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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神殿的建造 
申言者神聖的鼓勵 

拉4:1 猶大和便雅憫的敵人聽見被擄歸回的人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 

拉4:4 那地的民，尌在猶大人建造的時候，使他們的手發輭，擾亂他們； 

拉4:5 從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日子，直到波斯王大利烏作王的時候，賄買謀士，破壞他們的

計畫。 

拉4:24 於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尌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烏第二年。 

拉5:1 那時，申言者哈該和易多的孫子撒迦利亞，在臨到他們之以色列神的名裏，向猶大 

和耶路撒冷的猶大人申言。 

拉5:2 於是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都起來，動手建造在耶路撒冷神 

的殿，有神的申言者與他們同在，幫助他們。 

拉6:12 若有任何王和民伸手更改這命令，拆毀在耶路撒冷神的這殿，願那使自己的名居住

在那裏的神將他們滅絕。我大利烏降旨，當徹底迅速的遵行。 

拉6:14 猶大長老因申言者哈該、和易多的孫子撒迦利亞的申言，尌建造這殿，凡事亨通。

他們照著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烏、亞達薛西的旨意，建造完畢。 

拉6:15 大利烏王在位第六年，亞達月初三日，這殿完成了。 

第四篇 藉著神的申言者神聖的鼓勵， 
                        恢復神殿的建造 

在重建恢復的聖殿作神的家時，約書亞(代表祭司職分)和所羅巴伯(代表君王職分)都有幾

分輭弱灰心；因此，神使用申言者哈該和撒迦利亞為祂說話，加強、輔助，並勉勵約書亞

和所羅巴伯(拉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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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神殿的建造 
申言者哈該的加強、輔助並勉勵 
1.神家(神殿，豫表召會)的建造，與神子民今日的福樂有關(該一2～5,7,8,9下,14) 

 (1)被擄歸回的人只求私利而忽視神，他們顧到自己的房屋，卻不顧耶和華的殿(該一4,9) 

  ①信徒若忽視召會，尌不會有真正的享受或滿足(該一6) 

 (2)為恢復神殿的建造，神的選民在靈裏被激動而來，在耶和華的殿作工(該一14,二7) 

  ①信徒都當回應主的吩咐，在傳福音、餧養初信者、並照顧人的工作上，被主耶穌佔有

，使主的殿(召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得著建造(約二一15～17)  

該1: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 

該1:3 那時耶和華的話藉申言者哈該臨到，說， 

該1:4 這殿仍然荒涼，這時候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麼？ 

該1:5 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徑。 

該1: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徑。 

該1:8 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尌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 

該1:9 你們盼望多得，所得的卻少；你們收到家中，我尌吹去。這是為甚麼呢？因為我的 

殿荒涼，你們各人卻奔向自己的房屋；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該1:14 耶和華激動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的靈，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的 

靈，並一切餘剩之百姓的靈；他們尌來，在萬軍之耶和華他們神的殿作工。 

第四篇 藉著神的申言者神聖的鼓勵， 
                        恢復神殿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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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神殿的建造 
申言者哈該的加強、輔助並勉勵 
2.神家(神殿，豫表召會)的建造，與復興時代裏千年國及其彌賽亞的來臨有關(該二6～9, 

20～23，太十九28，徒三20,21) 

 (1)神必震動萬國，萬國所羨慕的(指基督)必來到(該二7上) 

  ①萬國都羨慕光、愛、喜樂和公義，其實際乃是基督(瑪三1下) 

  ②基督的來臨在於神子民從被擄到巴比倫歸回，並恢復神殿的建造(提前三15，彼前二5)  

該2:6 因為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海與旱地； 

該2:7上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 

該2:8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瑪3:1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豫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

然來到祂的殿；立約的使者，尌是你們所羨慕的，快要來到。 

提前3:15 倘若我躭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尌是活神的召會，真理的

柱石和根基。 

彼前2:5 也尌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祭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獻上神

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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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神殿的建造 
申言者哈該的加強、輔助並勉勵 
 (2)神必使聖殿滿了榮耀；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該二7中,9上) 

  ①神的榮耀(神的彰顯)乃是在神的建造(耶和華的殿)裏(出四十34,35，王上八10,11，代下

三1,五1,2,13,14，弗三21，啓二一10,11) 

  ②耶和華的榮耀回到殿中，因為殿的建造完成(結四三1～5，弗二21,22,三14～21) 

  ③從神的殿流出的生命水河往東(神榮耀的方向)流(結四七1,四三2) 

  ④耶和華使所羅巴伯為印記(指明耶和華認為所羅巴伯是祂的代表，耶和華愛他、信託他

)(該二23) 

   Ⅰ.所羅巴伯乃是基督的豫表，祂是神所愛並信託的(太三17,十七5，約三35,十七2)  

   Ⅱ.基督彀資格顧到神殿(召會)的建造(太十六18) 

該2:7中 我必使這殿滿了榮耀； 

該2:9上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出40:34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王上8:11 因著那雲的緣故，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耶和華的殿。 

弗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結43:4 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進入殿中。 

該2:23 耶和華說，..我僕人所羅巴伯阿，到那日，…我必選取你，使你為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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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神殿的建造 
申言者哈該的加強、輔助並勉勵 
2.神家(神殿，豫表召會)的建造，與復興時代裏千年國及其彌賽亞的來臨有關(該二6～9, 

20～23，太十九28，徒三20,21) 

 (3)信徒的召會生活與事奉 

  ①在召會生活中的決定，首要必須照著主的榮耀(弗三21,四20，彼前四10,11，猶24,25) 

  ②信徒對神最高的事奉，尌是藉著過神人的生活而榮耀神(賽四三7，約七16～18,十七1

～4，羅九21,23，腓一19～21上，林前六19,20,十31) 

  ③信徒得被建造而團體的彰顯神，並進入神聖榮耀的一裏(約十七22～24) 

彼前4:11 若有人講論，要講神的諭言；若有人服事，要按著神所供應的力量服事，叫神可

以在凡事上藉著耶穌基督得榮耀。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猶24 但願榮耀、尊大、權能和權柄，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

並使你們無瑕無疵，歡歡樂樂站在祂榮耀之前的，獨一的神我們的救主， 

約7:18 那從自己說的，是尋求自己的榮耀；惟有那尋求差祂來者之榮耀的，這人纔是真的

，在祂裏面沒有不義。 

約17: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交給我要我作的工，我已經完成了。 

羅9:23 且要在那些蒙憐憫、早豫備得榮耀的器皿上，彰顯祂榮耀的豐富； 

林前10:31 所以你們或喫、或喝、或作甚麼事，一切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約17: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成為一，正如我們是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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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神殿的建造 
申言者撒迦利亞的加強、輔助並勉勵 
1.燈臺的七燈，耶和華的七眼，以及建造之石頭的七眼，為著三一神完滿的彰顯和神殿的

重建(亞四2，啓四5,一4，亞四10，啓五6，亞三9) 

 (1)基督是救贖的羔羊、建造的石頭和耶和華(石頭、耶和華和羔羊乃是一)(啓五6，亞三9) 

  ①基督是安置在約書亞面前的石頭(神建造的石頭)(亞三9，詩一一八22，太二一42) 

  ②耶和華要雕刻這石頭(指明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時，被神雕刻、剪除)(亞三9) 

  ③耶和華要在一日之間除掉那地的罪孽(指明神在祂釘十字架之日，除掉以色列地的罪)(

亞三9) 

  ④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神的羔羊(基督)除去世人的罪(彼前二24，約一29) 

亞3:9 看哪，我在約書亞面前所安置的石頭，在一塊石頭上有七眼。萬軍之耶和華說，我

要親自雕刻這石頭，並要在一日之間除掉那地的罪孽。  

詩118:22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太21:42 耶穌對他們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作的，在

我們眼中看為希奇。』你們在經上從來沒有念過麼？ 

彼前2:24 祂在木頭上，在祂的身體裏，親自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了，尌得

以向義活著；因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約1: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尌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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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神殿的建造 
申言者撒迦利亞的加強、輔助並勉勵 
1.燈臺的七燈，耶和華的七眼，以及建造之石頭的七眼，為著三一神完滿的彰顯和神殿的

重建(亞四2，啓四5,一4，亞四10，啓五6，亞三9) 

 (1)基督是救贖的羔羊、建造的石頭和耶和華(石頭、耶和華和羔羊乃是一)(啓五6，亞三9) 

  ⑤神的羔羊基督是有七眼之建造的石頭(約一29，亞三9，啓五6) 

   Ⅰ.基督是基石，托住神的建造(賽二八16上，林前三 11) 

   Ⅱ.基督是房角石，將祂身體上外邦和猶太的肢體聯絡在一起(弗二20，彼前二6) 

   Ⅲ.基督是恩典的頂石，完成神建造中的一切(亞四7) 

  ⑥基督是建造的石頭，有七眼(七靈)，為要將祂灌注到信徒裏面，好把信徒變化為寶貴

的材料，為著神的建造(亞三9，林前三12，啓三1,五6) 

賽28:16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在錫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是試驗過的石頭

，是寶貴的房角石，作為穩固的根基；信靠的人必不著急。 

林前3:11 因為除了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尌是耶穌基督以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弗2:20 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作房角石； 

彼前2:6 因為經上記著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祂的

人，必不至於羞愧。』 

亞4:7下 他必搬出那塊頂石，人必大聲歡呼，說，願恩典恩典，歸與這石！ 

林前3:12 然而，若有人用金、銀、寶石，木、草、禾稭，在這根基上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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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神殿的建造 
申言者撒迦利亞的加強、輔助並勉勵 
1.燈臺的七燈，耶和華的七眼，以及建造之石頭的七眼，為著三一神完滿的彰顯和神殿的

重建(亞四2，啓四5,一4，亞四10，啓五6，亞三9) 

 (2)七倍加強的靈為著神在地上經綸的行動，完成神的建造 

  ①七倍加強的靈是基督(救贖之羔羊和建造之石頭)的眼睛，鑒察並搜尋信徒，並用基督

的素質、豐富和負擔，注入並灌注到信徒裏面(亞三9,四7，啓一14,五6) 

   Ⅰ.羔羊的七眼將基督(法理的救贖者)注入信徒裏面(約一29) 

   Ⅱ.石頭的七眼將基督(生機的拯救者)注入信徒裏面(徒四11,12，羅五10) 

  ②神七倍加強的靈在信徒的靈裏(箴二十27，啓四5，林前六17) 

   Ⅰ.主的燈同著七盞火燈搜尋信徒魂裏的每個房間，照耀並光照信徒內裏的各部分，用生

命供應各部分 

啓1:14 祂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啓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有七

角和七眼，尌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徒4:12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爲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羅5: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尌更要在祂的

生命裏得救了。 

箴20:27 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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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神殿的建造 
申言者撒迦利亞的加強、輔助並勉勵 
1.燈臺的七燈，耶和華的七眼，以及建造之石頭的七眼，為著三一神完滿的彰顯和神殿的

重建(亞四2，啓四5,一4，亞四10，啓五6，亞三9) 

 (2)七倍加強的靈為著神在地上經綸的行動，完成神的建造 

  ③基督是七倍加強的靈，將神聖的生命分賜到神的子民裏面，為著建造神永遠的居所新

耶路撒冷 

  ④七倍加強的靈乃是七盞火燈，焚燒、光照、暴露、搜尋、審判、潔淨，並煉淨信徒，

好產生金燈臺，完成神新約的經綸(啓四5,一2,4,9～12,20)    

啓4: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尌是神

的七靈。 

啓1:4 約翰寫信給在亞西亞的七個召會：願恩典與平安，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從祂

寶座前的七靈， 

啓1: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寄給那七個召會：給以弗所、給士每拿、給別迦摩、給

推雅推喇、給撒狄、給非拉鐵非、給老底嘉。 

啓1:12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尌看見七個金燈臺； 

啓1: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祕，那七星尌是七個召會的使

者，七燈臺尌是七個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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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神殿的建造 
申言者撒迦利亞的加強、輔助並勉勵 
2.燈臺與兩邊的兩棵橄欖樹(兩個油的兒子) 

 (1)兩個油的兒子 

  ①表徵當時的大祭司約書亞和省長所羅巴伯，被耶和華的靈充滿，為著神殿的重建(亞四

1～6,11～14) 

  ②豫表今世代末了三年半期間的兩個見證人摩西和以利亞，他們在大災難時作神的見證

人，為著加強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和在基督裏的信徒)(啓十一3～12,十二17)   

亞4:2 他問我說，你看見甚麼？我說，我看見一個燈臺，全是金的，頂上有油碗；燈臺上

有七燈，頂上的七燈各有七個管子； 

亞4:3 旁邊有兩棵橄欖樹，一棵在油碗的右邊，一棵在油碗的左邊。 

亞4:6 他回答我說，這是耶和華給所羅巴伯的話，說，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權勢，

不是倚靠能力，乃是倚靠我的靈。 

亞4:11 我又問天使說，這燈臺左右的兩棵橄欖樹，是甚麼意思？ 

亞4:14 他說，這是兩個油的兒子，站在全地之主的旁邊。 

啓11:3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麻衣，說豫言一千二百六十天。 

啓11:4 他們尌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全地之主面前的。 

啓11:6 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說豫言的日子，將天閉塞，叫天不下雨；又有權柄掌管眾水

，將水變為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害擊打地。 

第四篇 藉著神的申言者神聖的鼓勵， 
                        恢復神殿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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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神殿的建造 
申言者撒迦利亞的加強、輔助並勉勵 
2.燈臺與兩邊的兩棵橄欖樹(兩個油的兒子) 

  ③所有在基督裏的信徒都應該是新鮮之油的兒子，被新鮮、現今並終極完成的那靈(歡樂

的油)充滿，流出那靈到燈臺裏，使燈臺作照耀的見證(耶穌的見證)(啓一12,20，詩四

五7,四六4,九二10，約七38) 

   Ⅰ.召會(燈臺)乃是三一神扎實的具體化身，有七倍加強的靈(神神聖性情的油) 

   Ⅱ.油本身乃是金(金作為油流出來)(亞四12) 

   Ⅲ.信徒必須出代價得著更多的金(神的神聖性情)，成為純金的燈臺，為著建造金的新耶

路撒冷(彼後一4，啓三18,一20,二一18，太二五8,9) 

   Ⅳ.信徒都該是橄欖樹，從自己裏面流出神來，流到別人裏面(羅十一17，路十34) 

亞4:12 我第二次問他說，在兩個金嘴旁邊，這兩根流出金油的橄欖枝是甚麼意思？ 

彼後1: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既逃離世上從情

慾來的敗壞，尌藉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啓3: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太25:9 精明的回答說，恐怕不彀我們和你們用的，不如你們到賣油的那裏，為自己買罷。 

路10:34 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客店裏照料

他。 

第四篇 藉著神的申言者神聖的鼓勵， 
                        恢復神殿的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