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讀經——被擄前小先知書】
約珥書、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彌迦書、西番雅書、那鴻書、哈巴谷書
➢ 十二卷小先知書信息對象(按年代先後排列)
對 以 色 列

對 外 邦 國

北 國

南 國

餘存南國

歸回的百姓

以東

尼尼微

何西阿書

約珥書

彌迦書

哈該書

俄巴底亞書

約拿書

阿摩司書

彌迦書

西番雅書

撒迦利亞書

哈巴谷書

瑪拉基書

那鴻書

➢ 七卷被擄前小先知書信息重點(按聖經書卷順序排列)
先知書的內容基本上包含兩方面──責備和安慰，主要講述兩方面的真理：1)當前的屬靈狀況
(常是責備）；2)未來的重要事件（常有安慰）。綜觀先知書的信息，大致可歸納成以下幾點：
1. 對選民的警誡。
2. 預言選民的復興。
3. 預言彌賽亞的來臨以及神國度的建立。
4. 對外邦國的審判。

約珥

俄巴底亞

約拿

彌迦

西番雅

★

★
★

對選民的警誡

★

預言選民的復興

★

★

★

★

★

★

★

★

預言彌賽亞來臨
及神國度的建立
對外邦國的審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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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鴻

哈巴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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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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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卷小先知書綜覽

日
約珥書

期

830B.C.

俄巴底亞書 845B.C.

對象

信
息
神宣告祂要興起蝗災，使遍地荒涼，讓百姓認
南國猶大
識「耶和華的日子」的性質與意義，以此勸戒
百姓悔改歸向神，經歷復興，再次蒙福。
以東

指出神將審判以東興災樂禍的罪行，藉此安慰
以色列受害的百姓。

主

旨

耶和華的日子

以東的滅亡

向尼尼微宣講神的審判即將來臨，顯示神對外
邦人(亞述)之恩慈，讓他們悔改避免滅亡；另
亞述
尼尼微的悔改
一方面，指出約拿（以色列人）在此方面的失
敗及需有的態度。
以三回合審判及拯救的模式，指出在道德、宗
南國猶大 教及政治的黑暗中，何謂真正的屬靈人，並預 以色列的真信仰
言彌賽亞的誕生與神的赦罪。
警戒猶大因著自身的敗壞，準備迎接神憤怒審
南國猶大 判的日子來到，但神的愛不離開他們，必要重 神忿怒的日子
建他們。

約拿書

750B.C.

彌迦書

700B.C.

西番雅書

625B.C.

那鴻書

610B.C.

亞述

哈巴谷書

605B.C.

南國猶大

指出神將來審判尼尼微的原因與公義，藉此安
慰在亞述陰影下的百姓。

尼尼微的滅亡

公義的神使用巴比倫來審判猶大，末後祂也將
順服神的公義
刑罰巴比倫，神的百姓要安靜等候神的審判。

➢ 給猶大國的信息摘要和屬靈功課
✓ 約珥書
 宣告猶大的刑罰(一1~二17)：神要以蝗災刑罰猶大，使他們的家園破敗、地土荒涼，甚至
祭司哀哭，因沒有農作物可讓他們獻素祭和平安祭給神。神說：「耶和華的日子將到，
已經臨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鋪滿山嶺……耶和華的日
子大而可畏，誰能當得起呢？」(珥二1-2、11)
 宣告神的心意(一14、二12、二15)：開頭兩章三次要百姓宣告禁食和嚴肅會，為什麼？神
要他們為自己的罪和國家的災難哭泣、呼求、回轉。神說：你們不要虛假地撕裂衣服，
做表面工夫，你們要撕裂心腸，真實地為自己的惡行悔改歸向我。我們如何面對自己的
罪、教會或國家的災難？我們有心靈痛悔、積極呼求神的赦免和拯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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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以色列的復興(二18-32)：1)仇敵將四散；2)將重新經歷豐收——神要加倍補還蝗蟲所
吃盡的；2)將被聖靈充滿——男女老少要見異象、做異夢、說預言，這不再是先知或祭
司等特定之人的專利；3)求告主名必得救。使徒們第一次被聖靈充滿、向人做見證時，
便是引用約珥書二28-32這段預言，宣告神的話語成就了。歷世歷代以來，聖靈繼續充滿
著神的兒女，使用異夢、異象對人說話，並且藉著耶穌基督完成的救恩，使人不是靠行
律法，而是「口裡承認、心裡相信」(求告主名)，就能與神和好，脫離罪的刑罰(死)與轄
制。
 宣告對列國的審判(三1-21)：神要為以色列報復列國，那些惡待以色列的要受到咒詛(創
十二3)。啟示錄十四15-20便提及珥三12-13的審判。聖經說神是為我們伸冤的，祂不要我
們以惡報惡，為自己討公道，祂要我們嚥下那一口氣，讓祂來替我們做主。主耶穌在十
字架上並不是看著釘祂的人說：「你們給我記住，等我復活之後，就要給你們好看！」
祂乃是看著父神說：「請祢赦免他們，不要因為他們對我的傷害而刑罰他們…我把我的
靈魂交在祢手中。」當你受到傷害或冤屈時，你的眼睛是看著那些欺負你的人還是那位
伸冤的神？
 宣告以色列的堅立(三18-21)：耶和華在錫安做王，猶大要永遠蒙福。
✓ 彌迦書
 彌迦書有幾個特色——1)它的內容可清楚分成三段，每一段都是先警告審判、後預言拯
救的信息：一~二章、三~五章、六~七章。2)彌迦是與以賽亞同時代的先知，兩者都清楚
提及彌賽亞要降臨、萬民要歸向神、全地要太平。3)第一章10-15節中用了許多雙關語(取
二者的讀音相近)來表達神的審判，如迦特和報告、伯亞弗拉和灰塵、撒南和出來、瑪律
(讀音近似苦)和憂急、拉吉和快馬、亞格悉和詭詐等。
 受審判的因由
1) 官長、祭司、先知等領袖帶頭作惡(彌三1-7、11；七3)。他們所行不義，還拿神來背
書：「首領為賄賂行審判；祭司為雇價施訓誨；先知為銀錢行占卜。他們卻倚賴耶
和華，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嗎？災禍必不臨到我們。」(彌三11) 從他們的話
語中我們看見一件令人難過的事，這些應該是最認識神、最靠近神的人，卻不認識
神也不在乎神。
2) 社會不公(彌二1-2、二8-9、六9-12、七2)——貪財、搶奪、欺壓、謊言、詭詐、殺人。
3) 崇拜偶像(彌五12-14)。
 彌賽亞與神的國度——「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
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祂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耶和華必將以色
列人交付敵人，直等那生產的婦人生下子來。那時掌權者（原文是祂）其餘的弟兄必歸
到以色列人那裡。祂必起來，倚靠耶和華的大能，並耶和華─祂神之名的威嚴，牧養祂
的羊群。他們要安然居住；因為祂必日見尊大，直到地極。」(彌五2-4) 、「末後的日子，
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
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祂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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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行祂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祂必在多國的民中
施行審判，為遠方強盛的國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
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
嚇。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親口說的。」(彌四1-4)
 神的心聲：「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麼呢？我在什麼事上使你厭煩？你可以對我證
明。我曾將你從埃及地領出來，從作奴僕之家救贖你；我也差遣摩西、亞倫，和米利暗
在你前面行……」(彌六3-5) 神如此愛我們，救贖我們脫離罪惡和死亡；祂看我們為寶為
尊，保護、看顧我們，總想著要把最好的給我們；祂教訓我們，使我們得益處，引導我
們所當行的路(賽四十八17)；祂使萬事為我們效力；祂差聖靈為我們禱告、幫助我們成
聖……。神盼望和祂的兒女親近、祝福我們，但是我們好像常常不明白天父的心，如同
耶穌口中的浪子和他的哥哥，要不就想要脫離父親，過自己的生活，要不就雖與父親同
住，卻過得像個奴僕(只懂得服事和聽命)，和父親沒有親近的關係，也不懂得享受父親的
豐盛。這是你現在的景況嗎？
 先知的心聲與禱告——願彌迦對神的忠心、信心和愛心今日也激勵你！
1) 當假先知為自己的利益指引人或攻擊人時，彌迦說：「我藉耶和華的靈，滿有力量、
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說明他的過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惡。」(彌三8)
2) 當眾人以表面的獻祭取代內心真實的敬拜時，彌迦說：「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
面前跪拜，當獻上什麼呢？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嗎？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
或是萬萬的油河嗎？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嗎？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
的嗎？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
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六6-8)
3) 當社會不公、眾人彼此攻擊與傷害時，彌迦說：「至於我，我要仰望耶和華，要等
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應允我。我的仇敵啊，不要向我誇耀。我雖跌倒，卻要起
來；我雖坐在黑暗裡，耶和華卻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因我得罪了祂，
直等祂為我辨屈，為我伸冤。祂必領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見祂的公義。」(彌七7-9)
4) 當神應許要復興以色列時，彌迦讚美與宣告說：「神啊，有何神像祢，赦免罪孽，
饒恕祢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必再憐憫我們，將我們的罪孽
踏在腳下，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祢必按古時起誓應許我們列祖的話，向雅
各發誠實，向亞伯拉罕施慈愛。」(彌七18-20)
✓ 西番雅書
 西番雅書開頭宣告的審判，讓人聯想到神對挪亞說的話：「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
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創六7)。挪亞時代是因為「人在地上罪
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創六5)，西番雅時代則是因為猶大和周圍國家的惡
行。挪亞時代神使用洪水，西番雅時代神使用烈火(番一18、三8)。
 和約珥書一樣，「耶和華的日子」也貫穿了整卷西番雅書，神說那是祂獻祭的日子、
發怒的日子、興起擄掠的日子，那日子「是急難困苦的日子，是荒廢淒涼的日子，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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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 (番一15；珥二2)。神要藉那日子煉淨人的驕傲、不義、偶
像崇拜(番三8-13)；祂的管教是為了：
1) 重建。祂要讓那些「不聽從命令、不領受訓誨、不倚靠耶和華、不親近他的神」
的人(番三2)，能「求告我─耶和華的名，同心合意地事奉我」(番三9)。
2) 祝福。祂要再次聚集祂的子民，使他們在萬國中得稱讚、有名聲(番三14-20)。
✓ 哈巴谷書
 先知對於神的公義產生了困惑，他在與神的對話中，重新肯定了神的公義並學習信靠神：
▪ 哈巴谷：「神啊，猶大國中充滿了罪孽與奸惡，祢為什麼都不管教他們？」(參哈一1-4)
▪ 神：「我沒有放任不管，我會興起巴比倫人來刑罰猶大。」(參哈一5-11)
▪ 哈巴谷：「神啊，我沒聽錯吧？祢這樣做對嗎？巴比倫人比祢的百姓還要邪惡，祢竟然要使
用他們來吞滅比他們還公義的猶太人?!」(參哈一12-17)
▪ 神：「你放心，我的公義沒有改變，將來我也要刑罰巴比倫人，使他們也被搶奪、被毀滅。

偶像都是虛無的，唯有我是當受敬畏的。」(參哈二1-20)
▪ 哈巴谷(禱告)：「神啊，我知道祢的計畫了，願祢在向我們發怒時心懷憐憫。我讚美祢，祢充

滿榮耀、擊打列國、拯救祢的百姓。現在我只能靜默等候祢的旨意成就。雖然我們不能免去
祢的刑罰，但我定意在逆境中仍然以祢為樂，祢是我的力量！」(參哈三1-19)

 哈巴谷的禱告——「我只可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犯境之民上來。雖然無花果樹不發
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
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正是神兒女在遇到疑惑和逆境時要操
練的信心的功課，這也就是帖前五16、18所勸勉我們的：要常常喜樂、凡事謝恩。按我
們天然人的本性，一遇到難處或不順心的事，通常都會抱怨、憂慮、沮喪、害怕，甚至
質問神。然而哈巴谷的禱告讓我們看見，我們要先順服神給我們的環境或遭遇，如大衛
所說的：「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祢，我就默然不語。」(詩卅九9)，並且學習在逆境中定
睛看著神，靠祂喜樂、靠祂得力量，讓祂的旨意成就，使我們不論境遇有沒有改變，我
們都能得勝，這就是耶穌要給我們的世界所不能奪走的平安。你想要擁有「倚靠耶和華
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的生命嗎？下次當你的心遇到「震動」時，開口讚美吧！
憑信心宣告「神，你是我的力量、我的拯救，祢必使我在患難中仍然能喜樂」！讚美使
你將眼目從環境轉向神，宣告使你領受神的能力和祝福，因神必照你達到祂耳中的話待
你(民十四28)。

➢ 給外邦國的信息摘要和屬靈功課
✓ 俄巴底亞書主要闡述以東受審的原因——狂傲自欺(俄3節)；當巴比倫攻打猶大時，以東沒有
伸出援手，還幸災樂禍、趁火打劫(10-13節)、落井下石(14節)。神以八個「不當」指出她的罪
行：你的兄弟以色列遭難的日子，1)你不當瞪眼看著；2)你不當因此歡樂；3)你不當說狂傲的
話；4)你不當進他們的城門；5)你不當瞪眼看著他們受苦；6)你不當伸手搶他們的財物；7)你
不當站在岔路口剪除他們中間逃脫的；8)你不當將他們剩下的人交付仇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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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東和以色列(雅各)這兩兄弟結下的樑子，世世代代影響著他們後代的子孫，耶穌來，
以自己的身體廢掉了冤仇，使猶太人和外邦人能在基督裡合而為一。神對以東的審判
讓我們看見神恨惡我們在仇敵遭災時，幸災樂禍和落井下石。基督來，以愛仇敵、饒
恕仇敵、為仇敵祝福的生命，幫助我們斷開冤冤相報何時了的咒詛。

✓ 約拿書和拿鴻書都是針對亞述的信息，亞述因約拿的信息謙卑悔改，免去了毀滅的結局(拿三
10)，後來卻因設謀攻擊耶和華，使得自己將被滅絕淨盡(鴻一9)。
▪ 使尼尼微蒙恩的關鍵：「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這
信息傳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寶座，脫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遍
告尼尼微通城，說：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嘗什麼，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
人與牲畜都當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
1) 信服神——相信神藉約拿所發出的警告
2) 披上麻布——為自己的惡行和將受的審判哀傷
3) 下寶座、脫朝服——在神面前謙卑自己
4) 不可嚐什麼——禁食
5) 切切求告神——仰望唯一能拯救人的神
6) 離開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真實悔改
▪ 這些尼尼微人並不認識神，但是他們知道，得罪了神就是只能向神求饒，其實他們也不知
道自己這樣做有沒有用，他們也只是抱著一線希望，做他們應該做的：「或者神轉意後悔，
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致滅亡，也未可知。」(拿三9) 他們這樣悔改的態度，正是神在約珥
書中呼籲猶太人做的事，而神也如祂自己所宣告的，「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
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珥二12-13)，恩待尼尼微。
▪ 約拿不想做神要他做的。一方面他不想服事敵國，一方面他知道最後神還是會施憐憫(參拿
四1-3)。然而，神定意要做的事，必定成就(參賽四十六10)，大衛早已明白這一點——「我
往哪裡去躲避祢的靈？我往哪裡逃、躲避祢的面？我若升到天上，祢在那裡；我若在陰間
下榻，祢也在那裡。」(詩一三九7-8) 我們若不順服，至終只會像約拿一樣，抱怨連連又受
苦(拿一15、17；四1-3、7-9)，也連累周圍的人(拿一4-5、11-12)。
▪ 人們常指責舊約的神很殘忍或凶暴，從神對約拿說的「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
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這段話，我們可以稍微明白神
的心，祂真的是願人人悔改，不願一人沉淪。若不是忍無可忍，神不會滅迦南人(參創十五
16)、讓以色列人被擄或是審判萬國。你知道神對你充滿忍耐與恩慈嗎？你有沒有濫用祂的
慈愛還不悔改呢？
▪ 神是慈愛也是公義的：「耶和華本為善，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障，並且認得那些投靠祂
的人。」(鴻一 7) 祂憐憫、拯救投靠祂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祂也審判、刑罰抵
擋祂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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