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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那鴻書和西番雅書   11/04/18 

那鴻書論到有關亞述國的首都尼尼微（鴻1：1），是猶大國的勁敵。宣告尼尼微受懲罰對猶大是

一個間接的安慰。 

西番雅的信息專對猶大；除了某些對以色列，全世界輝煌的應許外，在它最後幾節中記載上帝對

猶大在被擄前最後的警告。西番雅專論耶路撒冷（番1：4-6，8，12，3：3-4）。 

I. 那鴻-神對尼尼微的警告 

A. 那鴻書簡介 

1.書名、作者、寫作時間 

a.“ 那鴻”的意思-安慰 

 這本書為了安慰南國的百姓，眼看著他們北方的敵人-亞述，日漸壯大。他們看到 

亞述對待她的姐妹國（北國），兇惡的殘酷和極端的邪惡。北國在721BC全被流放

到亞述。無疑地，猶大覺得她是下一個受害者，事實上，卻不是如此。在猶大被擄

以前，亞述早被一個更強大，卻比較存憐憫之心的敵人（就是瑪代和巴比倫的結

合）所滅。當時南國的百姓，必定懷疑神統治世界的權威，也就是那鴻以神公義的

屬性來對他們的安慰。那鴻特別安慰那些喜愛公義的，因為在公義中可以看到神的

堅定，看到祂對所造地球和人類的管理，都是本著公義的原則。 

b.作者生平不詳 

 縱然他的出生地不詳，但有趣的是“迦百農”字意上是指“ 那鴻的村落”，可能 

因這先知而取名的。事實上，那鴻提及迦密、巴珊、及利巴嫩，可證明他與北國以

色列有關連。那鴻可能生長在加利利，在亞述擄走他的村民時，才逃到猶大。因那

鴻向南國猶大說預言，以至於讀者覺得他寫那鴻書時是住在南國。 

c.著書的時間 

從本書自己所提供的線索，大約在亞述亡前50年寫成。考古學家說：尼尼微（亞述

的首都）亡於612BC。那鴻的預言可能寫於尼尼微毀壞前不久。另一證據是在那鴻

書3：8中所提到挪亞們、埃及、都已滅亡了。世俗的歷史提及“挪亞們”在663BC

亡於亞述的手中，所以，本書可能寫成於663BC-612BC之間，在瑪拿西統治的末了

或在約西亞成功統治的開始。 

2.亞述和尼尼微的歷史背景 

a.過去被忽略的悔改機會 

那鴻的主要信息是有關尼尼微。這城正確的地點早在神指出她是邪惡又背逆時，就

記載在聖經中（創10：1-12）。在那鴻的時代，神也給尼尼微若干次的悔改機會。 

(1)有記錄的第一次悔改機會 

在約拿的時代（王下14：25；拿1-4）是第一次有記錄的悔改機會。 

(2)第二次的悔改機會 

王下15：29記載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王擄了一些以色列當俘擄。從這次的擄

掠，亞述必定風聞“耶和華”。但是在王下16：7-11，18中的記載，顯示尼尼

微因先知約拿的信息而悔改的經歷，已被遺忘或被尼尼微後代的居民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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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次悔改的機會 

當亞述王撒縵以色，最後將北國的所有百姓流放他鄉，尼尼微一定從他們的口

中知道“上帝”（王下17：25-27），這也是另一個悔改機會。 

(4)第四次悔改的機會 

當亞述王西拿基立與南國猶大爭戰，在他給希西家王的信中，褻瀆神。在這之

後，西拿基立王的軍隊受到神的審判（王下18：13-20）。不理會神的警告，

亞述王西拿基立仍不謙卑來認識神，他回去後被他兒子刺殺在神廟中（王下

19：35-37）。 

 

b.亞述的酷行和敵對耶和華 

亞述王變本加厲的將他們的神移置巴勒斯坦的北部，將耶和華的名從耶和華的地抹

滅（王下17：21）。亞述王不但不尊崇神的主權，他們的王更執行那殘忍的酷行。

那鴻描述亞述如同世界各國的妓女（ 那鴻書3：4）。所以，在失去所有悔改的機

會，在他們殘忍無人道的對待列國（特別是神的百姓）之後，神的先知那鴻宣告尼

尼微受審判的時機到了（ 那鴻書2：11-12）。幾年之後，西番雅再次公然抨擊亞

述（番2：13）。 

c.尼尼微偉大的過去 

亞述慶祝有史以來，最大的勝利；因為在663BC攻克埃及、挪亞們，引起當時國際

間的震驚。根據荷馬（Homer），挪亞們城有一百個城門。迄今，被認為難以攻克

的，而亞述掠奪它。在大英帝國的博物館中，存有當時Ashurbanipal王描述那次的

勝利的碑，現在從埃及的掘出物中證實Ashurbanipal王敘述他攻克挪亞門（那鴻書

3：8-10）。在亞述大勝之後，當時的人從埃及的尼羅河到幼發底河似乎都無助的

服在亞述帝國的腳下。尼尼微城中輝煌的神廟、宮殿、以及看似難以攻克的城堡，

使她成為亞述帝國的重要城市。她也有歷史上最古老溝渠水系統。考古學家Austin  

Layard挖出一個有七間房間的宮殿。後來又掘出最後的國王Ashurbanipal著名的圖

書館，其中含有二萬二仟雕刻的泥版。尼尼微的遺跡證實她的權力、榮耀，是當時

的世界所驚嘆的，她的遺跡太大，可能無法完全掘出。 

d.當那鴻寫作時，猶大懼怕亞述 

與那鴻在南國說預言同時的先知有西番雅、耶利米和哈巴谷。那時，北國以色列已

亡國一百年之久。猶大也因西拿基立王入侵而被擄掠二十萬人，在那鴻說預言時，

亞述王Ashurbaniapl特別殘酷。他在位時兇猛暴力，不顧人類的禮節，所有的國家

都既恨又怕亞述。 猶大的百姓覺得他們沒有希望，被那無往不利的魔掌，深深的

抓住，被強迫付出貢物來滿足那貪婪的外邦人，使他們弦耀他們的假神。“神遺棄

我們了嗎？”“神的公義在那裡？”南國的百姓詢問那以賽亞先知預言中的應許，

他們倚靠軍事力量而不向神以真心悔改來求解脫。然而在沒有任何事先的徵兆之

下，先知那鴻忽然傳講他的預言，當時亞述帝國仍在東北方擁有大權勢，他宣告那

即將來臨上帝的審判-尼尼微城快要被傾覆。猶大可得安息，上帝就要將那繳付貢

物的重軛從肩上挪開（那鴻書1：15）。 

3. 那鴻預言的應驗 

在挪亞們被攻克不久，上帝藉那鴻預言尼尼微徹底的毀滅。如此大膽的宣告的造成不少

的攪擾，所有的國家都在她的鐵軛之下，猶大仍然心驚肉跳的納貢。但不到50年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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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敗的國民和他們那似乎無法攻下的城，完全被毀。亞力山大大帝行軍經過，都無法

意識到這曾經有如此偉大的城市存在。先時的學者認為聖經所提的尼尼微城是一個謎，

直到1845年，考古學家掘出證據，這是一個世界上最富有壯麗的城市之一。非宗教歷史

的古代泥版詳細記載尼尼微如何被傾倒，與那鴻的預言比較，使讀者驚嘆，那鴻先時的

預言一一應驗。 

4 .有關新約預言的應用 

當我們看到這些舊約中的預言一一應驗，我們必須更小心的去思考耶穌基督，使徒以及

其他舊約先做對我們未來的預言，你是否相信記載在約14：1-3；林前2：9-10；15：

51-52；帖前4：15-17；帖後1：7-10；希9：27；啟20：11-15，這些有關於我們自己的

預言？當我們思想這與我們有關的預言時，我們需要決定自己是屬於那一類。那鴻1：7

和帖前4：15-17的經文是安慰我們的來源，我們還是像帖後1：8和那鴻書1：9所記載的

不信的人。 

5. 那鴻書的中心思想 

那鴻書的主題是尼尼微城的毀滅。但這主題和上帝穩定地掌管全世界的信息交織著表現

出來。神審判的原則，是根據個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那鴻1：14），祂的審判也根 

據人類在得到神啟示的亮光後的道德行為（那鴻書3：1）。那鴻書有三重展望 

a.有關上帝 

書中描寫神全能的屬性，審判一切受造之物（那鴻1）。 

b.有關信靠祂的百姓 

書中描述神是他們的保障及在祂裡面的安全感。縱使在戰亂中（那鴻書1：7）。對

於相信的人，神審判的信息是好消息，表示專制者必定滅亡，他們必得解放（ 那

鴻書1：15）。 

c.有關邪惡的 

那些選擇以假神來代替真神的（那鴻書1：14），他們已經選擇使用暴力（ 那鴻書

3：1），以不道德（ 那鴻3：4）和無人性的方式來對待其他人類（ 那鴻3：

10），神將用不妥協的公義來審判。 

B.神對尼尼微的審判-那鴻書第一章 

1.神如審判者的屬性和權能-那鴻書1：1-6 

a.神的屬性-那鴻1：1：3 

有以下四點值得注意 

(1)祂是忌邪（Jealous）的神 

這個詞與用在人身上時，有不同的意義，這裡的意義是關於祂永不改變的聖潔

及祂在這世界中以公義來掌管的主權。 

(2) 祂如審判者，“報復”那違背祂的人 

實際上，神命令祂的子民不要為自己伸冤，經文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參羅12：19）。 

(3)祂是一個有耐心的審判官 

因為我們的怒氣是衝動的，是自我為中心的，要馬上處罰那做錯的。神不是如

此，那鴻啟示說：祂不快快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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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的審判必定來臨 

雖然祂有憐憫和忍耐之心，但祂不受愚弄。“神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那鴻

書1：3）。 

b.上帝的權能-那鴻書1：4-6 

這接下來的篇幅是莊嚴的詩文體，敘述神的權能，顯現在自然界中，這是無人能創

造、能管理的，例如：祂乘旋風和暴風而來，雲彩為祂腳下的塵土，祂斥責海，使

海乾了，使一切江河乾涸...大山因祂震動，小山也都消化...祂發忿恨，誰能立得

住呢？祂發烈怒，誰能當得起呢？...? 

2.上帝如提供避難所的審判官-那鴻書1：7 

在啟示上帝的尊貴和權能之時，也顯明了祂對祂的子民的溫柔與良善。那鴻描述上帝如

何在那審判的暴風之中保護屬祂的人。保守他們安穩的在避難所中-就是祂自己。因此

當洪流吞滅祂的敵人，祂的子民安然無恙。這是那鴻談到當亞述突襲以色列時，神保護

他們的經驗嗎？ 

3.上帝如審判官宣佈最後的判決-那鴻書1：8-15 

a.對審判官微不足道的控告- 那鴻書1：9-11 

為什麼你向上帝心懷陰謀呢？審判官以永不妥協的公義和祂那具有無限權能的屬性

來執行祂的旨意。那鴻對大膽但微不足道的亞述想以“陰謀對抗主”感到驚嘆，可

能是指那從尼尼微來的西拿基立的詭計必定失敗（王下19：22-23）。 

b.尼尼微的勢力-那鴻書1：12-15 

“雖然她是強大，必被剪除”。在那鴻的時代，尼尼微因它那幾乎不可被攻擊的勢

力有名。考古的研究記錄那是一個由四個城市組成一個每邊60哩的四方大城，城牆

高達100呎，有1500個高達2000呎的守望塔。城牆厚到可供三輛馬車並列而行。而

那鴻預言尼尼微將被剪，以至無人可辨認其遺跡。 

c.尼尼微的刑罰-使猶大脫離被壓迫的軛- 那鴻書1：13-15 

上帝向猶大宣告“現在我將要挪開你的軛。他的神廟必不永存，要被完全除盡。亞

述的軛強迫猶大成為附庸國，納貢物。現在上帝永遠地除去這軛在那鴻 書1：14

中，預言亞述王悲慘的結局。西拿基立王的曾孫Sarcus在亞述帝國亡國時自殺身

死，這悲劇應驗那鴻的預言，伴隨這亞述帝國的滅亡，在神廟拜偶像的儀式也停止

了。”（ 那鴻書1：14）瑪代，他們不喜歡偶像，與巴比倫一起毀滅亞述後，也將

他們所擄的偶像毀壞。王在神廟拜偶像時，被他兒子謀殺（參閱Wycliff Bible 

Commentary及 以賽亞書37：38）。所以那鴻書1：15（引用在新約）安慰猶大，形

成第二章的導言，因尼尼微的毀滅就是猶大喜樂的信息。 

C.尼尼微所受的審判- 那鴻書2 

1.亞述的無助和猶大的解脫 

在痛苦譏諷中， 那鴻叫亞述整頓她的勢力來脫離上帝的審判。雖然亞述已攻取北國以

色列（ 那鴻書2：2），上帝將要解救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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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尼尼微的攻陷- 那鴻書2：3-13 

那鴻第二章預言尼尼微被圍困、被攻陷，甚至提到瑪代的軍隊，迦勒底人及Scythians

（位於黑海和海北邊的小國）。這詳細的敘述好像是一個歷史，而不是對將來的預言。

尼尼微在經過激烈的爭戰後，亡於612BC，被圍二個月的情形，正如 那鴻所預言的。下

列是非宗教性的歷史的記載和那鴻的預言的比較： 

那鴻書2：3 朱紅色是瑪代所喜好的顏色 

那鴻書2：4 城被攻陷的那晚，急奔的馬車如火把 

那鴻書2：5 酒醉的亞述人，蹣跚地抵抗 

那鴻書2：6 敵人開啟Chaser河的水閘門，那河流經首都（也就是這

城氾濫淹水），由於城牆是以曬乾的磚砌成，因此被水所“溶化”

（那鴻書1：8）。宮殿最終為水所淹沒。 

那鴻書2：8-10 尼尼微被喻為因其他國家的貢物而富足的一群人。 

那鴻書2：11-13 亞述如同獅子掠物，毀滅其他國家，將他們帶回尼尼微，如同獅子將 

掠物帶回到她的洞穴。但上帝要毀滅這獅子和她的小獅子（那鴻書2 

  ：13；3：1）。 

D.尼尼微受罰的理由-那鴻書3 

1.尼尼微的罪-那鴻書3：1-4 

摧毀尼尼微的理由先記載在2：13，再次在3：5，上帝敵擋它。尼尼微最重的罪是她對

所恨的國家所行那奢殺的罪行。那鴻書3：2-3描述她殘忍的行為，好流人血的本性（使

屍首成堆）。又因她的謊言、貪婪（那鴻書3：1）。她不道德的行為（那鴻書3：4），

及她奪取誠實行為公正的商人的財富（ 那鴻書3：16）。 

2.神使用其他的國家成為審判亞述的工具- 那鴻書3：5-7 

那鴻書3：5-7描述神用那些入侵的軍隊為工具，來向其他國家顯示尼尼微真正的羞恥，

她的詭詐和她的審判。因為所有的國家都在她手下受苦，以致於沒有任何國家幫助她

（ 那鴻書3：7）。 

3.亞述的命運如同挪亞們-那鴻書3：8-10 

在埃及的挪亞們因它有一百個門，被認為是攻不下的城堡。她也有許多強盛的盟國如弗

人（Put）和路比族（Lubim）（那鴻書3:9）。亞述先前用非常殘忍的方法攻下挪亞

捫。神宣佈亞述將遭同樣的命運。 

4.對尼尼微被圍困作更進一步的描述-那鴻書3：11-19 

a. 那鴻書3：11-你必喝醉，必被埋藏，並因仇敵的緣故尋求避難所。 

b. 那鴻書3：12-13- 城邊的保障當敵人攻城時必如初熟的無花果。 

c. 那鴻書3：14- 你要打水預備受困。 

d. 那鴻書3：15- 火必燒滅你。有趣的是亞述王被希腊人稱為柔弱的暴食者，他相

信神的話，知道除了河水外，無人能攻下尼尼微城。所以當他看到洪水氾濫的尼尼

微時，就自焚在宮殿中（那鴻書3：15）。在那鴻書2：6，那鴻預言氾濫。 

e. 那鴻書3：16-19- 這段描述亞述完全的毀滅，無人可辨認（那鴻書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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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應用： 

耶穌在太5：18說“律法的一點一劃也不能廢去”。“耶和華阿，你的話安定在

天”（詩119：89）。“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前1：25），“它成全上帝的

目的”（賽55：8-11），那鴻書應證這些話。因此，讓我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

悟性上滿心知道上帝的旨意”（西1：9）。當我們讀那鴻書時，要抱著詩人在詩

篇119：161所說“我的心畏懼你的言語”的態度，讓我們去了解在新約中神的預

言，雖然尚未應驗，但讓我們了解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責任。 

II.西番雅書-上帝對猶大最後的警告 

A.序言 

1. 西番雅的生平年日 

西番雅可能有皇家的血統。西番雅書提供最多皇家血統的資料。他描述自己是希西家的

玄孫，亞瑪利雅的曾孫，基大利的孫子，古示的兒子；也就是說他是希西家王的玄孫。

他的名字有一個美麗的意義：他是耶和華所隱藏、所保護、所愛惜的。這個名字好似和

西番雅2：3優美的詞相聯：“或者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可以隱藏”。George Adam 

Smith 建議，這名字可能指西番雅出生在瑪拿西王血腥肅清上帝的先知的時代，西番雅

說他在猶大王約西亞執政的時期工作。他的預言是在尼尼微被毀和巴比倫攻打猶大（記

在王下24：1）以前。他與偉大的先知耶利米同時，比耶利米早去世（耶1：2）。在瑪

拿西及亞們的黑暗時日後，猶大國沈迷在背叛上帝，不道德又暴力的谷底。祭司、先

知、皇室及百姓們都一起墯落。西番雅，一個有皇室血統的人，特別指責當時皇室的兒

子們（西番雅書1：8；3：3）。他的信息可能給約西亞王帶來信仰的復興，而免於上帝

的審判。在王下22：15-20的經文說明這復興只是表面的，只是暫時延遲上帝的審判。

西番雅的聲言是在猶大滅亡前，神呼籲他們悔改的最後一次的警告。在約西亞王復興的

25年之內，上帝審判之斧要落下來（正如他所預言），猶大要被擄七十年。西番雅最後

的話是舊約中最優美的一段經文，正如他期望著基督耶穌國度要在地上建立起來。 

2. 西番雅三重預言 

J. Sidlow Baxter，在他“Explore the Book”適切地描述這個預言，如同三重警戒-

“內省”（番1：1-2：3），“外察”（番2：4-3：8），“眺望”（番3：9-20）。這

本書可清楚的分三段： 

i.猶大和耶路撒冷即將來臨的審判-番1：1-2：3 

ii.猶大的鄰國即將來臨的審判-番2：3-3：8 

iii.當主為王時，喜樂將代替審判-番3：9-20 

B. 對猶大和耶路撒冷即將來臨的審判-番1：2-2：3 

1.宣告審判-番1：1-6 

這段又可分二部分。番1：2-3強調完全毀壞；番1：4-6集中在耶路撒冷是審判的中心，

在番1：6說明宗教上導致全然毀壞的原因。 

a.審判萬物-番1：2-3 

注意下列的詞“地上的萬類”、“人和牲畜”、“鳥類”、“魚類”、“惡人”、

“人”（番1：2-3）。因為這毀滅是普遍性，一些學者認為這預言必定應驗，在



泉谷華人宣道會       7  小先知書 
 

586BC和在末日應驗（在賽34：及1彼後13：10所預言），那時水源將被感染，空氣

將被污染。 

b.在耶路撒冷的審判-番1：4-6 

神把目標指向對猶大和耶路撒冷（番1：4），祂指出祭司們犯了將偶像與真神混合

敬拜的罪（番1：5），並指出神審判的原因（番1：6），不跟從耶和華，不尋求耶

和華，也不關心祂，那些人選擇不藉著耶和華恩典度日，而過著自我為中心，沒有

上帝的生活。 

2.描述審判-番1：7-13 

a.因罪行受罰-番1：7-11 

王子和他的官員必受刑罰（番1：7-8）。這預言完全應驗在約西亞王的兒子約哈斯

（王下23：31）、約雅敬（王下23：34）、西底家（王下25：7），都因他們的惡

行，神藉著巴比倫的手來懲罰他們。 番1：9-11預言北方來的攻打，是從通往

耶路撒冷Turopoen山谷的魚門而入，瑪華提施是耶路撒冷的小山谷，是市場和貨物

中心，遭受審判（ 番1：11）。 

b.不信者的警告-番1：12-13 

人們自得意滿，“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們說“耶和華必不降福也不降禍”

（番1：12）。換句話說，他們不相信神會注意他們生活的細節，他們抗拒神及敵

對他人的行為。這是當時“神是死的”的觀點，或是他們對神的看法。“不論我作

其麼，神永遠不懲罰我，是小心眼的理論”。但是神說，祂必用燈巡查耶路撒冷，

也就是那些傲慢的自誇者無法逃脫審判。 

3.審判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 番1：14-18 

當先知西番雅（像約珥）用“主的日子”這個詞，先知無疑地看上帝的審判如同尼布甲

尼撒王的侵略。但是西番雅把人的毀壞和超自然的災難混合在一起。這些預言暗示在最

後必定要應驗（在帖後1：8-9）。刑罰必定臨到所有作惡者的身上，上帝的怒氣必傾倒

在那不認識神的（因個人選擇）和不服從主耶穌基督的人的身上。 

4.審判可以避免-番2：1-3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上帝的審判由“神的家”開始，因為猶大及耶路撒冷有神特別的啟

示，所以應受較重的審判，但西番雅的警告中仍提供一條出路，“...神不願有一人沈

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因此，這對猶大和耶路撒冷審判的宣告以鼓勵性

悔改的呼召為結束。由約西亞統治的故事，我們知道在猶大與耶路撒冷中，有一些沒有

遭到審判的餘民，番2：3描述避免審判所必須有的三種態度： 

a.尋求神（建立個人關係，不只是參加教會）。 

b.尋求正直的生活。 

c. 尋求謙和。 

謙和不是軟弱，摩西是世上最謙和的人（民12：3），但摩西在言語和行為上有能

力（徒7：22）。耶穌說“我心裏柔和謙卑，當學我”。謙和是一種堅強敏銳地

向神委身的回應。西番雅以這樣的鼓勵做結束，當審判來到時，上帝要庇護屬祂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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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應用： 

“尋求謙和”這個詞使我們回想起主耶穌基督的話（太11：29）。“謙和”就是

向主委身，喜樂地服從祂的話語，服在祂的掌管之下，雖是艱難，耶穌祂自己這

樣做，祂也應許凡是選擇這態度的，必得到安息與解放。在現今的情況下神呼召

我，要我尋求謙和、認罪。相反的，我們可以強辯或說我們沒有罪，這是偽善的

結果-這是謙和的反意（箴6：16-19；雅各4：7-10）。假如這（謙和）不是一種

自然的個性，我們必須要追求它；換句話說，“穿載”基督的謙和（羅13：

14）。如此，上帝將要如此祝福凡這樣追求謙和的人，祂的應許是要在危難中成

為他們的避難所（番2：3）。祂也在詩46：1-3給如此的應許。今日我們可能生活

在上帝審判很快就要來臨時，耶穌基督說：“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

了”（太24：44）。在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有一條莊嚴的分界線，那些是主的

寶貝，免於上帝的忿怒和審判，他們在基督裡，在那裡沒有咒詛（羅8：1），而

那些如羅8：9所述說的不是祂的，他們選擇拒絕光，不接受基督所提供的救贖。

注意在新約中有許多的對比，例如：腓3：18-21；帖後1：9-10；猶大18-24。上

帝已經供應你和我得平安，得祝福方法。你選擇那一個呢？ 

C.對猶大四周國家的審判-番2：4-3：7 

假如上帝從猶大開始，這是因為猶大有祂特別的啟示而拒絕祂。但是，猶大四周的國家也得

有啟示（在以利沙；約拿等等的日子）。當猶大亡於巴比倫，一些國家嘲弄猶大並與巴比倫

聯合入侵（番2：8，11）。他們也被宣告有罪，因為他觸犯了敵擋上帝基本律法的罪，他們

敵對造物主，敵對人。這一章中描寫這些罪行。 

1.四個受審的鄰國 

非利士（在巴勒斯丁的岸）-番2：4-7 

摩押、亞們（在死海的東邊）-番2：8-11 

 古實（埃及的南邊）-番2：12 

 亞述（北方）（這預言是對那鴻的回應）-番2：13-15 

 

2.猶大受審的罪行-番3：1-8 

西番雅第一個宣告審判過程的信息，好像劃一個圓圈。審判的預言由耶路撒冷開始，然

後是四周的鄰國，再回到耶路撒冷，其中列舉出猶大敵對上帝的罪狀。假如神審判列

國，更何況那祂賜給他們亮光，並且是屬祂的猶大百姓呢（路13：34；羅2：12）？在

第一、二、三章指出猶大受審的罪狀如下： 

a. 根據神的標準（參太22：37-38；約8：24） 

番1：6 猶大選擇背逆神，既不尋求祂也不向祂祈禱。 

番3：2 猶大選擇不聽從神的話，不受糾正，不信靠上帝。猶大選擇不親近她   

       的神。 

b.根據自己的狀 

 猶大是自滿，自以為是（參羅2：4；約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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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根據與他人和社會的關係 

（參太22：39；約一4：11；雅各2：6-11） 

番3：1 在買賣交易欺壓窮困者 

番3：4 上層階級壓榨百姓 

番3：4 宗教領袖不道德 

番3：4 宗教領袖褻瀆神，不敬畏神 

 

D.不受警戒 

不理會上帝將審判猶大的警告，認為審判不會來臨，不理會真先知們的警告，反而更加敗壞

（番3：7）。 

生活應用： 

1.對國家的警告 

以一個國家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罪狀，我們得到別人遭難的警告。

但我們仍說，這災必不臨到我們。我們說“耶和華必不降福也不降禍”（番1：

12）。正當我們所處的物質世界面臨饑荒與死亡，並且在屬靈上缺乏對耶穌基督

的認識，我們更加行惡來拒絕神，道德墮落，放肆的奢華。 

2.對個人性的警告其中的信息也有對個人的警告。你是否與神及基督耶穌有親密

的關係呢?你有否接受神藉今日的牧師，教師，及祂的話（聖經）給我們的警告

呢？你是否公開宣稱服事祂，卻不想與同工搭配呢？ 

3.審判將臨到全地-番3：8 

這節聖經似乎必須與約珥書3：9-16，撒迦利亞書14：1-2或啟示錄19：15-21相連

接，因為詞句如:“...招聚列國，... 聚集列邦，...必燒滅亡地”，似乎是指對

世界的審判。下列的的字“那時”提到尚未知曉的事件，確定這是對未來的預言

（比較賽24：1，18-19；34：1-4；耶25：31-35；彼後3：10-11；啟14：14-

19）。 

D.當基督再來時歡樂取代審判-番3：9-20 

上帝那時在歷史中所施行的審判是為了潔淨的目的（與死後的審判不同反），與西番雅同一

時代的耶利米預言以色列被擄70年（耶29：10）。上帝繼續說：“...我要眷顧你們，向你

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到此地”。耶31：35-36也應許“若能量度上天，尋察下地的

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後裔一切所行的棄絕他們，...”(參耶31：37)。 上帝是要以耶穌的死

來贖全以色列和全人類。雖然每一個在他有生之年要選擇他自己永恆的命運。西番雅預言以

色列終必學到功課。所有的先知都談到一個“黃金年代”來臨，當上帝祂自己掌管（我們的

主耶穌），所有的國家在祂眼中都一樣的有價值。祂以耶路撒冷為掌管的中心。以色列國在

經歷許多審判後及基督的贖罪，必定在祂面前成為純淨，帶領世上被潔淨，並成為用同一語

言的眾國（就在創11：1以前，以及藉著五旬節那時聖靈的工作一樣）。“黃金年日”的一

些特性，著重在以色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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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言將來猶大、以色列、所有國家的潔淨-番3：9-13 

a.所有的人說同一語言-番3：9 

b.所有的人呼求主名-番3：9 

c.所有的人同一心志服事祂-番3：9 

d.所有的人向神獻祭-番3：10 

e.猶大不再自義、自傲、羞愧，如同一國民-番3：11 

f.以色列的餘數在大災難最後可畏的大火之後，將要全數信靠主-番3：12 

g.餘數將不再犯罪，“說謊”-番3：13 

h.猶大的餘民不再畏懼任何人-番3：13 

 

2. 耶和華及猶大一齊唱喜樂之歌 

a.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之歌-番3：14-17 

西番雅訓誡以色列說當她因她的罪行而受苦難時，雖然好似毫無將來喜樂的盼望，

不要絕望。你我也不要絕望。假如耶穌對昏暈的西門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

著，好篩你們，像篩你們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去了信心，你回

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路22：31-32），這是因為神對每一個祂的真孩子有祂

的安排。抬起你的頭來，“最好的福分在等著你”，如腓3：21說，那時，當我們

的救贖耶穌基督再來時，祂要改變我們的身體，使我有像祂一樣榮耀的身體，沒有

罪行。“我們必要像祂，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約一3：2）。我們也因這信，因

未來能看見祂的榮耀的身體而有這喜樂之歌，這也是對錫安的應許（就是耶穌再臨

為王）（番3：14；太26：29，64；約19：21）。下列是使以色列人，也使基督徒

在那日歡唱（番3：14-17）的原因： 

(1)主已經永遠地挪去你的刑罰 

(2) 主已經永遠地使你的仇敵離開你 

(3) 主已經永遠地為你的中心 

(4)你將不再犯罪 

(5)主是全能來救贖 

(6)主為你安置祂的慈愛 

(7)主的喜樂洋溢你心 

 對基督徒而言，讓我們來唱這喜樂之歌（番3：18-20） 

 

b. 主的喜樂之歌 

(1)我必聚集他們 

(2)我必懲罰一切苦待你的人 

(3)我必拯救瘸腿的 

(4)我必聚集被趕出的 

(5)我必使他們得稱讚（在全地受羞辱的） 

(6)我必領你們... 我使你們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就必使你們在地上的萬民

中有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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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應用： 

番3：17是在舊約中最美的經節之一。事實上，這是對那有信心的以色列餘民說

的。雖然如此，它對新約的教會有另一含意。我們也犯罪，虧缺神的榮耀，我們

也因罪成為可憎之子（弗2：1-3），並應當受神的刑罰。如今，基督代替我們，

背負我們所應得的刑罰（賽53：6-7），上帝呼召我接待祂為救贖主和主宰，居住

在我心中（約1：12；加2：20；西1：27；敨3：20）。當我如此做，祂賜生命給

我，使我成為一個新造的人（林後5：17）。保羅說，當基督再來時，我們將要改

變（林前15：51），我們將改變像祂（約一3：1-3）。在那時，主將用詩歌使教

會因祂喜樂。教會用喜樂獻給神（弗5：26-27）。當祂來時，祂將要與聖徒一同

顯現在榮耀中（帖後1：10；西3：4）。你有否藉基督重生，接受基督在你心中居

住呢？（約1：12-13；西1：27；啟3：20），是否因你的順服，將神的全能彰顯

出來呢？（約4：14；7：38；弗4：13）祂是從仇敵手中拯救你呢？祂是否喜悅你

在祂裡面的喜樂，和你的愛心呢？（猶24）。 
 

                    

 

 

 

 

 

 

 

 

 

 

 

 

 

 

 

 

 

 

 

 

 

 

 

 

 

 

 

 



泉谷華人宣道會       12  小先知書 
 

 

 

                            第十課哈巴谷書及俄巴底亞  討論日期：11/11 & 

11/18/18 
 

第一天 請讀上週有關先知那鴻的講義 

1.  請分享你在讀完了講義以後的心得；給你留下最深刻的印像(警告/安慰)是什麼? 你如何運

用到現今日常的生活中? 

 

 

第二天 請讀上週有關先知西番雅的講義 

2. 以經節來指出那些預言尚未實現? 

 

 

3. 請分享在你讀完了有關先知西番雅的講義以後的心得， 你如何運用到現今日常生活中? 

 

 

第三天  讀哈巴谷書1, 2 

4. 根據哈巴谷書1: 1-11,當哈巴谷問神為什麼沒有懲罰猶大的罪時，神如何回答他﹖ 

 

 

 

5. 在哈巴谷第一章中，哈巴谷問神的第二個問題是什麼(請以經文來回答)﹖ 

 

 

 

6. a. 當哈巴谷在第二章第一節責問神時，他的態度如何﹖ 

 

 

 

b.  當你被神的方法所困惑時，你是否有同樣的態度﹖如果有的話，請分享，你如何學習哈巴

谷的榜樣? 

 

 

7. a. 哈巴谷第二章中，那一段神回答他的第二個問題的經文被保羅在羅馬書1:16-17中引用﹖ 

 

 

  b. 這樣的回答對你什麼意義﹖ 

 

 

c.  為什麼神的這回答不但解釋了哈巴谷的問題與疑惑，也同樣的回答了我們每一個基督徒今

日所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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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讀哈巴谷書3。 

8. a. 舉出哈巴谷書3:2中哈巴谷禱告的重點。 

 

 

 

 

  b. 你如何將每一點應用到今日的生活﹖ 

 

 

 

 

9.  哈巴谷書3: 3-15是一首偉大的、美麗的，讚美神的詩歌，那一段給你最深的印象(記住末日

的審判尚未到)。 

 

 

 

 

10. 請試著來解釋哈巴谷對信心的認識。例如﹕工作不順利，病痛...等等。 

 

 

 

 

第五天及第六天  讀俄巴底亞書 

這本書是有關以東，它的另一個名稱是以掃，也就是現在的阿拉伯﹔提幔是以東的一個城市 

11.  在地圖上找出以東，並圈出全書中所有以東、以掃及提幔。讓我們知道這本書是對誰寫 

    的。 

 

12. a. 根據俄巴底亞1-14，神指責以東犯了什麼罪﹖ 

 

 

 

 

   b. 舉出現今個人或國家也犯了同樣的罪﹖ 

 

 

 

   c. 你對罪有甚麼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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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俄巴底亞書10-16指出以東的表現，你認為這是在以色列的歷史上中,什麼時候發 

    生的(請復習列王記下及歷代志下的末了及詩篇137:7) 

 

 

 

 

14.  俄巴底亞15-21記載以色列美好的未來，請比較這裡的預言與我們前幾課所讀到的其他預 

言﹖(4-9已經在歷史上應驗了) 

 

 

 

 

15. a. 俄巴底亞10,12節提到“兄弟雅各”是指誰﹖(參閱創世記25: 19-28) 

 

 

 

 

b.  在民數記20: 14-21提到以東那些“不像兄弟”的表現﹖(俄巴底亞說以東這種“不像兄弟”

的表現不只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