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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掳归回后的先知 

（哈该、撒迦利亚和玛拉基） 
 

 
被掳归回后，在以斯拉和尼希米推动圣殿以及耶路

撒冷城墙重建工作的时候，神兴起了先知哈该、撒迦利

亚和玛拉基。哈该和撒迦利亚都鼓励圣殿的重建。玛拉

基则鼓励人民将他们 好的献给神。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三位先知都可以被称作鼓励的先知。如其他先知一样，

尽管他们严词谴责偏离正道的人，但他们的基本信息都

是积极的：鼓励人民过一个符合神的约和计划的生活。

哈该、撒迦利亚和玛拉基三位先知都劝勉人民返回正确

的优先次序上。  
 

课程 14.1 哈该：关于圣殿重建的先知 

本节目标  
14.1.1  概括哈该书的背景、目的和主题。  
14.1.2  讨论哈该是如何表达这卷书主题的。   
 

课程 14.2 撒迦利亚：用异象鼓励的先知 

本节目标  
14.2.1   描述撒迦利亚书的时期、目的和八个异象。  
14.2.2   概述撒迦利亚书 9-14 章有关弥赛亚的两个预  
言。  
 

课程 14.3 玛拉基：将 好的献上的先知 

本节目标  
14.3.1   叙述玛拉基书的背景和时间。  
14.3.2   找出玛拉基书的主题。  
    
 

第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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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该：关于圣殿重建的先知 
 

作者身份、成书时间与写作背景 

 
保守派学者认为这卷书为哈该所作，其根据是哈该

书 1:1 节以及其他的圣经内在证据。先知哈该在这卷书中

被提到九次，在以斯拉书中被提到两次（该 5:1；6:14）。
哈该是被掳的犹太人，在古列王准许下返回家园，除此

之外我们对哈该所知甚少。我们还知道的就是哈该在公

元前 520 年开始他的先知事奉，很可能是秋季的时候

（Arnold&Beyer 1999，  464）。  
 

根据以斯拉记 3:8-10 节记载，第一批犹太人在公元前 536 年立下了圣

殿的根基。然而很快撒玛利亚人和其他人起来阻挠他们，重建圣殿的工作

在公元前 534 年停了下来。灰心失望之下，人民停止为神的殿作工，开始

修建自己的房子。十六年间无人为圣殿作工！然后哈该和撒迦利亚开始鼓

励劝勉人民继续开始圣殿重建的工作。四年之后，圣殿修建完毕，公元前

517-516 年的时候，犹太人将圣殿献给神（以斯拉记 4-6）。  
 

目的与主题 

 
从被掳之地归回后不久，由于面对不断地阻挠与挫折，犹太人便回到

他们自私的计划中。他们让自己对康乐安宁的关心超过他们对属灵事情的

关心。因此，哈该的信息就是想让他们建立起正确的优先次序。换句话说，

他的基本目的和主题就是要激励犹太人重建圣殿，从而领受神的祝福。再

明确一些，就是哈该宣讲预言鼓励犹大官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书亚带领

犹太民众修建圣殿。  
 
1 哈该书的基本主题是什么？  

 

大纲 

 
哈该通过四个信息表达出他的主题，这卷书结构如

下：  
 

一   第一个信息：将神放在首位——完成圣殿的重建    1 章  
1、时间：公元前 520 年尼路耳月初一（8 月 29 日）（1:1）  
2、哈该斥责民众（1:2-11）  
3、民众的回应（1:12-15）  

14.1

课 
14．1．1 
本节目标  
概 括 哈 该 书
的背景、目的
和主题。  

14.1.2 
本节目标  
讨 论 哈 该 是
如 何 表 达 这
卷书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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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个信息：神的荣耀比外表的美丽更重要     2:1-9 

1、时间：公元前 520 年提市黎月二十一日（10 月 17 日）（2:1）  
2、所罗巴伯的圣殿同所罗门的圣殿相比（2:2-9）  

 
三   第三个信息：同圣洁相比，罪的传播更容易     2:10-19 

1、时间：公元前 520 年基色娄月二十四日（12 月 18 日）（2:10）  
2、罪的污染（2:11-14）  
3、顺服带来祝福（2:15-19）  
 

四   第四个信息：神高举敬虔人的那日     2:20-23 
1、公元前 520 年基色娄月二十四日（12 月 18 日）（2:20）  
2、神要震动并审判列国（2:21-22）  
3、所罗巴伯将成为神的印（2:23）  

 
2  哈该书的主题表达了哪四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  （哈该书 1 章） 

 
第一个信息是一个劝勉，要大家“起来做工！”。哈该宣称百姓更顾念

他们自己的房屋，却不关心圣殿的重建。请注意，哈该并不是谴责人民为

自己建住处，因为这也是合理而正当的，他是斥责百姓关注个人自私的事

超过关注属灵的事。  
 

因为犹太人错置了生活中的优先次序，庄稼收成很少，他们也很快没

有钱了（1:5-6）。他们住在为自己建的好房子里，却始终没有想起要重建

圣殿在那里敬拜神。哈该的斥责起了效果，人们开始行动起来。一个月内，

圣殿重建的工作就重新开始了（Arnold&Beyer 1999，  464）。  
 

第二个信息  （哈该书 2:1-9） 

 
第二个信息是让人们确信神的同在，鼓励他们神的灵就住在他们中

间，给他们帮助（2:1-9）。不知什么原因，在重建的圣殿中神的荣耀要超

过在先前的殿中！对于这个预言是如何应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神的

这个应许也鼓励了犹太人完成了圣殿的重建。  
 

第三个信息  （哈该书 2:10-19） 

 
第三个信息严厉警告民众要当心，与不敬虔的人或事有密切联系时，

在信仰上会被污染（2:10-19）。圣洁无法从一样东西或一个人传递给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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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东西或另一个人，它只能从一个人内心发出。然而，疾病或污秽却可以

通过接触而传递。联系越紧密，不圣洁或不敬虔传染的可能性就越大。因

此，当人们陷回到罪的行为中去的时候，他们接触的一切也都被污染了。

要注意不是说神阻止我们同非信徒发展友谊，他只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受不

敬虔的影响。在哈该第三个信息的末尾，神告诉他的子民，如果他们顺服，

神就祝福他们。  
 
3  哈该的哪一个信息包含了严厉的警告，警告针对的内容是什么？  

 

第四个信息  （哈该 2:20-23） 

 
第四个信息宣告神拣选了所罗巴伯，并宣告了神高举敬虔人的那一

日。如同但以理书一样，哈该告诉民众神是高举列国列王并倾覆他们的那

一位至高掌权者。  
 

总体来看，第四个信息是关于大卫王国的重建。这是关于弥

赛亚的信息，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被称为“神的印”则显示

了权柄的记号，马太福音 1:12 节耶稣的家谱中也特别提到了所

罗巴伯。（Brubaker 2003a，  809）  
 
 4  为什么第四个信息被认为同弥赛亚有关？  

 
 

撒迦利亚：用异象鼓励的先知 
 

作者身份、成书时间与写作背景 

 
撒迦利亚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1-8 章和 9-14 章。

尽管学者们赞同先知撒迦利亚在公元前 520-公元前 518
年写下了这卷书的第一部分，但对于第二部分是何人所

作，学者们意见不一。有人推测有第二位作者甚至第三

位作者写了撒迦利亚书 9-14 章。他们指出书中文学形

式及词语的差异，以及历史和政治氛围的变化并用此作

为他们观点的依据。然而保守派学者认为这卷书有统一

的内容，所有章节都是撒迦利亚所写的。他们强调两部分文学形式和词语

方面的相似，称出现的差异并不一定说明是出自不同的作者。  
 

因此，本课程将撒迦利亚视为整卷书的作者（1:1）。尽管旧约圣经中

列出了三十二位同名的人，但这位撒迦利亚是比利家的儿子。与耶利米和

以西结一样，撒迦利亚是祭司也是先知。撒迦利亚是利未人，是祭司家庭

14.2

课 
14.2.1 
本节目标  
描 述 撒 迦 利
亚书的时期、
目 的 和 八 个
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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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多一族的首领（1:1；尼 12:16）。他出生在巴比伦，很显然是和第一批犹

太人归回耶路撒冷。  
 

目的与主题 

 
像哈该一样，撒迦利亚也鼓励犹太人重建圣殿，这是他在 1-8 章中的

目的与主题，我们从神给他的八个异象中就可以看到。有些学者指出对这

些章节的 恰当的描述是“过去的末世”（Brubaker 2003a，  810）。  
 

接下来在 9-14 章中，撒迦利亚的主题可以被称作是国家的重建，更准

确地说是神国的重建。这一部分针对犹太人因弥赛亚还没有来而气馁的问

题提出了两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一个预言是有关耶稣第一次来这世上，

像新约中描写的那样。而第二个预言尚未实现，重点讲述将要到来的末世，

那时基督将要建立他永远的国。  
 
5  撒迦利亚书可分为几部分，各部分的主题是什么？  

 

大纲 

 
一   八个异象     1:7-6:8 

1、骑马的人在番石榴树中间（1:7-17）  
2、四角和四匠人（1:18-21）  
3、一个人量耶路撒冷（2 章）  
4、大祭司约书亚被洁净（3 章）  
5、金灯台和橄榄树（4 章）  
6、飞行的书卷（5:1-4）  
7、量器中的妇人（5:5-11）  
8、四马车（6:1-8）  

 
二   大祭司约书亚象征性的冠冕    6:9-15 
 
三   禁食与将来的事    7-8 章  

1、禁食与社会中的不公义  
2、锡安将复兴  

 
四   有关以色列与弥赛亚的两个预言     9-14 章  

1、弥赛亚将以牧人的形象来作王却被拒绝（9-11）  
2、弥赛亚将要为王并被接受（12-14）  

 

 



                 旧约概览 

 241

八个异象（撒迦利亚 1:7-6:8） 

 
撒迦利亚前面几章提到了过去的悖逆及因此而来到的审判，通过将要

到来的弥赛亚罪被赦免并洗净，以及圣灵赐下能力完成圣殿的重建。所叙

述的这八个异象是在耶路撒冷的夜晚出现的。  
 

撒迦利亚书中的八个异象  
（Stamps 1992，  1372-1376）  

异象  解释  
1. 骑马的人在番石榴

树中间（1:7-17）  
当其他国家都安息平静的时候，犹大要受苦七

十年，之后还有饥荒、霉病和冰雹（哈该书

1:9-11; 2:15-17）。神将审判列国，复兴犹大。  
2. 四 角 和 四 匠 人

（1:18-21）  
四角很可能代指埃及、亚述、巴比伦和玛代波

斯，这四国都曾驱散犹大和以色列，并摧毁耶

路撒冷。四匠人代表对这四角进行审判和惩罚

的人。  
3. 一个人量耶路撒冷

（2 章）  
神将完全重建犹大，他会住在犹太人当中，许

多其他国家的人也将成为他的子民。  
4. 大祭司约书亚被洁

净（3 章）  
神洁净约书亚象征有一天他将除去犹大的罪。

石头代表基督，在一天之内带来和平，将所有

相信他的人身上的罪除去。  
5. 金灯台和橄榄树（4
章）  

两棵橄榄树表示对灯台长久不断供应灯油。橄

榄油流入灯盏，从七个管子流入七盏灯中。同

样圣灵流过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并给他人带来

力量。神要让犹太人成为照亮万国的灯。  
6. 飞行的书卷（5:1-4） 罪人受惩罚并从犹大剪除。神无论在哪里看到

罪人都要审判他们。  
7. 量 器 中 的 妇 人

（5:5-11）  
以色列的罪恶要被带走到巴比伦国这样的罪恶

之地（启示录 17-18 章）。以斯拉和尼希米带来

的复兴洗去了以色列许多的罪。  
8. 四马车（6:1-8）  神差派他的审判与争战的天使来对付敌国。红

色代表战争，黑色代表饥荒和死亡，白色代表

征服，斑点代表瘟疫。对巴比伦王国的审判使

神的怒气平息。  

 

6 撒迦利亚书 1-8 章中有哪八个异象？  

 
注意，在大祭司被洁净的异象中（撒迦利亚书 3 章），撒但在控告大

祭司的罪。这表示以色列没有尽到祭司的职分，用神所赐的能力忠心的侍

奉神。但神斥责了撒但。神会重新建立祭司应当有的职分，使他们在圣殿

服侍。此外，神还要兴起一支“苗裔”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带领有新心的

新的子民。虽然“苗裔”这个词在旧约出现过数次，但撒迦利亚的预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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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表明这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Arnold&Beyer 1999，  466）。  
 
7  撒迦利亚书 3 章的异象指出了什么，代表了什么？  

 

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撒迦利亚书 9-14 章） 

 
在撒迦利亚书 10-11 章中，因为那时的牧人没有在

政治上和信仰上正确地带领群羊，神的怒气向他们发

作。这些首领遗弃了群羊，只顾自己的安逸不顾群羊的

需要。旧约中各处都有类似这样的信息，先知用生动的

图景和原则劝诫牧者要悉心照顾神托付给他们的群羊。

牧者的思想和行为首先要顾及到的必须是群羊的益处。 
 

同时在撒迦利亚书 9-14 章中，神应许要差一位大牧者，就是弥赛亚。

这些章节中有些经文在耶稣第一次到来时已经完全应验了。还有一些只是

部分应验，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才会完全应验。例如撒迦利亚预言以

色列的王将骑着驴驹来，带来永久的和平。这个预言当然是在耶稣骑着驴

驹进耶路撒冷时已经部分应验，通常被称为凯旋入城（太 21:5）。但要完

全应验，那永久的和平显然是要在将来的末世才会实现（Arnold&Beyer 
1999，  468）。撒迦利亚又预言说大牧者将会被击打（13:7-9）。这也在耶

稣被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罪的时候完全应验。新约中有关撒迦利亚书预言的

应验如下表所列：  
 

新约中撒迦利亚预言的应验  
撒迦利亚  新约  预言应验  
9:9 太 21:5 谦和的王，骑着驴，带来救恩。  
11:4-14 约 10:14 耶稣说他是好牧人。  
11:12 太 26:15 基督被人以三十块钱出卖。  

12:10 约 19:37 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枪扎。  

14:6-7 启 22:5 不再会有黑夜。  

14:8 启 22:1-2 耶路撒冷流出河。  

 
8 新约中对撒迦利亚关于弥赛亚预言的应验都有哪些？  

 
Hill&Walton 写道：“除了以赛亚书外，撒迦利亚书是旧约中 多谈论

牧人式弥赛亚君王的一卷书。耶稣亲自向门徒解释了人子作为弥赛亚的这

一预示，这也证实了这一旧约信息的解释方法（参见路 24:44）”（2000，  
540）。  
 

14.2.2 
本节目标  
概 述 撒 迦 利
亚书 9-14 章
有 关 弥 赛 亚
的两个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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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撒迦利亚书时，Brubaker 这样说道：  
 

撒迦利亚书对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来说是充满鼓励和能力的

话语。撒迦利亚夜间看到的八个鲜明的异象激励民众重建他们的

圣殿。神还是参与了那段历史。先知后面的预言提醒人们，他们

还是神的子民，神并没有忘记他们。尽管会有试炼来到，但神将

与他们同在。他们会感受到神的赦免、属灵的洁净以及圣洁。神

会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2003a，  813）。  
 
 

玛拉基书：将 好的献上的先知 
 

作者身份与成书时间 

 
由于“玛拉基”的意思是“我的使者”，因此有些学

者称这并不是真正的名字，玛拉基书的作者不明。但其

他学者的看法完全不同，这些人认为阅读这部分圣经

自然的是将玛拉基视为一个名字，是这卷书作者身份的

表示。本课程采用后一种看法，即一位名叫玛拉基的先

知写下了此书。  
 

玛拉基将重点放在神的信息上，而避免讲述这位信使（即他本人）。

因此，我们对这位先知所知甚少，除了知道他住在耶路撒冷。虽然这卷书

本身并没有提到具体的历史时期或事件，但圣经内在依据有力地显示出这

是发生在被掳归回之后的事情。这些依据包括提到有一位官长，有圣殿，

以及同以斯拉尼希米时代相似的社会条件。实际上，有些参考依据以及相

似点显示玛拉基很可能是尼希米同时代的人。然而，有些圣经学者认为，

由于这卷书没有具体提到以斯拉和尼希米，玛拉基的先知事奉有可能在他

们回到犹大地之前就开始了（Brubaker 2003a， 833）。由于不能够完全确

定，我们就不对玛拉基书定下具体的写作时间，但我们可以推测玛拉基是

在公元前 470-420 年间写下此书。  
 
9 圣经中有什么内在依据指出玛拉基书的写作时间？  

 

背景 

 
像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一样，玛拉基书的历史背景包括被掳归回后的

政治、社会以及宗教等状况。回归并重新在家园安顿下之后，百姓再一次

变得对属灵的事情轻率和冷漠。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地背逆神，但他们的

不顺服正引他们走向背逆的道路。他们开始不守律法，也不把自己 好的

14.3

课 
14.3.1 
本节目标  
叙 述 玛 拉 基
书 的 背 景 和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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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神，无论在时间、金钱、婚姻还是敬拜上，都是如此。然后玛拉基便

出现，鼓励百姓只将自己 好的献给神。  
 

目的和主题 

 
玛拉基书的目的是要呼召神的子民重新在灵命上火

热起来。为达到这个目的，玛拉基重点讲述了几个重要

主题：（1）神的本质或属性，（2）律法的遵守，（3）将

好的献给神。尽管人离完美还差的非常远，但神的圣

洁与完全意味着他配得我们用 好的来事奉。  
 
10  玛拉基书的目的与重要主题是什么？  

 

大纲 

 
玛拉基书的结构是建立在以色列百姓同神之间的六个争论上。甚至有

时祭司都与神争论。这些争论聚焦在百姓因为神对他们的指控而提出的十

个问题。此外，“这六个争论是以神的本质为中心的”（Brubaker 2003a，  
834）。  
 
一   第一个信息：神曾爱过以色列     1:2-5 
  问题 1：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1:2）  
 
二   第二个信息：以色列曾藐视神     1:6-2:9 
  问题 2：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1:6）  
  问题 3：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1:7）  
 
三   第三个信息：犹大在两个方面不忠    2:10-16 
  问题 4：神为什么不悦纳我们的供物？（2:14）   
 
四   第四个信息：主必忽然来到    2:17-3:6 
  问题 5：我们在何事上烦琐他呢？（2:17）  
  问题 6：公义的神在哪里呢？（2:17）  
 
五   第五个信息：转向神     3:7-12 
  问题 7：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3:7）  
  问题 8：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3:8）  
 
六   第六个信息：以色列曾用话顶撞神     3:13-18 
  问题 9：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3:13）  
  问题 10：遵守神所吩咐的，有什么益处呢？（3:14）  

14.3.2 
本节目标  
找 出 玛 拉 基
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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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七个信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要来临     4:1-6 
 
11  玛拉基书中以百姓的问题为中心引出的六个争论或信息是什么？  

 

内容 

 
阅读玛拉基书的时候，要记住尽管人们刚从被掳中释放，但他们当前

的情况看起来却很消极黯淡。虽然他们有好的动机努力做工，但在重建圣

殿和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却遇到阻挠和重重困难。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他

们不知何故冒犯了神，遭到报应。于是人们开始变得愤世嫉俗：如果这就

是神将要对待他们的方式，那又何必操心把自己 好的献给神呢？然而生

活中消极的环境不一定是神的管教或审判，有时这些仅仅就是在堕落的世

界中生活的自然结果。  
 

神对他子民的这些问题作出回应，坚定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神对

他们有爱和怜悯。但神也对他们有指责。例如，虽然他们承认神是他们的

“王”和“主”，他们却违反神赐下的律法，把不健康的动物当作祭物献

上。他们言行不一，就显出了他们的不真诚。神希望他们将自己 好的献

上，因为他是配得尊重、敬畏和奉献的神。  
 

其他的问题还涉及到婚姻。有些人娶外邦女子为妻，并随从妻子崇拜

偶像。另外一种情况，夫妻上了年龄后，丈夫休了自己年青时娶的妻子，

然后另娶他觉得更年轻貌美的女子。人们以不合法的理由离婚，这成为猖

獗的现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神借着先知的口指出“休妻的事是我所

恨恶的。”（玛 2:16）。尽管在其他的地方有经文从不同角度讨论离婚与再

婚的事情，但在这里神明明白白地宣告他恨恶离婚，而且没有加任何的条

件。不管怎样，神的心意是婚姻中的人要彼此一生委身。  
 

另外一个指责就是关于金钱的奉献问题。摩西律法指示人们要将自己

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这就是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要提醒人他们所有

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百姓却没能遵守十一奉献。一位学者这样

写道：  
 

“有个很重要需要自我检讨的地方是关于向神奉献的方

面。”所以神对百姓的问题这样提出反问：“人岂可夺取神之物

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3:8）这个问题太不可思议了！微

小的人怎能夺取全能神的东西呢？不可能，但却的确发生了！

（Wolf 1976，  107）  
  

玛拉基再一次唤起人们对神永恒不变之属性的注意：神有怜悯，永不

更改，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一切的创造者，他将祝福浇灌下来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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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玛拉基劝诫百姓要摆脱他们的冷漠，感谢神各样的恩赐（包括从被掳

之地得释放），并在时间、金钱、敬拜上将一切 好的献上给这位万王之

王，万主之主，将一切 好的给他。  
 

这卷书以一个命令与应许结束。这个命令就是要记念摩西的

律法（玛 4:4）。神将他指导的话语赐给以色列，让他们过一个蒙

受祝福的生活（诗 119）。我们也一样要留心神的命令。犹太人

在等待应许中的“以利亚”（玛 4:5-6）。这位“以利亚”将在神

大而可畏之日之前来到。神为他的子民制定了将来的计划。因此

旧约结束的音符落在了对主到来的期盼上。（Brubaker 2003a，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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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请在 佳答案的前面画圈：  
 
1. 在哈该的时期，谁是犹大地的官长？  
a)  以斯拉。  
b)  所罗巴伯。  
c) 尼希米。  
d) 约书亚。  
 
2. 哈该预言说：  
a) 重建的圣殿将和先前的圣殿完全一样。  
b) 重建的圣殿将比先前的圣殿更大。   
c)  在重建的圣殿中神的荣耀和先前一样。   
d) 在重建的圣殿中神的荣耀比先前更大。  
 
3. 以西结书的主题是：  
a) 人要把神放在第一位。   
b) 罪有传染性但圣洁不会传递。  
c) 神高举敬虔人的那一日。  
d) 神的荣耀比外表的美丽更重要。  
 
4.  撒迦利亚书可分为几个主要部分？   
a) 两个。  
b) 三个。  
c) 四个。  
d) 五个。  
 
5. 
 
 
6.  撒迦利亚关于弥赛亚那个三十个银钱的预言在新约哪卷书中被引用？  
a) 马太福音。   
b) 马可福音。  
c) 路加福音。   
d) 约翰福音。  
  
7. 撒迦利亚书 9:9 节预言弥赛亚：   
a) 将被枪扎。  
b) 是大牧者。  
c) 将为三十个银钱的缘故被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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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将骑上驴子，带来永久的和平。  
 
8. 玛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a) “神是我的审判者”。  
b) “神是我的避难所”。  
c) “耶和华隐匿”。  
d) “我的使者”。  
 
9. 玛拉基书的目的是：   
a) 呼召神的子民重新在灵命上火热起来。   
b) 鼓励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c) 宣告神对犹大的审判。  
d) 宣告神对巴比伦的审判。  
 
10. 玛拉基书中，神指责他的百姓是因为他们：  
a) 压迫穷苦人，行不公义的事。  
b) 冒犯了神，自食其果。   
c) 违犯律法休妻，不守什一奉献。   
d) 质疑神的能力和权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