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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沙田堂 

2017 年主日崇拜講道 

 

火煉的新生 
《瑪拉基書》六段與上主真情對話 

 

李思敬牧師 

 

 

1 月 7-8 日   「你愛我們？」    瑪 1:1-5 

 

3 月 11-12 日   「我們藐視你的名？」  瑪 1:6-2:9 
 

5 月 27-28 日   「為何不悅納獻祭？」  瑪 2:10-16 

 

7 月 29-30 日   「我們令人厭煩？」   瑪 2:17-3:5 

 

9 月 10 日   「我們怎樣回轉？」   瑪 3:6-12 

 

12 月 9-10 日   「我們針對你？」   瑪 3:13-24 

 

 

參考書目 

 
Peter Adam The Message of Malachi (The Bible Speaks Today) IVP 2013. 
 
= 《瑪拉基書》（聖經信息系列）校園 2016. 

 

 

2017 堂慶培靈會 

 

主題：踐信於行在香港 

 

9 月 8 日 (五)  禱告不灰心   路 18:1-8 

 

9 月 9 日 (六)  相愛的命令   約 1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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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 

 

標題  1:1   

 

剖白（一） 1:2-5   1:2-3   4 

       1:4-5   4 

 

剖白（二） 1:6-2:9   1:6a-d   4 

       1:6e-10   7 

       1:11-13   7 

       1:14    2 

       2:1-3   7 

       2:4-7   7 

       2:8-9   4 

 

剖白（三） 2:10-16   2:10-11   4 

       2:12-13   4 

       2:14-15a   4 

       2:15b-16   4 

 

剖白（四） 2:17-3:5   2:17    3 

       3:1    3 

       3:2-3a   3 

       3:3b-4   3 

       3:5    3 

 

剖白（五） 3:6-12   3:6-7a   3 

       3:7b-9   4 

       3:10    4 

       3:11-12   3 

 

剖白（六） 3:13-21   3:13-15   4 

       3:16-17   4 

       3:18    2 

       3:19    4 

       3:20-21   4 

 

總結  3:22-24   3:22 / 23 / 24  2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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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 

 

 

1:1  默示  上主的話 對以色列 

   藉著我使者的手 

 

 

（一） 

 

1:2  我愛你們  上主說 

   你們卻說  你怎樣愛我們 

  以掃不是雅各的兄弟麼 

   上主的宣告 

  但我愛雅各 

1:3   以掃我卻憎恨 

  我使他的眾山成廢墟 

   他的產業歸曠野的胡狼 

 

1:4  若以東說  我們被消滅了 

   但我們要再來重建荒場 

  天庭的上主這樣說 

   他們  由他們建造  但我  我要拆毀 

  人要稱他們為罪孽之域 

   並上主不斷咒詛之民 

1:5  你們的眼睛要看見  並且你們  你們要說 

   上主在以色列境域之上要顯為大 

 

 

（二） 

 

1:6  兒子尊重父親 

   僕人對他主人亦然 

  但我若是父親 

   我的尊重何在 

  假若我是上主 

   我的敬畏何在 

  天庭的上主對你們 

   藐視我名的祭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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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卻說  我們怎樣藐視你的名 

1:7   把玷污的餅奉獻在我的祭壇 

  你們卻說  我們怎樣玷污你 

   照你們說  上主的供桌  它是可藐視的 

1:8  還有你們奉獻瞎眼的為祭祀  不算錯 

   還有你們奉獻瘸腿的和有病的  不算錯 

  把它獻給你的官長吧 

   他會悅納你  抬起你的臉嗎 

    天庭的上主說 

1:9  現在祈求上帝情面  求祂憐憫我們吧 

   就憑你們手中這個  祂會抬起你們任何人的臉嗎 

    天庭的上主說 

1:10  唯願你們中間有人把殿門關上 

   免得你們在我壇上妄自點火 

  我不喜悅你們 

   天庭的上主說 

    我也不會悅納你們手中任何供物 

 

1:11  因為自日出到日落 

   我的名在列國中為大 

  各處都有向我名燒香獻祭 

   且是潔淨的供物 

  因為我的名在列國中為大 

   天庭的上主說 

1:12  然而你們卻在褻瀆它 

   照你們說  上主的供桌  它是可玷污的 

    而它的果品它的食物是可藐視的 

1:13  你們又說  看  多討厭 

   你們還嗤之以鼻 

    天庭的上主說 

  你們把搶奪得來的奉獻 

   連同那瘸腿的和有病的 

  你們奉獻供物 

   我就悅納你們手中的東西嗎 

    上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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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存心欺詐的人當受咒詛 

   他在家畜中有公的 

    把它許了願  卻將殘缺的祭祀上主 

  因為我是大君王 

   天庭的上主說 

    我的名在列國中受敬畏 

 

2:1  現在  給你們 

   這誡命  祭司啊 

2:2  若你們不聽從 

   又不把它放在心上 

  將榮耀歸給我的名 

   天庭的上主說 

  我就派遣那咒詛臨到你們 

   我又要咒詛你們的祝福 

  事實上我已經咒詛它 

   因為你們並未放在心上 

2:3  看我為你們斥責那種籽 

   我並會把糞污灑在你們臉上 

  就是你們節期的糞污 

   人要把你們抬到那裏 

 

2:4  你們便知道我已派遣臨到你們  

   就是這誡命 

  要作為我與利未的約 

   天庭的上主說 

2:5  我的約乃是與他  

   是那生命和平安 

  我給他這些作敬畏  他也敬畏我 

   在我的名面前他惶恐戰兢 

2:6  真理的訓誨在他口裏 

   他嘴唇找不到謬誤 

  在平安和正直中他與我同行 

   並且他把許多人從過犯中帶回來 

2:7  無疑祭司的嘴唇當持守知識 

   訓誨他們要從他口裏尋找 

    因為他是天庭的上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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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然而你  你們竟背離那正道 

   你們使許多人在那訓誨上絆跌 

  你們敗壞了那利未的約 

   天庭的上主說 

2:9  因此我  我也要使你們 

   在所有子民中遭藐視和輕賤 

  正如你們沒有持守我的道路 

   又在那訓誨上偏袒徇私 

 

 

（三） 

 

2:10  不是我們所有人都屬同一父親嗎 

   不是同一上帝創造我們嗎 

  為什麼我們要奸詐  各人與他的弟兄 

   褻瀆我們祖宗的聖約 

2:11  猶大奸詐 

   在以色列並在耶路撒冷有可惡的事發生 

  因為猶大褻瀆了 

   上主的聖所  這是他愛慕的 

    但他卻娶了外邦上帝的女兒 

 

2:12  願上主剷除這樣的人 

   他作此事  既清醒又應對如流 

  從雅各的眾帳棚 

   又把祭祀奉獻天庭的上主 

2:13  況且你們又重蹈覆轍 

   眼淚遮蓋上主祭壇 

    又哭泣又呻吟 

  以至不可能看到祭祀 

   或從你們手裏獲得喜悅 

 

2:14  你們卻說  為了什麼 

   為了上主曾指証 

  在你和你年輕時的妻 

   你以奸詐對她 

  但她是你的伴侶 

和你聖約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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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不是只有一位造物主  剩餘的靈也屬祂嗎 

   這獨一的主要找尋什麼  神的種子嗎 

   

你們要謹守你們的靈 

   不可以奸詐對你年輕時的妻 

2:16  因為祂憎恨出妻 

   上主以色列的神說 

  又用強暴遮蓋他的衣服 

   天庭的上主說 

  你們要謹守你們的靈 

   也不可奸詐  

 
（四） 

 

2:17  你們令上主厭煩  在你們的言語上 

   你們卻說  我們怎樣令祂厭煩 

  照你們說  所有作惡的人 

   在上主眼中很好 

  祂還喜悅他們 

   公道的上帝又在那裏 

 

3:1  看我派遣我的使者 

   他要在我面前開路 

忽然間祂要來到祂的聖殿 

   就是你們尋找的上主 

  而聖約的使者  你們所喜悅的 

   看  他來了   

天庭的上主說 

 

3:2  但誰可抵受他來的那日 

   誰能站住當他出現 

  因他好像熬煉之火 

   又像洗濯的鹼 

3:3  他要坐下熬煉淨化銀子 

   也要淨化利未的子孫 

 

  他要煉淨他們像金銀 

   直到他們懂得正確地向上主奉獻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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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上主會悅納 

   猶大與耶路撒冷的供物 

  就像往昔的日子 

   又像上古的年代 

 

3:5  我也要臨近你們主持公道 

   我要爽快地指証 

  那些行邪術的  犯姦淫的  那些發假誓的 

   那些壓榨工人工資並那寡婦和孤兒 

  那些屈枉外人  他們也不敬畏我 

   天庭的上主說 

 

 

（五） 

 

3:6  因為我是上主 

   我不會重複 

  但你們是雅各的子孫 

   你們不會停止 

3:7  自你們祖宗的日子  你們背離我的律例 

   你們也不遵守 

 

  轉向我  讓我也轉向你們 

   天庭的上主說  

    你們卻說  我們怎樣轉向 

3:8  人豈可搶掠上帝呢 

   你們卻在搶掠我 

  你們卻說  我們怎樣搶掠你 

   那十一和那奉獻 

3:9  你們當被咒詛所咒詛 

   你們搶掠的是我  那子民  所有人 

 

3:10  將所有那十一奉獻到倉庫去 

   讓我的庫中有糧食 

  可以藉此試試我 

   天庭的上主說 

  是否我會為你打開 

   那天上的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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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為你傾出 

   祝福直到一無所缺 

 

3:11  我又會為你們斥退那吞噬的 

   以至牠不能損害你們地上的果子 

  你們田野的葡萄也不至斷絕 

   天庭的上主說 

3:12  各國要稱你們有福 

   因你們要成為喜悅的地土 

    天庭的上主說 

 

（六） 

 

3:13  針對我你們的討論很猛烈  上主說 

   你們卻說  我們討論什麼針對你 

3:14  你們說  服侍上帝毫無意義 

   我們持守祂的守則有何好處 

  還要我們刻苦遵行 

   在天庭的上主面前 

3:15  現在我們稱無法無天的人有福 

   其實無惡不作的人反倒安穩 

    其實他們試探上帝仍可脫身 

 

3:16  那時敬畏上主的人討論 

   每人和他的朋友 

  上主留意聆聽 

   有紀念冊在他面前記錄 

    為那些敬畏上主尊重祂名的人 

3:17  他們屬我  天庭的上主說 

   為我正預備的那日  是屬自己的 

  我要施恩給他們  像人施恩 

   給他的兒子  那服侍他的 

 

3:18  你們必要重新認出 

   那正直的與那邪惡的 

  那服侍上帝的人 

   並那不服侍上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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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因為看   那日正來臨 

   燃燒著如洪爐 

  他們要成為  所有無法無天 

   並所有無惡不作的人  乾草 

  來臨的那日要燃著他們  

   天庭的上主說  

  並不會為他們留下 

   根柢或枝幹  

 

3:20  但為你們敬畏我名的人要升起  

   公義的太陽和其光澤裏的醫治  

  你們也要出來雀躍  

   如同出欄的牛犢  

3:21  你們且要踐踏惡人 

   因為他們要成為灰燼 

   在你們腳跟之下 

  在我所預備的那日 

   天庭的上主說 

 

 

 

3:22  你們要謹守我僕人摩西的訓誨 

   就是我所吩咐他的 

  在何烈  向全以色列 

   諸律例和典章 

 

3:23  看  我正差派給你們 

   以利亞那位使者 

  在上主之日來到前 

   那偉大又可畏的 

 

3:24  他要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子 

   兒子的心向父親 

  免得我來到 我會擊打  

   徹底毀滅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