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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基书

1以下是主藉玛拉基传给以⾊列⼈的默⽰。
上帝爱以⾊列

2主说: “我爱你们。”
⽽你们却问: “您曾怎样爱我们的呢？”
主说: “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
喜爱雅各， 3厌恶以扫。我使以扫的⼭
地*⼀⽚荒凉，把他的产业交给旷野的野
狗†。”
4以东⼈也许会说: “虽然我们被打垮
了，但我们⼀定能重新兴起，重建被摧
毁的⼀切。”
但是，全能的主说: “任凭他们重新建
起这⼀切，我都将再次摧毁它们。他们
将被称为‘罪恶的国度’和‘被主永远增恨
的⺠众。’”
5你们会亲眼看到这⼀切，并且说: “主
是伟⼤的，他的伟⼤超越了以⾊列的国
界。”

⼈们不尊敬我
6全能的主说: “⼉⼦要尊敬⽗亲，仆
⼈要尊敬主⼈。如果我是你们的⽗亲，
我的尊严在哪⾥？如果我是你们的主
⼈，为什么没有⼈敬畏我？这是我，全
能的主对你们—藐视我的名的祭司们讲
的话。
“⽽你们却问: ‘我们怎样藐视您的名
了？’
7 “你们⼀⾯把不洁净‡的⾷物献在我
的祭坛上，⼀⾯在⼼⾥想: ‘对主的供桌
⽤不着敬畏。’却还要说: ‘我们在哪件事
上玷污您了？’ 8你们将瞎眼的动物献
作祭物，难道这不是邪恶？你们将跛腿
的、有病的动物献作祭物，难道这不是

邪恶？如果你们把这样的牲畜献给⾏政
官，他会不会喜欢，对你们表⽰感谢？
9 “现在，去祈求上帝施恩吧！好让他
怜悯我们。你们献上这样的祭品，难道
主会对你们有好感？”
10全能的主说: “我情愿你们当中有⼈
关上我的殿门，好让你们不再徒劳地去
点燃我的祭坛上的⽕。我不喜欢你们，
你们经⼿献上的礼物没有⼀样是我所喜
欢的。
11 “世界各国的⼈都尊崇我，他们在各
地向我焚⾹敬拜，并献上洁净的祭物。
我在全世界都受尊崇。
12 “⽽你们竟亵渎我！你们说: ‘主在圣
殿⾥的供桌是可以亵渎的，对上⾯的贡
物可以不必太在乎。’ 13你们还说: ‘这太
烦⼈了！’并对此嗤之以⿐。你们把偷来
的、跛脚的、⽣病的动物献给我，难道
我会接受这些东⻄吗？ 14诡诈的⼈庄重
许愿，要把⽺群中完好的公⽺献给我，
却献上有残疾的⽺。他受到诅咒！因为
我是⾄⾼的君王，世上万国都要敬畏
我。”全能的主这样宣布了。

对祭司们的规定

2全能的主说: “祭司们啊，这是我给你们的告诫。 2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
话，不认真敬重我的名，我必使诅咒临
到你们⾝上，使你们的福份变为诅咒。
事实上，我已经在诅咒你们的福份了，
因为你们把我的告诫当作⼉戏。
3 “看吧，我要惩罚你们的后代，要把
你们在节期所献祭牲的粪泼在你们的脸
上，还要把你们扔进粪堆。 4那时，你们
才会明⽩，我这样告诫你们，就是要让
我跟利未⼈¶所⽴的约§可以永存。”全
能的主这样宣布了。
5 “我跟他们所⽴的约是应许⽣命与平
安的约。我把⽣命与平安赐给了他们。
我的约也称为他们敬畏我的约，他们因

*1:3以扫的⼭地意为以东⼭地，以东是以扫的另⼀个名字。
†1:3野狗直译为豺。
‡1:7不洁净不纯或不被接受的对上帝的崇拜。
¶2:4利未⼈以⾊列⼈的⼀个⽀派，做祭司的⼯作。
§2:4约直译为“证明”，指刻有⼗诫的⽯板，是上帝和以⾊列⼈之间的契约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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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敬畏我，尊崇我的名。 6他们随时准
备教⼈以信实的训诲，从不附和邪恶。
他们在我的⾯前过着和平与正直的⽣
活，⽽且帮助许多⼈离弃了罪恶。 7祭
司最了解上帝的意志，因此，⼈们到他
们那⾥寻求指导，因为他们是全能的主
的使者。
8 “但你们这些祭司们啊，你们偏离了
上帝的路，你们的说教致使众多⺠众背
弃了主的律法，你们废弃了我与利未⼈
所⽴的约。 9因此，我折辱你们，使你们
在全体⺠众⾯前抬不起头来。因为你们
没有遵循我的路，竟在你们的说教中徇
私。”

犹⼤⼈对上帝不忠实
10我们不是同有⼀位⽗吗？不是同⼀
位上帝创造了我们⼤家吗？为什么我们
中的每⼀个⼈都欺骗⾃⼰的兄弟，亵渎
上帝与我们祖先所⽴的约？
11犹⼤⼈不忠实。他们在以⾊列和耶
路撒冷做了可憎恶的事。他们娶了拜异
族神明的⼥⼦为妻，玷污了主所喜爱的
圣处。 12愿主从雅各的后代中剪除做了
这些事的⼈，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向
全能的主献上什么样的礼物。 13你们还
做了另⼀件事，你们悲哀哭泣，眼泪⼏
乎淹没了主的祭坛，因为主不再悦纳经
你们的⼿献上的祭物。
14你们问: “这是为什么？”因为主指证
了你与你年轻时所娶的妻⼦之间发⽣的
⼀切。她是你的忠实伴侣，你也曾对她
⽴下海誓⼭盟。然⽽，你却背叛了她！
15任何稍明事理的⼈都不会这样做。明
达事理的⼈要的是什么？他所求的是圣
洁的后代。所以，你们要当⼼，你们不
可背弃⾃⼰⻘年时娶的妻⼦。*
16主—以⾊列的上帝说: “我憎恶离婚，
我憎恶以残忍为⾐的⼈。所以，你们要
当⼼，不可做背信弃义的⼈。”

审判的特殊时刻
17你们的话已经使主感到厌烦，⽽你
们却还问: “我们在哪件事上使主厌烦

了？”你们说: “做坏事的⼈在主的眼⾥也
是善良的。他同样喜爱他们。”你们还说:
“谁⻅过上帝惩罚任何⼈？”

3全能的主说: “看啊，我就要派出使者去为我铺平道路了。你们寻求的主就
要突然降临到他的圣殿，使你们欣喜的
约的使者就要来临了！”
2可是，当他来临的时候，谁能够经得
住考验？当他出现的时候，谁能够在他
的⾯前⽴⾜？他像熔炼⾦银的⽕，像漂
布⼈的碱。 3他要像熔炼⾦银⼀样洁净利
未⼈，使他们像⾦银⼀样纯净。然后，
他们就会以正确的⽅式向主奉献祭物。
4那时，犹⼤⼈和耶路撒冷⼈所献的祭
物才会被主悦纳，正如很久以前⼀样。
5全能的主说: “我要向你们降临，施⾏审
判。我将及时作证指控那些⾏巫术的、
犯奸淫的、发假誓的、克扣⼯钱的、欺
压孤⼉寡妇和寄居者的，我将指控所有
不敬畏我的⼈。”

掠夺上帝
6全能的主说: “我是主，我始终不变。
你们是雅各的⼦孙，所以你们才没有被
灭绝。 7从你们的祖先那时起，你们就⼀
直没有谨守我的律法。回到我的⾝边来
吧，我会重新回到你们中间。
“你们问: ‘我们怎样做才算归依您？’
8 “⼈难道可以掠夺上帝吗？⽽你们竟
掠夺我的贡物，却还问: ‘我们在哪件事上
掠夺您了？’你们本应把你们收获的⼗分
之⼀和规定的贡物献给我。 9你们整个国
家的⼈都在掠夺我。诅咒将重重地压在
你们⾝上。”
10全能的主说: “你们把⼗分之⼀的收
获物送到圣殿⾥来，好让我的居处有给
养⽤。你们可以由此试探我，看看我会
不会使各种各样的福份从天⽽降，让你
们应有尽有。 11我将命令害⾍远离你们
的⽥地，不伤害你们地⾥的庄稼，葡萄
园⾥必将果实累累。 12列国的⼈都将祝
福你们，因为你们有⼀块令⼈羡慕的⼟
地。”全能的主这样宣布了。

*2:15希伯来⽂很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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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的特殊时刻
13主说: “你们⼀直⽤话顶撞我，还问:
‘我们说什么话顶撞您了？’ 14你们说: ‘我
们遵从他的命令，在全能的主的⾯前就
像葬礼上的居丧⼈四处奔⾛，究竟得到
了什么好处？。 15如今，我们觉得还是
狂傲的⼈有福。那些⼲坏事的⼈总是事
事顺利，甚⾄向上帝挑衅也能够逃脱惩
罚。’”
16当时，敬畏主的⼈彼此谈论，主留
意倾听他们的话。那些敬畏主和尊崇
主的名的⼈都记载在他⾯前的记念册
上。 17全能的主说: “到了我⼀直为之准
备的那⼀天，他们将属于我，作为我珍
爱的产业。我怜悯他们，就像⽗亲怜悯
他的孝顺⼉⼦。 18那时，你们就能再次
看出正直的⼈和邪恶的⼈有什么不同的
遭遇，侍奉我和不侍奉我的⼈有什么差
别。”

4全能的主说: “审判的时刻就要到了。它将像熊熊燃烧的⽕炉，所有狂傲的
⼈和作恶的⼈都要在那⼀天像糠秕⼀样
被烧掉，不留下⼀点残根败枝。
2 “⾄于你们这些敬畏我的名的⼈，我
的拯救公义将像初升的太阳⼀样照耀你
们，医治你们。你们将像放出⽜栏的肥
壮的⽜犊⼀样欢蹦乱跳。 3你们将把恶
⼈踩在脚下，⽽他们将像你们脚下的尘
⼟。这⼀切将在我预⾔的时刻实现。”全
能的主这样宣布了。
4 “你们要牢记我在何烈⼭颁给我的仆
⼈摩⻄的律法，那⾥⾯包含了为全体以
⾊列⼈制定的诫命和律例。 5看啊，在那
⼤⽽可畏的主的审判⽇来临之前，我要
派先知以利亚到你们中间去。 6他将使
⽗亲和⼦⼥再度和好，以免我来毁灭这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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