475。

亮地結合起來：
律法和先知書都是基督的見證；基督
不是來破壞律法或先知書，而是應驗它
們。所以，基督在山上變像時，律法的
始創者和舊約的傳遞者摩西，以及復
興以色列律法的先知以利亞一起出現，
他們與耶穌談論祂去世的事，就是祂將
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這是對使徒
和我們眾人一個活生生的見證，就是那
為我們捨命、背負我們的罪、從律法的
咒詛中救贖我們的耶穌基督，是天父的
愛子；我們要聽從祂，並且要信靠祂的
名，使我們成為神的兒女，繼承永遠的
8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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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註 u b l i s
he
（簡介）英語“天使”一詞來自希臘文
rs
“angelos”（使者或天使）。本書的名字來
Ltd
自意思相同的希伯來文mˉalák。
.活
（簡介）鮑德溫（J o y c e G .
石出
Baldwin）, Haggai, Zechariah, Malachi，頁
版有
241。
限公
（二13∼16）同上，頁241。
（三16∼18）凱理（William Kelly）,
司
1

2

3

4

929

***本文是供應研讀、默想、闡解、應用聖經的資料；只作下載使用。***

活石舊約聖經註釋

Liv

ing

St

on

eP
ub
lis
he
rs
Ltd
.活
石出
版有
限公
司
930

***本文是供應研讀、默想、闡解、應用聖經的資料；只作下載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