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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我们同在 

第七部分： 列王和先知被掳和归回 

犹大陷落和神的信实 

 

信息 17  神最后的默示 

玛拉基书 

 

介绍 

 

玛拉基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他之后就是 400 年的“沉默时期”，

直到耶稣的诞生。以色列从摩西时代（公元前 1440 年）开始就和神有了契

约关系。可悲的是，玛拉基所在的时代以前的 1000 年间，以色列人多数时

间都没能遵守神的约定。在神最后的默示时期，神再一次让人们意识到他

们对神的悖逆。 玛拉基书共有 55 节。在 47 节中，神悲伤而泣。公义怜悯

的神最后一次对他的百姓说话。在玛拉基书中，神自称是“全能神”或者

“万君之耶和华”（出现了 24 次），这是一个军事上的称谓。但是神的信实

在玛拉基书的结尾部分表述的很明确。神的信使施洗约翰将会带着以利亚

的能力来预备弥赛亚的道路。 

玛拉基（和其他先知一样）都是被呼召去完成困难的使命，向百姓宣

称神的心意和事实。这些犯罪的百姓既包括灵命的领袖（祭司）也有跟随

他们的人。玛拉基书是以神和百姓之间连续不断的对话形式展开的。神指

出百姓如何冒犯神；百姓向神发问；神告诉人如何改正或者给人警告。 

 

 

让神伤心的对话/事情的总结： 
 

1）“我曾爱你们。”（1:2a）。“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1:2b）。“我却爱雅

各，恶以扫”(1:2c-5)。 

 

2）“藐视我名的祭司啊，我既为父亲和主人，尊敬我敬畏我的在哪里呢？”

（1:6 a,b）。“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1:6c）。“你们将污秽的食物

献在我的坛上”(1:7a)。 

 

3）“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1:7a)。祭司说：“我们在何事上污

秽你呢？以至于你说你的坛被藐视”（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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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将瞎眼的，有病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么？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

悦你？我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我的名在外邦必尊为大”(1:7c-12)。 

 

4）“你们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至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

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2:13）。“你为什么不收纳我们的供物？”

（2:14a）。“你以诡诈对待你幼年所娶的盟约的妻，和她分离，迎娶外邦女

子为妻。我恨恶离婚”（2:14b-17）。（神把去掉遮盖妻子的衣襟的行为视为

离婚。参见以西结 16:8;路德记 3:9） 

 

5）“你们用言语烦琐耶和华”（2:17a）。“我们在何事上烦琐他呢”（2:13）。

“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 ‘公

义的神在哪里呢’”(2:17c)。 

 

6）“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

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3:7a)。“我们如何才能转向呢？”（3:7b）。“你

们竟夺取我的供物”（3:8a）。 

 

7）“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3:8a）。“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3:8b)。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倾福！”(3:8c-12)。 

 

8）“你们用话顶撞我”(3:13a)。“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3:13b) 

“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

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

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3:14-15)。 

 

以色列怀疑神的爱：1：1-5 

  神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选民对祂的爱表示怀疑。 

“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

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

给旷野的野狗”（1:2-3）。 

   以扫和雅各是兄弟；但是神却让以色列民从雅各而出。神并不是真的

“恨”以扫或是以扫的后代（以东人）。耶稣在教导门徒时用“恨”和爱进

行对比，他让门徒爱他，“恨”家人（路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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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色列人在后流放时期的艰苦生活中怀疑神，但神对雅各的爱是非常

特殊的。神使以东地荒凉就是因为以东一直苦待以色列，而且他们一直拒

绝承认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真神（这是关于以东的先知书中经常提到的主

题）。神说以色列经受管教，并将回到应许之地，但是骄傲的以东要接受惩

罚，而且不能回到他们的国。 

 

 

以色列用污秽的祭物亵渎神： 1:6-14 

   摩西律法要求必须用洁净的祭物献给神。这一点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 

1）用上好的牲畜献祭可以提醒人们罪的代价，以及高昂的赎罪成本。2）

只有上好的牺牲才能够代表神的纯全美善。3）动物的祭物喻表了在未来的

时候神羔羊会来到世上一劳永逸地除去罪孽。所以它们不能有残缺，这样

才能表示神羔羊的圣洁完全（弥赛亚，耶稣基督）。但是以色列人却把有残

缺的祭物献给神。 

 

“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

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

耶和华说的（1:8）。 

 

  

成熟的灵命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确信神对我们的爱。约翰曾写道：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

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壹 4:8）。保罗说：“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和主

基督的爱隔绝”（罗 8:39）。当然，天父会管教祂的孩子(希 12:10)；但这

仍是祂爱我们的标志。我们通常成长的家庭会给我们有条件的爱，爱的

多少要根据我们的表现决定，所以我们难以适应神无条件的爱。花点时

间想想看：什么事情让你怀疑神对你的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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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献上的残缺的祭物让神恼怒。他宁可有人关上殿门，不接受这种漫不

经心的敬拜。 

 

“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徒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

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

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1:10,11）。 

 

  

以色列人把他们不值钱的，有残缺的祭物献给神，神根本就不喜悦。

残缺的祭物表明我们在内心深处没有真心爱神。在启示录 3:15-16

中耶稣说没有完全爱他的人像温水(热是安慰人的，冷是使人清醒

的)。在当今，以下的情况就是我们在献给神有缺陷的祭物： 我们

的精力用于个人的兴趣，却只拿出很少来做神的工作；我们三心二

意的参加教会的敬拜活动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才能服侍神；对罪妥

协和让步；没有用心学习神的话语，也没有在生活中和社区中活出

神的话；不敢在言语或行动上承认我们是跟随耶稣的；在教会的敬

拜环节没有敬拜，等等。让神告诉你所摆上的“祭物”是否真正表

现了对祂的尊重。 

神甚愿祂的名在列邦被颂赞。这也是他之前选择以色列作为“祭司

的国度”的原因(出 19:5,6)。整本圣经的信息就是“从日出之地到日

落之地，神的名在列邦中被尊崇”(诗 113:3)。哪怕在旧约的末尾处，

神仍向玛拉基承诺，不管有没有以色列的帮助，祂的名在外邦中必

尊为大。今天神如何使用你，让你发挥影响，在周边的人中宣扬祂

的名？向神祈祷：“天父啊，让我成为你的瓦器，让你的名传扬。我

要向人们宣扬你的大能，让他们更加愿意认识你。请告诉我当如何

行，我愿意按照你的旨意前行。通过我，向这个世界传递你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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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斥责利未人祭司 2：1—9 

神在列国中拣选以色列作为“祭司之国”，神也从 12 支派中拣选利未

人作为以色列的祭司，承担侍奉神的职责。他们不仅要遵行献祭的程序，

还要向人们传扬神的话语。可悲的是，玛拉基书却让我们看到利未人祭司

没有行使好他们的职责。所以神用很严厉的话斥责他们。 

    

“我曾与他（利未）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

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

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

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2:5-7）。 

 

如上所述，在以色列历史上利未人曾经按照神的教诲忠心侍奉神（利

未书就是利未人祭司的指导手册）。利未人中的一些祭司非常敬职。摩西和

他的兄弟亚伦就是利未支派的后裔(出 6:16—25)。他们的后裔非尼哈也曾

在以色列人中强调神的名， 让人们从罪恶中重拾公义(民 15:1-13)。然而在

利未的整个历史中，只有少数祭司真正爱神。（就算亚伦的儿子也没有在献

祭时遵守律法。）在巴比伦人入侵耶路撒冷并摧毁所罗门王所建神殿之前，

祭司们大行腐败之道，没有引领人们存心敬拜神。 

 

在经历了 70 年被掳巴比伦和波斯，人们内心生出了重新开始的热情，

也有几个祭司想要按照神的旨意全心全意敬拜神。 

 

但是到了玛拉基时代，祭司又开始行腐败之道。（这种自说自话的敬拜

方式一直持续到了 400 年后耶稣再来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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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但没有引领人们诚心敬拜，甚至还让人们和天父渐

行渐远。） 

 

“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

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瞻徇情面”(2:8,9)。 

 

 

 

 

 

 

 

 

 

离婚的问题：2:10—17 

在后流放的犹太人中，离婚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但问题不在离婚本

身，而是他们休了自己年幼时的犹太妻子而去与不信耶和华的外邦女子成

婚。这个问题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就存在了。就算是所罗门王也娶了很多

外邦女子为妻，她们让犹太人偏离了原来的信仰。这些与自己犹太妻子离

婚的人仍然敬拜神，就好像万事太平(尼西米记 13:23)。但是国家却为此付

出了几个世纪的代价，因为他们娶了拜偶像的妻子。而离弃自己犹太妻子

并再婚就更不应该了！ 

 

“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目遮盖耶和华的坛，以

至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

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 

  

从神而来的精神领袖承担重要的、不容轻视的责任。使徒雅

各说：“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

（雅 3:1）。你是否是他人精神导师？如果是，请谦卑地与主

同行，要知道你的职责，通过你的言行领他人认识主道。你

自己也要不断成长，这样才能把你的所知传授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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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虽然神有灵的余力

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

裔。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

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2:13—16）。 

 

神的心意就是建造圣洁的国度，通过他们让多国、多个家庭爱神、敬神。 

 

预言弥赛亚要来的人：3:1—5 
 

哪怕后流放时代的以色列人在对神的忠诚上起起伏伏，神仍然持守祂

的约。在第三章我们看到预言弥赛亚的人也将来到。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

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万军之耶和华说

（3:1）。 

 

   这里包含两个应许：第一个是由施洗约翰实现的（他有以利亚的

灵）。施洗约翰是预言耶稣将要来的（参见太 3:2-3；可 1:2；路 7:27）。第

二条信息是说“立约的使者”也就是基督。他献上自己纯全无瑕的生

命，赦免了人的罪，从而实现了摩西的约。他用自己的血昭告了恩典的

新约，这也是他在和门徒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所预言的。 

  

曾有人问耶稣关于休妻的事。他说休妻不是神对婚姻的心意。他还

说只有一种休妻的情况，就是丈夫或妻子不忠。哪怕就算这样，耶

稣也教导说是要“无数次原谅”（太 18:21—19:12）。因为神希望人

们持守婚约。哪怕就是违反了约定，最好也要谅解并重建婚姻。只

有当出现不肯悔改的不忠时(背叛和暴力)才可以考虑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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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神之物的人：3:6—12 

十一奉献（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是旧约当中所规定的给

神奉献的标准（参见利未记 27:30-34）。人们奉献的所得大多用于供给在

殿中服侍的利未祭司和他们的家人。但是以色列人总是没能坚持十一奉

献。所以敬拜的传统就经常受影响，甚至有时会停滞。（参考尼西米记

13:10,11）。在旧约最后一章，神称这个现象为夺取神之物！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

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拿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

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

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

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3:8—

10）。 

 

   神既有要求也有应许。神提到给国家的祝福，更特别指出祂会使惩罚

转为恩典，让人们的地产，牲畜和子女从贫乏转为丰富。在我们现今时

代，神让我们要“付出”，我们要等待神从天上给我们的赏赐，何时赏

赐、怎样赏赐都在他的全能手中。 

 

  

人们减少给神的奉献，为什么神称这种情况为“夺取神之物”呢？

这是因为我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只是管理而不

是拥有神的资源。我们挣来的资源并不能让我们成为它的主人。

是谁开始让我们有工作的呢？神让我们十一奉献只是在要回一

些本来就属于祂的。在新约圣经中神让我们根据能力奉献，也就

是说可以奉献超出十分之一（林后 8，9）。神也让我们靠着信心

与祂同行，并应许祂会供应我们。你的光景如何？你是否凭着信

心回馈神？神让人们试试祂，看看神是否会在我们奉献后供给我

们的所需。神让你好好省察一下你的奉献，你有没有夺取神之

物？如果有，那你也是挪去了神给忠信的奉献者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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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册 3:13—18 

有的人暗自认为侍奉神是浪费时间。如果他们学那些无神论者会有

更好的生活。 

    

“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

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

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3:14,15）。 

    

   在诗篇 73 篇也有相似的主题，就是羡慕那些发旺的恶人。正如诗人

所说，羡慕恶人是短视的，因为他们不看重神为那些忠诚服侍祂的人所

预定的今生和来生的奖赏。我们要记住希伯来书第 11 章，信实的圣徒将

在永恒之地获得充充满满的祝福，这是我们都知道例子。 

   作为对先知玛拉基的回应，一群正义的人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卷轴上，

声明他们会跟随主。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

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

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

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

出来”（3:16-18）。 

 

神通过玛拉基提醒我们，神的确能够看到我们每个人的光景。祂知

道谁是真心在乎与神的关系。成熟的信徒更关心的是自己怎样讨神的喜

悦，而不是求神给他更多的好处。对神的敬畏和尊崇是我们每天能够献

给神的礼物。我们也能最后意外的看到神在祝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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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守约的最后神谕 4:1--6 

神在旧约最后的话非常重要。祂说了三件事： 

1. 神将在地上废除邪恶并带来永世的公义，这一天正在到来（4:1-3）。在

这一天，公义的民将会为他们与主同行而喜乐歌唱。 

 

2. 要纪念摩西律法。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一千年后神仍然呼唤人们要回到

与神的约定中。 

 

3. 新的以利亚会预备神的道路。在玛拉基书的结尾部分，神让以色列民等

待盼望：什么时候这位像以利亚的神人会来呢？ 

 

“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

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

（4:5,6）。 

马太福音 17：11 中说到：“以利亚必要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圣经学

者认为，在圣周（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并在三天后复活）前耶稣在橄榄山上

遇到摩西和以利亚。他们也是为再来的基督作见证的见证人（见启示录

11:3-12）。 欧文杰森在他对玛拉基书研究的笔记中写道，玛拉基书的最后

一部分是一个“诅咒”。神会派“一位信使”让人们回转心意，去思考在人

神关系中神的心意，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诅咒。基督为我们承担了罪。他是

最终带来希望和救赎的信使，他来是让人们信他而得救。希望我们不要错

过这样的历史时刻，相信耶稣，相信他的拯救。就像玛拉基，众多先知，

以及整个旧约历史中无数的忠实信徒们！ 

 

问题讨论 

1. 读过玛拉基书之后，旧约中神向人最后的启示中，你认为哪一部分让你

印象最深刻？你怎样认识神的心意？ 

 

2. 玛拉基书中很大篇幅是用来讲敬拜尊崇神，这是神应得的。今天，你用

什么样的方式敬拜尊崇神呢？ 

 

3. 玛拉基书中提到了很多人们关于生命的问题。“神果真爱我们吗？”“侍

奉神值得吗？”“在哪里表现出来神在世上的公义呢？”“神希望从我们这

里得到什么？”你是否想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是否你有不同于以上所述的，

自己的关于神的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