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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该书 

 是建大殿的时刻了  
 大流士王朝二年六月一日，主藉 
 先知哈该向撒拉铁的儿子犹大行 

 政官所罗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 
 约书亚讲话。 

 哈该说∶  2  “全能的主是这样说  
 的∶‘这些犹大人说，现在还不是重 
 建圣殿  *  的时候。’” 

3 主藉着先知哈该又说∶“ 4  难道现 
 在是你们住在有镶板的屋子里，而让 
 主的居处荒废着的时候吗？ 

 “ 5 全能的主是这样说的∶‘想想 
 你们做过的一切和所经历的一切吧！ 
6 你们种得多，但收成少；你们有饭 
 吃，但吃不饱；你们有酒喝，但不够 
 一醉；你们有衣穿，但衣不暖身。你 
 们辛苦挣来的钱就象放在有破洞的口 
 袋里。’ 

7 “全能的主是这样说的∶‘想想  
 你们以往的经历吧！ 8  现在，你们要上 
 山砍伐木材，重建圣殿。我会喜悦这 
 圣殿，也愿意在其中享受尊崇。’ 

 “  9  全能的主说∶‘你们盼望丰  
 年，但收成微薄；你们把仅有的一点 
 带回家里，但我却要让风卷走它！这 
 是因为我的居处依然是一片荒凉，而 
 你们却个个忙着修建自己的房屋！ 10 由 
 于你们的这种行为，天将不降雨，地 
 将不产出。 11  我已经决定要让干旱降 
 在平原和山地上，毁掉庄稼、葡萄  
 园、橄榄树和大地上出产的一切东  
 西，使所有的人和动物都陷入绝境， 

 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建筑，为犹太人崇拜。  

 把你们的艰辛劳动都化为乌有。’” 

1
 开工建新大殿  

12  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  
 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以及所有  
 流亡归来的人都遵照主－他们上帝  
 的命令行事，也就是主－他们的上  
 帝藉先知哈该所说的话。因为人民  
 敬畏主。 

13 主的使者哈该奉主的差遣对民众 
 说∶“主说∶‘ 我将与你们同  
 在。’” 

14  主感动了撒拉铁的儿子犹大行  
 政官所罗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大祭  
 司约书亚，以及所有流亡归回的  
 人，他们开始为全能的主－他们的  
 上帝重建圣殿。  15  这是大流士王朝二 
 年六月二十四日。 

 主   鼓励民众  
 七月二十一日，主藉先知哈该  
 说∶“  2  你晓喻撒拉铁的儿子犹  

 大行政官所罗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大 
 祭司约书亚，以及全体流亡归来的  
 人， 3  你问他们∶‘你们当中还有没  
 有曾见过这圣殿昔日荣耀的人？你们 
 觉得现在的它怎么样？它在你们的眼 
 里是不是微不足道？’ 

 “ 4 全能的主说∶‘所罗巴伯啊， 
 你要坚强！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 
 亚啊，你要坚强！所有这块土地上的 
 民众哪，你们都应该坚强！你们要努 
 力工作，因为我将与你们全体同在。 
5 这是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 
 跟你们立的约，我的灵将永远在你们 
 中间。你们要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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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全能的主是这样说的∶‘不  
 久，我就要再次摇撼天地、大海和陆 
 地。 7  我要震动万国，它们的珍宝都  
 将汇集到这里来；我要让我的圣殿充 
 满荣耀，更加壮丽。’ 

 “ 8 全能的主说∶‘金银都是属于 
 我的。  9 新建的圣殿将比原先的更荣 
 耀。我将赐给这里繁荣与和平。’全 
 能的主这样宣布了。” 

 施工开始  � 祝福将降临  
10 大流士王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主再次藉先知哈该讲话。 
 哈该说∶“  11  全能的主是这样说  

 的∶‘你让祭司们解答这样一个律法 
 问题∶ 12 如果有人用衣襟兜着圣肉，  
 又用这衣襟触碰了饼、汤、酒、橄榄 
 油或其他别的食物，这样做能使这些 
 被触碰的食物归圣吗？’” 

 祭司们答道∶“不能。” 
13 哈该又问∶“如果有人因接触了 

 死尸而不洁净，他碰了这些食物，会 
 使这些食物不洁净  *  吗？” 

 祭司们答道∶“会的。” 
14 哈该说∶“主说∶‘这个国家和 

 它的人民对于我也是如此！他们生产 

 不洁净：不纯洁或不能被接纳用来崇拜上帝。  

 出来的和带到我的圣殿里来的一切东 

 西都是不洁净的。 15 认真追忆一下往  
 事吧！想一想在你们动工修建圣殿  
 以前的一切。 16 那时你们是一种什么 
 样的景况？有人需要二百公斤粮  
 食，可是整个谷堆只有一百公斤；  
 有人需要五十公升酒，可是酒窖里  
 只有二十公升酒！ 17 我曾用虫害、霉  
 病和冰雹打击你们和你们辛劳所得  
 的一切，但你们 仍然没有归依  
 我。’  

 “主说∶‘ 18 你们回首往事，想一 
 想自从为主的圣殿奠基以来直到今天 
 －九月二十四日的日子∶ 19 有没有种  
 子滞留在粮仓里没有按时播种？有没 
 有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和橄榄 
 树不结果实？从今以后，我必赐福给 
 你们。’” 

20 当天，主再次对哈该说∶“ 21 你 
 晓喻犹大行政官所罗巴伯∶全能的  
 主  是这样说的∶‘我即将摇撼天地， 
22 倾复万国。我要灭掉列国的势力， 
 掀翻他们的战车和骑士，让他们人仰 
 马翻，个个死在自己人的刀下。  23 我 
 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在 
 那一天我要选召你，使你如同我手中 
 的戒玺，因为我拣选了你。’全能的 
 主这样宣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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