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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課 約珥書      8/19/18 

 

前言: 

請不要因第一章中所記載的蝗蟲災而覺得灰心或絕望，這是非常簡短的一卷書，卻傳遞三個極重

要的信息，對我們現今的基督徒是極大的警惕與鼓勵。(1)神應許以色列人要補償他們過去年間

所受的損壞，這對從前失敗的人有很大的鼓勵(約珥書2：21-27)。(2)提到聖靈在新約時期的工

作。(3)第一次提到最終在亞馬基頓的爭戰。由於提到許多對未來的預言，使我們更加的好奇，

在以後的小先知書中，我們會學習到更多神為我們準備的功課。 

A.先知的名字，國籍年代 

1.  約珥(Joel)的名字意思是“耶和華是神”，就像其他先知的名字一樣，他的名字代

表全書要傳遞的信息，約珥在這本書中，從頭到尾就專注的要使讀者知道“耶和華

是神”。祂掌管猶大及全地，祂是全權的神，祂藉著祂的子民、大自然(例如蝗蟲)

及人類(入侵的軍隊)，掌管每一個過程，最終在約珥書第三章確定祂是完全勝利

的。 

2.  約珥很可能是猶大人，這本書中他只提到猶大、耶路撒冷及錫安山(約珥2：1，

15，23，32；3：1，6，8，16-18，20-21)。只有在提到全國的時候，他才用“以

色列”，這本書中沒有提到北國以色列。 

3.  不像以賽亞書6：1；何西阿書1：1；或是阿摩司書1：1，約珥書中沒有任何記載年

代的經文，因此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其中以把約珥列在早期的先知之中比較可

信，其中最有力的證據是在約珥書中所提到的敵人：腓尼基人，非利士人，以東及

埃及人。他們都是在列王記下14章以前的敵人，在這以後，世界的強國像亞述、巴

比倫才出現。這使以前的小敵人，微不足道。如果約珥書在王下15章以後或是在他

們被放逐以後，那麼這些敵人的名字不能不出現，很多聖經學者把約珥書擺在先知

書中的第一卷書，當希伯來人從新修訂舊約，也把約珥書擺在第一卷的先知書，他

們把約珥列在“放逐前”的先知之一，這與被放逐後或正在放逐之中的先知有所不

同。就好像瑪拉基是放逐後的先知，所以瑪拉基書是舊約中最後的一本書，因此當

我們在念約珥書時，我們必須假設這本書是在阿摩司書以前，並且是完全對南國猶

大所寫(阿摩司的預言是對北國以色列而言)。 

 

B. 在約珥書中的重要字句“耶和華的日子” 

你最好把所有提到“耶和華的日子”的地方圈出來(約珥書1：15；2：1-2，11，31，3：

14，18)，很清楚讓我們看到“耶和華日子”尚未來臨。但是每一處都讓我們看到“即將來

臨”。“耶和華的日子”在聖經中時常出現，通常是指神的懲罰。當先知預言懲罰時，有兩

種可能性，一種是當時就會發生的，另一種是說到在啟示錄中所提到的懲罰，這兩種不同時

代的懲罰有時出現在同一節先知的預言中，例如約珥書第二章所提的懲罰，就好像使徒行傳

2：20所說的，都是有關世界的末了。當先知看到神給他們的啟示，就好像我們遠遠觀看自

然的景觀，遠山與近山似乎連在一起，等到我們愈走愈近，才發現在兩山之間有一個巨大的

深谷將他們分開來，所以當先知預言基督降世時，他們會把兩次的來臨看成一次，但因我們

是生活在這“深谷”時代的人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我們研讀聖經時，如果有如此的了解，

會幫助我們了解以往有疑問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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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約珥書的分段 

I. 神的懲罰－蝗蟲之災：約珥書第一章 

II.神的懲罰－軍隊入侵：約珥書2：1-27 

III.神的懲罰以前，有聖靈的掌管：約珥書2：28-3：1 

IV.神的懲罰臨到全世界：約珥書3：1-17 

V. 神的懲罰後，神必親自復興：約珥書3：18-21 

 

I. 神那必定來臨的懲罰-蝗蟲之災(約珥書1) 

約珥書的記載在舊約中是最完美的，其中包括了詩歌與預言。在第一章中就平衡的表現出來，約

珥很生動的把蝗蟲之災描述出來(約珥書1：4) 。蝗蟲之災在東方非常流行，時常威脅到人類的

生活，它們遮蓋了天空，吞食一切綠色的植物，一直到所有的樹木都露了白。蝗蟲的數目可到達

24,420,000,000之多，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如此的蝗蟲之災發生了四次，是從來沒有的(約珥書

1：2-4)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蝗蟲也可以代表國家(約珥書1：6)，或是人類(約珥書1：7)。約

珥或許也想到，非利士人及阿拉伯人在約蘭作猶大王的時候的入侵(歷下21：16-17)。約珥也以

蝗蟲之災代表“耶和華的日子”( 約珥書1：15)的懲罰。當非利士人橫掃巴勒斯坦就像蝗蟲吞食

大地而留下不毛之地一樣。當我們從這三章經文中看到詩歌，預言未來及過去的歷史時，我們的

確看到這些災難都是警告我們即將來臨的大審判預言，是要我們悔改。我們必須注意： 

A.慘害的完全(約珥書1：10-12，17-20) 

沒有人能逃過這大慘害，其中包括了酗酒的(約珥書1：5)；祭司(約珥書1：13，16)，農夫

(約珥書1：11-12)。這災害包括了全地(約珥書1：17) 及動物(約珥書1：18-20) 。就如羅

馬書8：19-22說，全地都由於人的罪而受到懲罰，並且迫切的等待耶穌基督的拯救。 

 

B. 先知要求全國禁食禱告(約珥書1：14，19) 

禁食是要我們擺下或放棄自己的私慾使我們有時間與能力向神禱告為要得著神的原諒與祝

福，神從來沒有在懲罰或審判人以前，不經過先知來警告我們，祂給我們許多悔改的機會

(羅馬書2：3-5)。 

 

C. 耶和華的日子(約珥書1：15) 

先知常用“耶和華的日子”來代表神懲罰的日子，同時也預表將要來臨的大審判，就好像在

約珥書第三章所記載的。 

 

II.神的懲罰-慘害的大軍及兩次的吹角(約珥書2：1-27) 

這段經文可以分成三部份： 

A.第一次吹角警告(約珥書2：1-14) 

1.警告的原因(約珥書2：1-11) 

古代，神的百姓用“吹角”來警告侵犯以色列人的敵人漸漸靠近了(民數記10：5)，此處是

告訴我們那入侵的大軍是無法避免，必定會發生的，我們再一次看到詩歌與預言文織在約珥

書第二章的信息中，蝗蟲之災就如火焰，將原來像伊甸園之地，變成了荒涼的曠野(約珥書

2：3)。這一章中，約珥描寫那入侵的軍隊好像今日的軍隊，約珥似乎把過去的歷史及將來

的戰役混在一起，尤其在描述那末了的馬其頓戰役的時候，例如約珥書2：2，5，7-8，甚至

好像今日的坦克車，橫衝直闖。當然，在約珥書2：10-11都是尚未發生的預言。約珥書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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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 .如同盜賊”，使我們想起新約馬太福音24：43-44；帖撒羅尼迦前書5：4；彼得

後書3：10及啟示錄16：15所預言的。(請參閱) 

 

2.提出逃避的道路(約珥書2：12-15) 

約珥在“吹角”警告的末了，邀請猶大全民歸向真神耶和華，來避免這一切懲罰(約珥書2：

12-14)。由於這些懲罰是猶大犯罪的結果，約珥稱這些入侵的軍隊為神的軍隊(約珥書2：

11)。因為過去的災難是預告更大的懲罰將要來臨，約珥呼求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悔改，不像

在第一章中，他只要求民聚集在一起，禁食悔改(約珥書1：14)。在第二章中對那可能就要

來臨的懲罰，僅僅參加一個禱告會是不夠的，他警告猶大說那表面的儀式是不足的(約珥書

2：12-13) 。在12節中，他說神所要求的是真心的悔改，應當禁食、哭泣、悲哀、心歸向

神，(不是僅僅撕裂衣服)(請讀以賽亞書57：15；66：2)。約珥向猶大全民提醒神的慈悲、

憐憫的屬性(約珥書2：13-14)，在猶大的歷史上，將他們受到警告而悔改後，神就不懲罰他

們。如此的事一再一再的發生，你是否也有如此的經驗呢？ 

 

B.第二次“吹角”要全國禱告(約珥書2：15-17) 

約珥書2：15-17描寫一個國家的選擇(也可以是個人或家庭)，“禁食”也就是暫時擺下日常

的須要，好讓自己能為全國(家庭或個人)所面臨的困難禱告，根據約珥書2：16；每一個人

都參加，無論是小孩、老年人、新娘與新郎，都必須延遲他們的酒宴，與祭司及首領們一起

向神祈求，求神原諒並挪去那即將來臨的懲罰(約珥書2：15-17) 。 

 

C.懲罰轉移及祝福降臨(約珥書2：18-27) 

1.懲罰轉移(約珥書2：18-20)  

這段經文可以說是這本書的轉折點，很明顯的，猶大以悔改來回應先知“吹角”的警

告，於是神將懲罰轉移開了，蝗蟲之災後沒有飢荒，“耶和華應允祂的百姓說，我必賜

給你們五穀、新酒、和油，使你們飽，我也不再使你們受列國的羞辱”( 約珥書2：

19)。這些北邊來的蝗蟲(神的軍隊)，將會分散在沙漠或掉入死海或地中海。雖然在這

裡是說“蝗蟲”，實際是表示那地方的敵人。 

 

2.不生產的年日被豐收彌補(約珥書2：20-27) 

這段經文是一個安慰人的應許，神的子民，無論是那一個世代都被如此的應許所安慰。

許多人在年老時，發現自己浪費了過去的歲月，有時會因為過去空洞，不生產的年日而

沮喪，但是我們不必如此，像保羅一樣，向神呼求說“除去我過去無用的歲月”並且

“補還給我失去的年日”(使徒行傳9：13；26：11；希伯來書9：4；提前1：13)。神將

會在我們剩餘的日子中祝福我們，就好像我們從來沒浪費任何時日一樣，不要為過去的

歲月悲傷，緊緊把握住神在約珥書2：23-27中的應許。雖然看起來已晚，仍然讓祂掌管

你的生命，讓祂的祝福如雨降在你的身上(約珥書2：23)。你將會經歷到因為神的愛而

得的滿足，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經歷(約珥書2：25；以弗所書3：16-20)。你的新人將

會充滿祂的思念及應許，你可以隨時從那“更新”的生命中支取祝福他人的能力(約珥

書2：24)。你的罪完全被耶穌基督的寶血所遮蓋，你會愈來愈知道你是屬於祂的，過去

浪費的歲月完全被你自己及神所遺忘，“任何信靠祂的人，永遠不至於羞恥”(約珥書

2：26-27；羅馬書5：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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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審判之日前必有聖靈降臨(約珥書2：28-32) 

約珥書2：28-32是本書中的轉折點，是一切舊世代的結束，另一個新世代的開始．在希伯來文的

聖經中，這一段經文自成一章，雖然只有短短的五節，但是可以分成兩個部份。 

A.聖靈降臨(約珥書2:28-29) 

這是舊約中最美的一個預言，在五旬節時被應驗，對我們來講尤其重要，因為這代表我們現

在這個世代，是在五旬節與最後審判之間(在約珥書3：1-17中預言)。根據使徒行傳2：16-

18，彼得所引用的就是這段經文(請注意約珥書2：30-31及使徒行傳2：19-20的預言，尚未

成就)。對於約珥時代的人，這代表他們的盼望，這盼望的價值就好像我們有未來的產業，

但今日我們可以享受這產業所帶來的利潤，無論如何，我們活在五旬節以後的人，已經擁有

了這很久以前就應許給我們的產業，因此，讓我們從新約中去了解我們已經得到的祝福。 

 

B.耶穌基督肯定約珥的預言(約翰福音7：37-39; 14：17) 

在耶穌還沒有被釘十字架以前，祂告訴門徒，聖靈要常與他們同在，但以後將在他們裡面

(約翰福音14：17)，祂也曾說從祂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7：37-38)，接著又說，聖靈尚

未降下，因為耶穌尚未升天(得著榮耀)(約翰福音7：39)。在使徒行傳1：1-5中記載耶穌告

訴門徒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聖靈，到時候他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

撒冷、猶大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1：8)。 

 

C. 約珥的預言在五旬節時被應驗(2：14-21，38) 

五旬節應驗了神的應許而進入了一個新的世代，當時有許多的神蹟來印證“聖靈”的確是神

所賜超自然的禮物。門徒們首先經歷如此的大能，他們能用各種不同的方言向別人傳福音

(使徒行傳2：1-16)，讓我們仔細的來看看約珥的預言中的應許。 

1.聖靈將降臨在凡有血氣的人(約珥書2：28; 使徒行傳2：38) 

這與舊約中的情形不同，聖靈不再單單為了特殊的工作而降臨在某個先知、祭司或君王

身上。 

 

2.“兒女要說預言”“僕人與使女也要說預言”(約珥書2：28; 使徒行傳2：18) 

說預言並不一定是指預言未來的事，而是以神的權柄說神的話。只有在聖靈內住以後，

一個人才會真正的經歷與體會耶穌基督的愛，及罪被赦免的喜樂與自由。當一個人藉聖

靈而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他認識了聖父、聖子、聖靈的內住，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屬

於神的，是神的子民(羅馬8：15) 。因此，神的兒女不能不以神的權柄說神要他們說的

話，成為神的見證，讓人知道神在他身上的作為以及神在他生命中的地位(使徒行傳4：

20; 羅馬書10：10; 約翰福音1：3) 。與其他舊約時代的說法不同的是，約珥預言“女

人(女兒、使女)”要說預言。這是一個大的改變。舊約中的女子是次等的，是不准公開

發言的。從某種角度來看是受咒詛的，因為在創世記第三章，夏娃比亞當先犯罪。但是

當耶穌藉女子來到這世上，祂改變了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新約中，漸漸認識了聖靈不

僅僅內住在男人心中，也住在女子心中，所以她們也有從神來的權柄說神要她們說的

話。保羅在加拉太3：28也有同樣的說法“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

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約珥不但說到女子也是聖靈工

作的一部份，他也預言聖靈也會使男奴隸、女奴隸、外邦人有同樣的能力，這把人類帶

到一個新的“合一”的境界。聖靈除去一切因文化、性別、種族所造成的障礙，這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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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美好的事，一位受到最高等教育的人與一位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在靈裡合而為一，原

來是仇敵的變成朋友，這是舊約中沒有提到的(以弗所書2：11-12)。 

 

3.運用約珥的預言到我們自己的身上 

讓我們來看看在新約中，接受聖靈的結果： 

a. 問你自己“我是否經過仔細的考慮後，慎重的選擇接受聖靈？”雖

然神為了所有的人賜下聖靈，但不是每一個願意去履行接受聖靈的條

件，請讀使徒行傳2：37及羅馬書8：9-10。聖經中，在約翰福音1：

11-12及啟示錄3：20，很清楚的說到接受耶穌基督(也就是接受聖靈)

的舉動。你曾經作如此的決定嗎？ 

b. 你像耶穌基督的程度與你順服聖靈的程度成正比。在哥林多後書

3：17-18的最後一句話表示得最清楚，你可以從內在感覺到聖靈的果

子，並且在外在上也有行動的表現。聖靈的果子有仁愛、喜樂、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c. 你會常常願意並且有能力與別人分享神的話(哥林多前書2：4) 

d. 耶穌基督不但賜給我們永生(當我們接受聖靈時)，也使我們的生命

更豐盛(約翰福音10：10)。 一個人可選擇完全的順服聖靈 (聖靈充

滿) (以弗所書5：18)，而得著豐盛的生命，或者只願意順服某些聖靈

的感動。你是屬於以下的那一類呢？ 

(1) 尚未接受聖靈，(2) 聖靈內住但尚未完全充滿，(3) 聖靈內住並

且完全充滿。 
 

D.在審判的日子以前，大地將被聖靈充滿(約珥書2：30-31及使徒行傳2：19-21) 

彼得很清楚說到，我們現在的時代就是約珥書2：28-29所預言的，他說“這正是先知約珥所

說的”(使徒行傳2：16)，但是緊緊跟隨而來的時代(在約珥書2：30-31所說預言而被彼得在

使徒行傳2：20-21所引用的)卻尚未來臨，會在世界的末了，這些事件將使我們看到許多現

象，“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這好像在描述戰爭的情形，流

血滿地，火山爆發，城市被燒，又有地震，在大氣中，日、月都受到影響，也有人解釋為核

子大戰的結果，這都是神允許祂所創造的大地所受的影響，這些現象與耶穌基督的描述很相

似(參閱馬太福音24：29; 馬可福音13：24: 路加福音21：25)。在其他的經文中也重複的出

現，例如以賽亞書13：24; 耶利米書4：23; 約珥書3：15; 及啟示錄6：12-14。 

 

E.神提供了避免的方法(約珥書2：32; 使徒行傳2：21)  

彼得只引用了約珥書2：32的前半段“凡求告耶和華的就必得救”，彼得沒有提到“因為照

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也許是因這與五旬節無關。很明顯

的，在新約中，門徒們認為耶穌會在他們還沒有去逝以前會回來，這些可怕的現象不久就會

發生。彼得後來在彼得前書1：10解釋說，沒有人知道這些預言會何時或如何發生，但是彼

得知道耶穌基督隨時會回來。我們必須每天預備好自己去見祂，無論是因為肉體的死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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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主再來，或是在審判台前。無論我們接受了耶穌基督為救主與否，我們都必須面對

祂，並且向祂解釋為什麼選擇拒絕祂的救贖，像這節經文所要求的。 

 

F.約珥對錫安山及耶路撒冷的預言(約珥書2：32b ) 

看到彼得中斷了約珥的預言，就好像耶穌基督停在以賽亞書61：1-2的中間一樣(請看路加福

音4：17-20)，許多聖經學者認為約珥書2：32及以賽亞書61：1-2都是在講兩個預言。耶穌

沒有提到“報仇的日子”，因為祂說的是“恩典的日子”。“報仇的日子”尚未來到，所以

很可能約珥書2：32b所說的是猶大後期的景況，那時猶大受列國的攻擊(約珥書3：1)。 

 

IV.神對列國的審判(約珥書3：1-17) 

A.前言 

要完全了解這一段預言，我們必須熟悉舊約中的記載，尤其是耶利米書，以西結書及但以理

書。雖然藉著保羅及彼得的見證，使我們知道你、我及許多其他的人已經接受聖靈，但大多

數的猶大人仍然悖逆神，並且使以色列承受這不信的後果(就好像每一個拒絕接受神的呼召

的人一樣)。猶太人在主後七十年，從神所應許之地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耶穌說耶路撒冷會

被外邦人所踐踏，直等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路加福音21：24；羅馬書11：25)。但以理說在

末日是以色列遭難的時候“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艱

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 但

以理12:1 )。耶利米書30：7 及其他許多經文都有同樣預言。這樣看來，在末世來臨時，各

個國家的代表會聚集在一起，攻打耶路撒冷及以色列。但是聖靈也預言，在這極度困苦之下

的猶太人，終於接受耶穌基督為他們的彌賽亞，不但是每一個人的救主，也是全以色列國的

救主(撒迦利亞書12：10; 13：1及羅馬書11：25-29)。那時候，神會救祂的選民，像約珥書

第三章所說的。 

 

B.詳細的解釋 

就像以前所說的，預言常常會把對當時的預言與對未來的預言混在一起，所以預言的成就會

在不同時候。在約珥書3：1-3是指未來的事，而約珥書3：4-8是指當時以列人所面對的敵

人，這也預表在末日時的大敵，因此在讀約珥書第三章時，必須將3：4-8先抽出來，如此會

幫助我們了解全章。 

 

1.神審判那些反對猶太人的舉動(約珥書3：1-3) 

這段預言尚未成就，這段經文好像在描述在末世，各國要把猶太人從地球上消滅。約珥

預言這些國家會聚集在約沙法谷，約沙法的意思是神審判，也同時提醒以色列人過去對

約沙法的拯救(歷代志下20) 

2.列國對猶大國所作的兩件錯事(約珥書3：2) 

約珥“分散”與“分取”這兩個字，他們把以色列人驅逐到外地，又把他的土地分了。

雖然以色列好像與很多其他國家一樣，因為不信耶穌基督而得罪神，但是他們所受的苦

難遠超過其他的國家，例如希特勒想要滅絕猶太人，蘇俄禁止猶太人回以色列等等，但

是我們必須記住，神的啟示－聖經是猶太人保存下來，耶穌是猶太人，保羅、彼得也

是。因此，我們實際上對猶太人有所虧欠，沒有一個國家會因為錯待猶太人而能強大起

來，雖然以色列國因為不信而受到懲罰，但他們仍然是神的選民。 

3.預備審判世界(約珥書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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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預言是按著第三節，各國聚集在約沙法谷要消滅以色列，但實際上，神是要他們

聚集在一起，就好像祂把巴力聚集在迦密山上，讓他們看到神的大能，神要審那些反對

耶路撒冷及自己的國家，約珥書3：13說“他們的罪惡甚大”。這種說法與啟示錄14：

14-19; 19：17-19相似。 

4.審判的果效(約珥書3：14-17) 

我們必須注意幾個字 

a.許多許多：在斷定谷有許多許多的人。 

b.日月昏暗，星宿無光：這預表在十字架上的審判，比較以西結書32：7。 

c.耶和華必在錫安吼叫：這是神發怒的表現。 

 

V.審判之後，神要重建猶大(約珥書3：18-21) 

這段是記載神在“主的日子”以後，重建以色列，特別是祂與猶太人的關係。我們要非常小心，

不要靈意解經，尤其是經文提到許多地名，例如耶路撒冷、猶大溪河、錫安山(約珥書3：1，

17，20-21)......等等。除了約珥，還有許多先知，他們描述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的景況，有

些到今日都還沒有成就，但是，因為神的話必定應驗，所以必會在未來實現，例如以賽亞書2：

2-5; 約珥書3：18-21; 撒迦利亞書14：8-10，16-17。當我們想耶穌再來時所帶來的世界和平，

祂以君王的地位統治全人類。我們也必須知道有些預言就文字上所說的，必定實現，例如耶路撒

冷的恢復，這好像在耶穌基督為王時，猶大人將帶領所有的人來敬拜神，同時也有地形上的改

變，巴勒斯坦被水環繞(撒迦利亞書14：4-5，8)。 

 

應用： 

約珥書2：25是一段非常鼓勵人的經文，許多人在過去的日子，浪費了光陰，失去

了機會，失去了祝福，失去得著豐盛生命(約翰福音10：10)的機會，只要我們完

全的順服祂，神可以彌補這一切，這是神的恩典(羅馬書5：20-21)，許多都有如

此的經歷而成為“活水的泉源”。 

你是在約珥書中的那一個階段呢？你是在受到自己內心的譴責而無法與神溝通

嗎？你是否因此而知道這一切是因為你不順服的緣故呢(約珥書1)？你是認罪，禱

告並且有指望得到祂的祝福呢(約珥書2)？你是否得著神對所有屬祂的人的應許

呢？相信祂，祂的應許永不落空，我們絕不會因對祂指望而覺得羞恥(詩篇34：

22; 以賽亞書49：23; 約珥書2：26-27; 羅馬書5：5，9：33;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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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課南國的王    討論日期：8/26 & 

9/2/18 
 

第一天 請讀約珥書的講義 

1. a. 在講義中，那些信息鼓勵你, 引起你的興趣,警告你 

 

 

   b. 藉著約珥書及講義，你對 “主的日子” 有何了解? 

 

 

   c. 你對“聖靈”有何了解? 如何幫助你呢? 

 

 

第二天及第三天  讀歷代志下26，27，28及以賽亞書6，7，8。   

(注意﹕以法蓮是指北國以色列。) 

2. a. 在猶大王烏西雅去逝的同年，先知以賽亞經歷到什麼事﹖ 

 

 

b. 從以賽亞書第六章中你得到什麼祝福﹖ 

 

 

3. a. 你認為烏西雅的為人如何﹖ 

 

 

  b. 烏西雅犯了什麼罪﹖ 

 

 

  c. 基督徒以什麼方法也犯了相同的罪﹖ 

 

4. 從以賽亞書第七章及列王記下第十六章中舉出亞哈斯的兩個敵人。 

 

 

5. a. 當亞哈斯錯誤的聯盟(列王記下16:5-7)時，以賽亞如何的警告他﹖ 

 

 

  b. 神如何鼓勵亞哈斯相信祂﹖ 

 

 

  c. 在列王記下15:23-32中，那一段經文告訴我們以賽亞的預言實現了。 

 

6. 以賽亞將耶穌基督什麼應許告訴亞哈斯﹖(比較馬太福音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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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亞哈斯如何表現他那不信也不願接受神的幫助的態度﹖ 

 

 

  b. 現代的基督徒及非基督徒以什麼方式表現同樣的態度﹖ 

 

 

第四天讀歷代志下29,30,31及列王記下18,19,20. 

8.  a. 什麼是希西家王所作的第一件事，使我們想起耶穌基督第一次在聖殿中所作的事(參閱約

翰福音第二章) 

 

   b.在哥林多前書3:16-17; 6:19-20;以弗所書2:21,22; 啟示錄3:20中，告訴我們聖殿在那

裡﹖ 

 

 

9.  你如何以希西家王對聖殿所作的事應用到我們自己身上﹖利用歷代志下29中的經文來回答 

 

 

10.  在記載希西家王記念逾越節的章節中那一段經文給你最深的印象﹖(歷代志下30,31). 如果  

你對逾越節不清楚，請讀出埃及記12章。 

 

 

 

 

11.  a. 記念逾越節就相當是現在的復活節。為什麼耶穌就是那“羔羊”﹖(參閱約翰福音第六 

     章及哥林多前書5:7) 

 

 

 

b.  在約翰福音1:29中說耶穌是神的羔羊，以此為根基來解釋出埃及記十二章所說的羊的   

    血及吃羊的肉都是指著耶穌基督而言。 

 

 

第五天 讀列王記下18,19,20;歷代志下32及以賽亞書36-39。 

12. a. 希西家王作了這樣美好的工作以後在他作王的第十四年，他遇到了什麼試探﹖ 

 

 

 

    b. 那一段經文告訴我們他首先所作的錯誤決定﹖ 

 

 

    c. 沒有尋求神的旨意的後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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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希西家的故事中，有關下面的那些細節給你最深的印象 

    a. 希西家所遇到的困難﹖ 

 

 

    b. 百姓的反應﹖ 

 

 

    c. 希西家與神的溝通﹖ 

 

 

    d. 請分享你從上一題所學到的功課及得到的幫助。 

 

14. a. 在希西家得重病以後，神給他額外十五年的歲月，否對他有永遠的益處﹖為什麼? 

 

   b. 你如何運用到今日我們個人的生活﹖ 

 

 

15. a. 舉出希西家王在中年時所犯的兩個罪影響了他美好的統治﹕ 

 

 

   b. 這給我們什麼樣的功課﹖ 

 

 

第六天  讀列王記下17有關北國以色列的被擄的歷史。 

16. a. 舉出在歷代志下29,30章中，提到留在北國相信神的子民的相關經文。 

 

 

   b. 列王記下17章告訴我們什麼事情發生在在多數的北國人民身上﹖ 

 

 

   c. 北國最後一個王的名字﹖ 

 

17. a. 在列王記下17: 7-24舉出所有有關北國的罪而導至神將祂的人民從祂的土地上移開。 

 

 

   b. 我們今日也同樣的犯了那些罪﹖ 

 

18. 列王記下17: 25-41如何讓我們了解約翰福音4:22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