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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亚书
劝人民悔改归向　神

1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易多的孙
子、比利家的儿子撒迦利亚先知，说： 2 “耶和华曾
对你们的列祖大发烈怒， 3所以，你要对众民说：‘万
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转向我（这是万军之耶和
华的宣告），我就必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 4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那样，从前的先知呼唤
他们：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回转，离开你们
的恶道和恶行。他们却不听从，也不理会我（这是耶
和华的宣告）。 5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
永远活着吗？ 6然而我吩咐我的仆人众先知的话与条
例，不是已报应在你们的列祖身上吗？所以他们就回
转，说：万军之耶和华定意按着我们所作所行的对付
我们，他已经这样行了。’ ”
骑马者的异象

7大利乌王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罢特月）二十四
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易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撒迦
利亚先知，实情如下： 8我夜间观看，看见有一个人
骑着红马，站在低洼地上的石榴树中间；在他后面还
有些红色、栗色和白色的马。 9我就问：“我主啊，这
些是什么？”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我会指示你
这些是什么。” 10那站在石榴树中间的人回答：“这
些就是耶和华所差遣在遍地巡逻的。” 11那些骑士
回报那站在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使者，说：“我们已
经在遍地巡逻；看见全地都安定，一片平静。” 12于
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不怜悯耶
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镇，要到几时呢？这七十年来，你
一直恼怒它们。” 13耶和华就用满有恩慈和安慰的话
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14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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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要宣告：‘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我为耶路撒
冷和锡安心里充满嫉恨。 15我向那些安逸的列国大大
恼怒，因为我只是稍微恼怒我的子民，他们却加深他
们的祸害。 16因此，耶和华这样说：我要怀着怜悯的
心回到耶路撒冷，我的殿必在城中重建（这是万军之
耶和华的宣告）。绳子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17你
要再宣告：‘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我的城镇必再昌盛
繁荣，耶和华必再怜悯锡安，必再拣选耶路撒冷。’ ”

四角的异象
18我又举目观看，看见有四个角。 19于是我问那与
我说话的天使：“这些是什么？”他对我说：“这些就
是把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赶散的角。”

四工匠的异象
20耶和华又使我看见四个匠人。 21于是我说：“这
些人来作什么？”那天使回答：“他们就是把犹大赶散
的角，以致没有一人可以抬起头来；但这些匠人要来
惊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角；这些列国就是曾经举起他
们的角攻击犹大地，把犹大地的人赶散的。”（本章
第18-21节在《马索拉抄本》为 2:1-4）

2
准绳的异象

1我又举目观看，看见一人手里拿着量度用的绳
子。（本节在《马索拉抄本》为 2:5） 2我问他：“你
到哪里去？”他对我说：“我要去量度耶路撒冷，看
看有多宽，有多长。” 3那与我说话的天使离去的时
候，另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 4对他说：“你快跑去告
诉那年轻人：‘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像没有城墙规限
的田野，因为城中的人和牲畜很多。 5耶和华说：我
要作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和城中的荣耀。’ ”

呼召人民回归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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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嗨！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走（这是耶和华的
宣告），因为我过去曾把你们分散在天的四方。”这
是耶和华的宣告。 7耶和华说：“嗨！与巴比伦的居民
同住的锡安的人民哪！逃跑吧！” 8万军之耶和华这样
说，得了荣耀之后，他差遣我去攻击那些劫掠你们的
列国，因为凡触摸你们的，就是触摸他眼中的瞳人。
9看哪！我要向他们挥动我的手，他们就必成了自己
奴仆的掠物。这样，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
我。 10 “锡安的居民（“居民”原文作“女子”）哪！你
们要欢呼快乐，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
和华的宣告。 11到那日，许多国家要归附耶和华，作
他的（“他的”原文作“我的”）子民，他要（“他要”原
文作“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
华差遣了我到你们那里去。 12耶和华必再得着犹大作
他在圣地的业分，他必再拣选耶路撒冷。 13全人类都
当在耶和华面前肃静，因为他从自己圣洁的居所被激
动起来了。

3
大祭司约书亚的异象

1耶和华又使我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
者面前，撒但也站在约书亚右边控告他。 2耶和华对
撒但说：“撒但哪！耶和华斥责你，那拣选了耶路撒
冷的耶和华斥责你。这个人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
柴吗？” 3那时，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
的面前。 4使者吩咐那些侍立在他面前的说：“你们
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看哪！我已
经除去了你的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礼服。” 5我
说：“你们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就
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又给他穿上华美的衣
服。那时，耶和华的使者正在旁边站着。 6耶和华的
使者劝戒约书亚说： 7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若
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吩咐，你就必治理我的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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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我的院子，我必赐你特权，可以在这些侍立在我面
前的使者中间自由出入。 8大祭司约书亚啊！你和坐
在你面前的众同伴都要听，（他们都是预表将来奇
事的人，）我必使我的仆人，就是大卫的苗裔出生。
9看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这一块石头上有
七眼。看哪！我要亲自雕琢这石头（这是万军之耶
和华的宣告）。在一日之内，我要除去这地的罪孽。
10到那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你们各人要
邀请自己的邻舍来，坐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 ”

4
两棵橄榄树

1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回来唤醒我，我好像人在睡眠
中被人唤醒一样。 2他对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
回答：“我看见一个金灯台，整个是金的，顶上有一
个盆子，并有七盏灯；顶上的灯有七个灯嘴。 3盆子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右边，一棵在左边。” 4我
问那与我说话的天使，说：“我主啊，这些是什么？”
5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些是什
么意思吗？”我说：“我主啊，我不知道。” 6他对我
说：“这是耶和华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话：‘不是倚靠权
势，不是倚靠能力，而是倚靠我的灵。’这是万军之
耶和华说的。 7大山啊！你算得什么？你在所罗巴伯
面前必夷为平地！他必安放那块平顶的石头，必有
欢呼的声音说：‘愿恩惠、恩惠归与这殿（“这殿”原文
作“她”）。’ ” 8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9 “所罗巴
伯的手奠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这
样，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到你们这里来。
10谁藐视这日子，以为所作的是小事呢？他们看见所
罗巴伯手里拿着测锤，就必欢喜。”是耶和华的这七
眼，遍察全地。 11我又再问那天使：“在这灯台左右
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 12我又问他：“在两根
流出金色油的金管子旁边的两根橄榄树枝，究竟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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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意思？” 13他回答我：“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
吗？”我说：“我主啊，我不知道。” 14他说：“这是两
位受膏者（“受膏者”或译：“供应新油的人”），是服
事全地之主的。”

5
飞行书卷的异象

1我又举目观看，看见有一卷飞行的书卷。 2他问
我：“你看见什么？”我回答：“我看见一卷飞行的书
卷，长十公尺，宽五公尺。” 3他对我说：“这是向全
地发出的咒诅：凡偷盗的必照着书卷这面所写的被清
除；凡起假誓的必照着那面所记的被清除。 4万军之
耶和华说：‘我要使这书卷出去，进入盗贼的家和指着
我的名起假誓之人的家，这书卷必留在他的家中，要
把他家里的木料和石头都毁灭（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 ”
量器中妇人的异象

5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
看，看看这出来的是什么？” 6我说：“这是什么？”他
回答：“这出来的是个量器。”他又说：“这是他们
在全地上的罪孽（“罪孽”有抄本作“样子”）。” 7看
哪！量器的圆形铅盖被揭开，有一个妇人坐在量器
里面。 8天使说：“这是罪恶。”然后他把那妇人掷回
量器中，又把那铅盖丢在量器的口上。 9我又举目观
看，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她们有翅膀，好像鹳鸟的
翅膀；她们的翅膀之下有风。她们把那量器抬起，抬
到天地之间。 10我问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她们要把
量器带到哪里去呢？” 11他回答我：“要在示拿地为那
量器建造房子；房子预备好了，就在那里把它安放在
它自己的地方。”

6
四辆马车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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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又举目观看，看见有四辆战车从两座山中间出
来，那两座山是铜山。 2第一辆战车套着红马，第二
辆套着黑马， 3第三辆套着白马，第四辆套着有斑点
的马；这些马都很雄壮。 4于是我问那与我说话的天
使：“我主啊，这些是什么意思？” 5天使回答我：“这
些是天的四风（“风”或译：“灵”），是从侍立在全地
之主面前出来的。” 6套着黑马的车出来，往北方之地
去；套着白马的车出来，跟在它们后面（“跟在它们
后面”或译：“往西方去”）；套着有斑点的马的车出
来，往南方之地去。 7这些雄壮的马出来，切望在全
地走遍各处；天使说：“你们去吧，只管在全地走遍
各处。”它们就在全地走遍各处。 8他又呼唤我，对我
说：“你看，那些出来往北方之地去的，已经在北方
之地使我心灵的忿怒平息下来。”

把金冠冕戴在约书亚头上
9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10 “你要从黑玳、多比雅
和耶大雅手中收取被掳的人奉献的金银；他们已经从
巴比伦回来了。你要即日去，进入西番雅的儿子约西
亚的家里。 11你要拿这金银来做冠冕，戴在约撒答的
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 12告诉他说：‘万军之耶
和华这样说：看哪！有一个人名叫大卫的苗裔，他必
从自己的地方生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13他
必建造耶和华的殿，必得尊荣；他必坐在宝座上执掌
王权，又必在他的宝座上作祭司，使两者之间和谐共
济。’ ” 14这冠冕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给希连（“希连”有
古译本作“黑玳”）、多比雅、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
贤（“贤”有古译本作“约西亚”）作记念。 15远方的人
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
差遣了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
们　神的话，这事必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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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禁食问题

1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
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 2那时，伯特利人差派了沙
利色、利坚米勒和他的随从，去恳求耶和华施恩。
3他们询问万军之耶和华殿里的众祭司，以及众先
知说：“我们还要在五月哭泣和禁食，像我们这许多
年来所行的吗？” 4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5 “你要告诉这地的人民和祭司说：‘这七十年来，你们
在五月和七月禁食哀哭，岂是真的为我禁食呢？ 6你
们吃，你们喝，岂不是为你们自己吃，为你们自己喝
吗？ 7这些话耶和华不是曾借着从前的先知宣告了
吗？那时，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镇都有人居住，很是
兴旺，南地和高地都有人居住。’ ”
被掳是因为悖逆　神

8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 9 “万军之耶和华
曾这样告诉你们的列祖说：‘你们要执法公正，各人
要以慈爱和怜悯待自己的兄弟。 10寡妇、孤儿、寄居
的和贫穷人，你们都不可欺压，也不可各自心里图谋
恶事，陷害自己的兄弟。’ 11但他们不肯听从，反而
硬着颈项，充耳不闻。 12他们使自己的心刚硬如金
钢石，不肯听从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借着他的灵、透
过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因此，万军之耶和华非常忿
怒。 13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照样，将来他们呼
求我，我也不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14我用旋
风把他们吹散到他们不认识的列国去，他们留下的地
就荒凉了，以致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这美好之
地变为荒凉了。”

8
复兴以色列的应许

1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2 “万军之耶和华这
样说：‘我十分热爱锡安；我为锡安大发烈怒。’ 3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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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这样说：‘我要返回锡安，住在耶路撒冷里面；耶
路撒冷必称为“信实之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
为“圣山”。’ 4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年老的男女必
再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他们因为年纪老迈，各人都
手拿拐杖。 5城里的街上必满了男孩女孩，在街上嬉
戏。’ 6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在那些日子，这事在
这余剩的子民眼中被视为不可能的奇迹，在我眼中
也视为不可能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 7 “万
军之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必从日出之地和日落
之地拯救我的子民。 8我要把他们领回来，让他们住
在耶路撒冷；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也要凭着信实
和公义作他们的　神。’ 9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在
万军之耶和华的殿奠立了根基，预备建造的日子，你
们这些在当时听过众先知亲口宣告这些话的人，现
在你们的手务要刚强。 10因为在那些日子以前，人
作工是没有工价的，牲畜也是这样，并且因有敌人
的缘故，人出入就没有平安，我也使众人互相攻击。
11但现在我待这些余剩的子民必不像从前的日子那样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 12因为五谷必生长
繁茂，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出土产，天也必降下
甘露，我要使这些余剩的子民承受这一切。 13犹大家
和以色列家啊！你们从前在万国中成为可咒诅的，将
来，我要拯救你们，使你们成为赐福的器皿。你们不
要惧怕，你们的手务要刚强。’ 14 “万军之耶和华这
样说：‘你们的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曾定意降祸
在你们身上，并没有改变心意（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 15照样，在这些日子里，我定意恩待耶路撒冷
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 16你们应当行这些事：你
们各人要与邻舍说真话，在你们的城门口要凭着诚实
和公正施行审判。 17你们各人不要心里图谋恶事，彼
此陷害，也不可好起假誓，因为这些都是我所恨恶
的。’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哀哭变成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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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19 “万军之耶和
华这样说：‘四月的禁食、五月的禁食、七月的禁食和
十月的禁食都要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
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
万民寻求主恩

20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将来还有万族的人和多
个城市的居民要来。 21一城的居民到另一城去，对
他们说：我们快去恳求耶和华施恩，求告万军之耶和
华；我们自己也去。 22必有很多的民族和强大的国家
前来，在耶路撒冷求告万军之耶和华，恳求他施恩。’
23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说
不同方言，来自列国的人，紧抓住一个犹大人的衣
襟，说：让我们与你们同去吧，因为我们听见　神与
你们同在。’ ”

9
审判哈得拉与大马士革

1以下是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的话临到哈得拉
地，落在大马士革（世人的眼睛和以色列各支派都
仰望耶和华）， 2又临到大马士革边界的哈马，还有
推罗、西顿，尽管她们有极大的智慧。 3推罗为自己
建造了堡垒，堆积银子，多如尘沙，积聚精金，多如
街上的泥土。 4看哪！主必夺去她的一切，摧毁她海
上的势力，她必被火吞灭。 5亚实基伦看见了，就必
害怕；迦萨看见了也必非常痛苦；以革伦因失去盼
望而蒙羞。迦萨的王必灭亡，亚实基伦必不再有人居
住。 6混杂的种族必住在亚实突，我必除掉非利士人
的骄傲。 7我必除去他们口中的血，和他们牙齿间可
憎之物。余剩下来的人要归于我们的　神，像犹大的
一族；以革伦人也必像耶布斯人一样。 8我必在我的
家四围安营，不容敌军出入往来；欺压人的不能再侵
犯我的子民，因我现在亲眼看顾他们。
要来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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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锡安的居民哪！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
（“居民”原文作“女子”）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
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
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 10我必从以法莲除掉
战车，从耶路撒冷除掉战马。争战的弓必被除掉，他
要向列国宣讲和平。他的统治权必从这海延伸到那
海，从幼发拉底河直到地极。

神应许复兴他的子民
11锡安哪！至于你，因着我与你立约的血，我把你

中间被囚禁的人从无水的坑里释放出来。 12你们被囚
仍有盼望的人哪！要归回保障。今天我要宣告：我必
加倍补偿给你。 13我把犹大作我手上拉开的弓，把以
法莲作我弓上的箭。锡安哪！我必激动你的众子，去
攻击希腊的众子；我必使你像勇士的刀剑。 14耶和华
必在他子民头上显现，他的箭必像闪电一般射出；主
耶和华必吹起号角，乘着南方的暴风而行。 15万军之
耶和华必护卫他们，他们要用投石器投石吞灭和制伏
敌人；他们必喝血，并且喧嚷，像喝醉了酒一样；他
们必像献祭用的碗盛满了血，又像祭坛的角，沾满了
血。 16到那日，耶和华他们的　神必拯救他们，待
他的子民好像羊群一样，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
石，闪耀在他的地上。 17他们将是多么的善，多么的
美；五谷和新酒使少男少女生气蓬勃。

10
向耶和华求恩──甘霖

1在春雨的季节，你们要向耶和华求雨。耶和华闪
发雷电，给人降雨，使各人的田地生长蔬菜。 2因为
偶像所说的是空言，占卜者所见的是虚谎，他们所
说的是假梦，只给人空洞的安慰。因此，众人都如羊
没有牧人，流离困苦。 3 “我的怒气要向这些牧人发
作，我要惩罚那些公山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眷顾
他的羊群犹大家，使他们像战场上雄赳赳的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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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角石、帐棚桩、作战的弓和所有的统治者，都从
犹大而出。 5他们必像勇士，在战场上把仇敌践踏在
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争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
在，他们必使敌方的骑士羞愧。

主必拯救他的子民
6我要使犹大家强盛起来，我必拯救约瑟家。我要
使他们归回，因为我怜悯他们；他们好像未遭我弃
绝一样，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　神，我必应允他
们。 7以法莲人必像勇士，他们心中快乐，好像饮了
酒一样；他们的子孙看见了，也必快乐；他们的心必
因耶和华欢乐。 8我要向他们吹哨子，招聚他们，因
为我救赎了他们。他们的人数要增多，像从前一样。
9虽然我把他们散播在万民中，他们仍要在远方记念
我；他们与他们的子孙都要存活，并且归回。 10我要
使他们从埃及地归回，从亚述地招聚他们，带他们到
基列地和黎巴嫩山，却仍不够容纳他们。 11他必经过
苦难的海，击打海中的波浪，尼罗河的深处也都要干
涸；亚述的骄傲必降为卑；埃及的权势要过去。 12我
必使我的子民因耶和华而强盛，他们要奉耶和华的名
行事为人。”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11
无用的牧人被弃

1黎巴嫩哪！敞开你的门户，好让火吞灭你的香柏
树。 2松树啊！哀号吧，因为香柏树已经倒下，雄壮
的树木都毁坏了；巴珊的橡树啊！哀号吧，因为茂密
的树林被砍下来了。 3听牧人们哀号的声音，因为他
们荣美的草场毁坏了；听少壮狮子吼叫的声音，因
为约旦河边的丛林毁坏了。 4耶和华我的　神这样
说：“你要牧养这将被宰杀的羊群。 5那些买了它们的
宰杀它们，也不算为有罪；那些卖它们的说：‘耶和华
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了富足的人。’它们的牧人并不
怜恤它们。 6因此我必不再怜恤这地的居民（这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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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的宣告）。看哪！我把他们各人交在他的邻舍和
君王的手中。他们必摧毁这地，我必不救这地的居民
脱离他们的手。”

两根杖的比喻
7于是，我牧养这将被宰杀的羊群，就是羊群中最

困苦的；我取了两根杖，一根我称为“恩宠”，另一根
称为“联合”。这样我就牧养了羊群。 8在一个月之内
我除灭了三个牧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
讨厌我。 9我就说：“我不再牧养你们了；那将要死
的，让他死吧！那将要被除灭的，让他被除灭吧；那
些余剩的，让他们彼此吞食对方的肉吧！” 10 然
后，我拿起我那根称为“恩宠”的杖，把它折断，表
示要废除我与万民所立的约； 11那约就在当日废除
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群，就知道这是耶和
华的话。 12我对他们说：“你们若看为美，就给我工
资；不然，就算了。”于是，他们称了三十块银子作
我的工资。 13那时，耶和华对我说：“你要把银子丢
给陶匠。”那银子就是他们认为我应得的高价。我就
拿了那三十块银子，在耶和华的殿里丢给陶匠了。
14我又折断那称为“联合”的另一根杖，表示要废除犹
大和以色列之间的手足之情。

拋弃羊群的牧人有祸了
15耶和华又对我说：“你去取愚昧牧人的装备来。

16因为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那些快要丧亡的
他不看顾，失散的他不寻找，受伤的他不医治，强壮
的他不喂养，他却要吃肥羊的肉，撕掉它们的蹄子。
17 “那丢弃羊群的无用牧人有祸了！愿刀剑落在他的
膀臂和他的右眼上；愿他的膀臂全然枯槁，愿他的右
眼完全失明！”

12
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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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下是耶和华的默示，这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的
话（是耶和华的宣告，他铺张诸天，奠定大地的根
基，造成人里面的灵）： 2 “看哪！我要使耶路撒冷成
为令周围万族喝醉的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犹
大也必受到攻击。 3到那日，我要使耶路撒冷对万族
来说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举起它的必受重伤；地上的
列国必聚集起来攻击耶路撒冷。 4到那日（这是耶和
华的宣告），我要击打所有的马匹，使它们惊恐，击
打骑马的人，使他们疯狂；我必开眼看顾犹大家，我
要击打万族所有的马匹，使它们瞎眼。 5那时，犹大
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靠万军之耶和华
他们的　神得着力量。’ 6 “到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
长好像木柴中的火盆，又好像禾捆中的火把；他们必
向左右吞灭周围的万族，但耶路撒冷的人必仍在城中
原处安居。 7 “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棚，免得大
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 8到那
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最软弱
的，到那日必好像大卫，大卫家必好像　神，好像行
在他们前面的耶和华使者。 9到那日，我必歼灭所有
前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国。

大哀哭
10 “我必把那恩慈与恳求的灵倾注在大卫家和耶
路撒冷居民的身上。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刺
的；他们要为他哀哭，好像丧独生子；他们必为他悲
痛，好像丧长子。 11到那日，耶路撒冷必有极大的哀
哭，像在米吉多平原的哈达临门的哀哭一样。 12全
地都要哀哭，一家一家独在一处哀哭。大卫家独在一
处，他们的妇女也独在一处；拿单家独在一处，他们
的妇女也独在一处； 13利未家独在一处，他们的妇女
也独在一处；示每家独在一处，他们的妇女也独在一
处； 14其余的各家都是一家一家独在一处，他们的妇
女也独在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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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偶像和假先知必被灭绝

1 “到那日，必有一个泉源，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
居民开放，洗除他们的罪恶和不洁。 2 “到那日（这
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我必从这地除掉偶像的名
号，它们不再被人记念；我也必从这地除去假先知和
污秽的灵。 3如果有人再说预言，他的亲生父母必对
他说：‘你不该活着，因为你奉耶和华的名说谎。’他
说预言的时候，他的亲生父母必把他刺死。 4 “到那
日，假先知说预言的时候，每一个都必因自己所论的
异象而羞愧；他们必不再穿兽毛衣服欺骗人。 5那时
他必说：‘我不是先知，只是耕地的人；因为我自幼以
来，就被卖为奴。’ 6如果有人问他：‘怎么在你胸口上
（“胸口上”原文作“两手之间”）有这些伤痕呢？’他就
必回答：‘这些是在爱我的人家里所受的伤。’

击打牧人的预言
7 “刀剑哪，醒来吧！攻击我的牧人，我的同伴，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要击打牧人，羊群就
分散；我也要转过手来，攻击小羊。 8全地的人必有
三分之二被除灭，只有三分之一存留下来。（这是耶
和华的宣告。） 9我必使这三分之一经火试炼。我要
炼净他们，像炼净银子一样；我要试炼他们，像试炼
金子一样。他们必呼求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
说：‘他们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
的　神。’ ”

14
耶和华的日子

1看哪！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人要在你中间分取你
的掠物。 2因为我必招聚列国与耶路撒冷作战，城
必被占领，房屋被抢掠，妇女被强奸。城中的居民
必有半数被掳去，剩下的人民必不会从这城里被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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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3那时，耶和华要出去，与那些国家作战，像他
以前在战争的日子作战一样。 4到那日，他的脚必
站在对着耶路撒冷，在东面的橄榄山上；这橄榄山
必从中间裂开，由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山谷。山的一
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5你们要经由我的山
谷逃跑，因为山谷必伸展到亚萨；你们要逃跑，好
像在犹大王乌西雅年间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
的　神必来临，所有的圣者都与他（“与他”《马索拉
抄本》作“与你”）同来。 6到那日，必没有光、寒冷
和严霜。 7那将是独特的一天，只有耶和华知道；那
天不再分白昼和黑夜，因为在晚上仍有光明。 8到那
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一半流往东海，另
一半流往西海；冬天夏天都是这样。

普世的王
9 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到那日，人人都承认耶

和华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10全
地，从迦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都要变成平
原；但耶路撒冷仍必屹然耸立，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
的地方，到角门，又从哈楠业楼到王的榨酒池，都在
原处。 11城中必有人居住，必不再有毁灭的咒诅，耶
路撒冷的人必安然居住。

敌国的审判与刑罚
12这是耶和华用来击打那些与耶路撒冷争战的万族
的灾疫：他们双脚仍然站地的时候，他们的肌肉必腐
烂，他们的眼球必在眼眶里腐烂，他们的舌头必在口
腔中腐烂。 13到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慌乱，他
们各人互相抓住对方的手，并举起手来互相攻击。
14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争战；四围列国的财物都必被
收聚起来，有极多的金子、银子和衣服。 15照样，像
这类的灾疫也必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在营中
的一切牲畜身上。

万民前来敬拜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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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所有前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剩下的人，必
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且守住棚节。
17地上的万族中，凡是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
军之耶和华的，就必没有雨降给他们。 18埃及族若
不上来参加，就必没有雨降给他们，这就是耶和华用
来击打那些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的灾祸。 19这就
是埃及的刑罚，也是所有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的惩
罚。 20到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
句话；耶和华殿里的锅必好像祭坛前献祭用的碗一
样。 21耶路撒冷和犹大所有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
华为圣；献祭的，都必来取这些锅，用来煮祭肉。到
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商人（“商
人”或译：迦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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