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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書按南北國歷史排列 
分裂王國 

(931-722B.C.) 
南國:  約珥書  *以賽亞書  彌迦書 
北國:  何西阿書  阿摩司書 
外邦:  俄巴底亞書  約拿書 

剩餘王國 
(722-586B.C.) 

南國:  西番雅書   哈巴谷書  *耶利米書 
外邦:  那鴻書  

被擄時期 *耶利米哀歌  *以西結書  *但以理書 
回歸時期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 代表 “大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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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哈,番三先知與重大歷史事件 
B.C. 歷史事件 先 知 
732 亞蘭國(敘利亞)亡國 約拿   何西阿   阿摩司 
722 北國以色列亡國 以賽亞    彌迦 
622 約西亞宗教改革 耶利米  那鴻  西番雅 
612 亞述帝國亡國 耶利米   那鴻    哈巴谷 
606 尼布甲尼撒王首犯耶京 哈巴谷  耶利米   但以理 
597 尼布甲尼撒王再犯耶京 耶利米  以西結   但以理 
586 尼布甲尼撒王三犯耶京 耶利米  以西結   但以理 
539 巴比倫亡國 但以理 
536 古列王諭准猶太人歸回 但以理 
516 聖殿重建完成 哈該   撒迦利亞 
445 尼希米重建城牆 瑪拉基 

王國時期先知       被擄時期先知        回歸時期先知 

被 
擄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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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尼微(Nineveh)

古實(苏丹Ethiopia)

非利士

亞捫

摩押

* 

底格里斯河 

幼發拉底河 

* 

挪亚们(提比斯Thebes)

* 

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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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历史年代表 



有關”那鴻書”,”哈巴谷書”與”西番雅書”之比較 
那鴻書 哈巴谷書 西番雅 

年代 650-615B.C. 606B.C. 640-621 B.C. 

君王 瑪拿西 亞們 約西亞 約雅敬 約西亞 

 
對象 

猶大百姓 
與耶路撒冷 

猶大百姓 
與耶路撒冷 

猶大  
耶路撒冷 
列國 

  
 
主旨 

預言尼尼微城 
之滅亡 

預言巴比倫 
之滅亡 

耶和華日子 
之審判 

安慰猶大百姓 安慰猶大百姓 耶和華日子 
之拯救 

神學 神的公義與拯救 神的公義與拯救 神的公義與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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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鴻書 
作 者 那鴻 (安慰) 

伊勒歌斯人那
鴻(1:1) 

可能為南國猶大的一處小村 
可能為新約時代的“迦百農” 

日 期 650-612B.C. (書中没有提到任何王的名字，那鴻書3:8-10提到了挪亞們
(或稱底比斯)的敗亡（主前663年為亞述王攻陷）,推断此書寫於瑪拿西
王晚期，亞述亡國前50年左右。 

對象地 點 南國猶大京城耶路撒冷 

 
 
 

時代背景 

北國以色列 滅於亞述帝國(722 B.C.) 
南國猶大 瑪拿西  亞們  約西亞 

代下16 亞哈斯王，...我是你的僕人，你的兒子... 
代下18 希西家王，...我有罪了，求你離開我，凡你罰
我的，我必一丁丂七丄丅丆万丈三上下丌不与丏丐丑丒专且丕世丗丘丙业丛东丝丞丟丠両丢丣两严並丧丨丩个丫丬中丮丯丰丱串丳临丵丶丷丸丹为主丼丽举丿乀乁乂乃乄久乆乇么义乊之乌乍乎乏乐乑乒乓乔乕乖乗乘乙乚乛乜九乞也习乡乢乣乤乥书乧乨乩乪乫乬乭乮乯买乱乲乳乴乵乶乷乸乹乺乻乼乽乾乿亀亁亂亃亄亅了亇予争亊事二亍于亏亐云互亓五井亖亗亘亙亚些亜亝亞亟亠亡亢亣交亥亦产亨亩亪享京亭亮亯亰亱亲亳亴亵亶亷亸亹人亻亼亽亾亿什仁仂仃仄仅仆仇仈仉今介仌仍从仏仐仑仒仓仔仕他仗付仙仚仛仜仝仞仟仠仡仢代令以仦仧仨仩仪仫们仭仮仯仰仱仲仳仴仵件价仸仹仺任仼份仾仿 

後亞述帝國 
(745-609 B.C.) 
首都尼尼微 

亞述班尼帕 (669-630 B.C.) 
*亞述強盛期  *於663B.C.攻克尼羅河下游挪亚们(底比
斯),  立尼哥一世為法老王 

中巴比倫 由卡施族統治 (1000-626 B.C.) 

主 題 那鴻預言亞述帝國之毀滅來鼓勵猶太人，提醒他們神在掌權，衪會為衪
的子民爭戰。 7 



神公義作為彰顯(1:1-15) 
 
 

神忌邪施 
報的作為 

(1:2-6) 

耶和華是忌邪施報的神：耶和華施報大有憤怒，向他的敵人施報，
向他的仇敵懷怒；(1:2) 
耶和華不輕易發怒，大有能力，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1:3a) 
他斥責海，使海乾了，使一切江河乾涸。 
巴珊和迦密的樹林衰殘；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殘了。(1:4) 
他發憤恨，誰能立得住呢？他發烈怒，誰能當得起呢？ 
他的憤怒如火傾倒；磐石因他崩裂。(1:6) 

 
神安慰猶 
大的話語 
(1:7-12a) 

耶和華本為善，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障，並且認得那些投靠他
的人。(1:7) 
尼尼微人哪，設何謀攻擊耶和華呢？(1:9a) 
有一人從你那裏出來，圖謀邪惡，設惡計攻擊耶和華。耶和華如
此說，尼尼微雖然勢力充足，人數繁多，也被剪除，歸於無有。
(1:11)  (希西家王十四年，亞述王西拿基立上來攻打猶大) 

神釋放猶 
大的應許

(1:12b-14) 

猶大啊，我雖然使你受苦，卻不再使你受苦。 
現在我必從你頸項上折斷他的軛，扭開他的繩索。(1:12b-13) 
耶和華已經出令，指著尼尼微說，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後；(1:14) 

神潔淨猶 
大的信息 

(1:15) 

看哪，有報好信傳平安之人的腳登山，說，猶大啊， 
可以守你的節期，還你所許的願吧； 
因為那惡人不再從你中間經過，他已滅絕淨盡了。(1:15) 8 



尼尼微傾覆細節(2:1-13) 
 
 

神審判 
的續言 
(2:1-4) 

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國的上來攻擊你。(2:1a) 
耶和華復興雅各的榮華，好像以色列的榮華一樣；因為使地空虛的，
已經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虛，將他們的葡萄枝毀壞了。(2:2) 
他勇士的盾牌是紅的，精兵都穿朱紅衣服。在他預備爭戰的日子， 
戰車上的鋼鐵閃爍如火，柏木把的槍也掄起來了。(2:3) 
車輛在街上（或譯：城外）急行，在寬闊處奔來奔去； 
形狀如火把，飛跑如閃電。(2:4) 

 
 

尼尼微 
敗落 
的光景 
(2:5-13) 

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貴胄，他們步行絆跌，速上城牆，預備擋牌。(2:5) 

河閘開放，宮殿沖沒。(2:6) 
王后蒙羞，被人擄去；宮女搥胸，哀鳴如鴿。此乃命定之事。(2:7) 

尼尼微自古以來充滿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現在居民卻都逃跑。 
雖有人呼喊說，站住！站住！卻無人回顧。(2:8) 
尼尼微現在空虛荒涼，人心消化，雙膝相碰；腰都疼痛，臉都變色。
(2:10)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與你為敵，必將你的車輛焚燒成煙， 
刀劍也必吞滅你的少壯獅子；我必從地上除滅你所撕碎的， 
你使者的聲音必不再聽見。」(2:13) 9 



尼尼微被神所滅由源(3:1-18) 
 
 
 
前 
因 

好戰擄 
掠之罪 
(3:1-3) 

禍哉！這流人血的城，充滿謊詐和強暴，搶奪的事總不止息。
(3:1) 
鞭聲響亮，車輪轟轟，馬匹踢跳，車輛奔騰；馬兵爭先，刀劍
發光，槍矛閃爍，被殺的甚多；屍首成了大堆，屍骸無數，人
碰著而跌倒； (3:2-3) 

引誘列 
國之罪
(3:4-7) 

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慣行邪術，藉淫行誘惑列國，用
邪術誘惑多族。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與你為敵．(3:4-5a) 

 
 
 
 
 
後 
果 
 

悽慘過於 
挪亞們 
(3:8-13) 

你一切保障必像無花果樹上初熟的無花果．若一搖撼、就落在
想吃之人的口中。(3:12) 
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婦女．你國中的關口、向仇敵敞開．你的
門閂、被火焚燒。 (3:13) 

卑賤甚於 
蝗蟲蝻子
(3:14-17) 

在那裏，火必燒滅你；刀必殺戮你，吞滅你如同蝻子。任你加
增人數多如蝻子，多如蝗蟲吧！(3:15) 
你的首領多如蝗蟲；你的軍長彷彿成群的螞蚱，天涼的時候齊
落在籬笆上；日頭一出便都飛去，人不知道落在何處。(3:17) 

下場猶如
自食其果 
(3:18-19) 

亞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覺；你的貴胄安歇； 
你的人民散在山間，無人招聚。你的損傷無法醫治； 
你的傷痕極其重大。凡聽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 
你所行的惡誰沒有時常遭遇呢？(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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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書與那鴻書對尼尼微信息的比較 
約拿書 那鴻書 

作   者 約     拿 (755B.C.) 那     鴻 (650-615B.C.) 
對  象 尼尼微城之人 猶太人 

背   景 亞述遭遇兩次瘟疫 一次日蝕 亞述帝國勢力銳不可擋 

主   旨 宣講傾覆毀滅信息à悔改 宣告公義審判信息à毀滅 

神  的 
公  義 

 約拿進城走了一日，宣告說： 
「再等四十日， 
尼尼微必傾覆了。」(3:4) 

耶和華不輕易發怒， 
大有能力， 
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1:3) 

神  的 
慈  愛 

何況這尼尼微大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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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耶和華本為善，在患難的日子 
為人的保障，並且認得 
那些投靠他的人。(1:7) 

 
結  局 

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 
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 
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3:10) 

尼尼微人哪，設何謀攻擊 
耶和華呢？他必將你們 
滅絕淨盡；災難不再興起。(1:9) 

 
結  語 

何況這尼尼微大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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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你的損傷無法醫治；你的傷痕極
其重大。凡聽你信息的必都因此
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惡 
誰沒有時常遭遇呢？(3:19) 11 



哈巴谷書 
 
作  者 

哈巴谷(被擁抱者) 
*這歌交與伶長，用絲弦的樂器。(哈3:19c)—可能服事於
聖殿詩班 
個性耿直不阿 關切神對猶大及對巴比倫公義的作為 

 
 
日  期 

約於606B.C. 
耶和華說，你們要向列國中觀看，大大驚奇；因為在你們的
時候，我行一件事，雖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不信。 
我必興起迦勒底人，就是那殘忍暴躁之民， 
通行遍地，佔據那不屬自己的住處。(哈1:5-6) 

地  點 耶路撒冷 
時代背景 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入侵耶路撒冷前後 
書卷主題 預言當盛之巴比倫帝國的毀滅  並安慰鼓舞受難之猶大百姓 
鑰  節 惟义人因信得生 (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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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與神的一問一答(1:1-11) 
序言(1:1)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1:1) 

 
哀求中 
的 
質疑 

(1:2-4) 

他說，耶和華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要到幾時呢？ 
我因強暴哀求你，你還不拯救。(1:2) 
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你為何看著奸惡而不理呢？ 
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又起了爭端和相鬥的事。(1:3) 
因此律法放鬆，公理也不顯明；惡人圍困義人， 
所以公理顯然顛倒。(1:4) 

 
懲罰中 
的 
杖具 

(1:5-11) 

我必興起迦勒底人，就是那殘忍暴躁之民， 
通行遍地，佔據那不屬自己的住處。(1:6) 
他的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 
馬兵踴躍爭先，都從遠方而來；他們飛跑如鷹抓食，(1:8) 
他們譏誚君王，笑話首領，嗤笑一切保障，築壘攻取。 
他以自己的勢力為神，像風猛然掃過，顯為有罪。(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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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與神的再問再答(1:12-2:20) 
 

對不義 
杖具 
的質疑 

(1:12-17) 

耶和華我的神，我的聖者啊，你不是從亙古而有嗎？ 
我們必不致死。耶和華啊，你派定他為要刑罰人； 
磐石啊，你設立他為要懲治人。(1:12) 
你眼目清潔，不看邪僻，不看奸惡；行詭詐的，你為何看著不理呢？ 
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你為何靜默不語呢？(1:13) 
他豈可屢次倒空網羅，將列國的人時常殺戮，毫不顧惜呢？(1:17) 

等候神 
解答冤屈 

(2:1)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 
看耶和華對我說甚麼話， 
我可用甚麼話向他訴冤（向他訴冤：或譯回答所疑問的）。(2:1) 

 
 
 

迦勒底人
的不義 
(2:2-20)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2:4a) 

迦勒底人因酒詭詐、狂傲、不住在家中、擴充心欲好像陰間．他如死
不能知足、聚集萬國、堆積萬民、都歸自己。(2:5) 
你增添不屬自己的財物、多多取人的當頭、(2:6b) 搶奪許多的國、殺
人流血、向國內的城、並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強暴、(2:8a) 為本家積蓄
不義之財、在高處搭窩、(2:9a) 你圖謀剪除多國的民、(2:10a) 以人
血建城、以罪孽立邑 (2:12) 。給人酒喝、又加上毒物、(2:15) 殺人流
血、向國內的城、並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強暴。(2:17b) 雕刻的偶像、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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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勒底人 
不義的 
結局 

(2:2-20) 

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應驗，並不虛謊。雖然遲延， 
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延。(2:3) 
禍哉！迦勒底人，你增添不屬自己的財物；多多取人的當頭， 
要到幾時為止呢？(2:6b) 
為本家積蓄不義之財，在高處搭窩，指望免災的有禍了！(2:9) 
以人血建城，以罪孽立邑的有禍了(2:12)！ 
給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見他下體的有禍了！(2:15) 
對木偶說：「醒起！」對啞吧石像說：「起來！」那人有禍了！ 
這個還能教訓人嗎？看哪，是包裹金銀的，其中毫無氣息。(2:19) 

神的 
保证 

(2:2-20) 

惟義人因信得生。(2:4b)  
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2:14) 
(同赛11:9) 

 
神的 
作为 

(2:2-20) 
 

眾民所勞碌得來的被火焚燒，列國由勞乏而得的歸於虛空，不都是
出於萬軍之耶和華麼？(2:13) 
你滿受羞辱，不得榮耀；你也喝吧，顯出是未受割禮的！耶和華右
手的杯必傳到你那裡；你的榮耀就變為大大的羞辱。(2:16) 
惟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他面前肅敬靜默。(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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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自我尋答(3:1-19) 
敬畏的 
序言 

(3:1-2) 

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或譯：言語）就懼怕。耶和華啊，
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在發怒的
時候以憐憫為念。(3:2) 

出埃及 
的 
榮耀 

(3:3-6) 

神從提幔而來；聖者從巴蘭山臨到（細拉）。 
他的榮光遮蔽諸天；頌讚充滿大地。(3:3)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腳下有熱症發出。(3:5) 
我見古珊的帳棚遭難，米甸的幔子戰兢。(3:7) 

進迦南 
的 
勇力 

(3:7-15) 

你的弓全然顯露，向眾支派所起的誓都是可信的（細拉）。 
你以江河分開大地。(3:9)因你的箭射出發光，你的槍閃出光耀，
日月都在本宮停住。(3:11)你乘馬踐踏紅海，就是踐踏洶湧的大
水。(3:15) 

 
信心中 
的 
揚起 

(3:16-19) 

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我在所
立之處戰兢。我只可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犯境之民上來。
(3:16)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
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3:17) 然而我要因耶
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3:18)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
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3:19) 16 



西番雅書 
作  者 西番雅(神所隱藏的, 或耶和華保護) (640-609B.C.) 

王室之後  與約西亞王有“叔侄”关系。約西亞乃希西家的曾
孫。 
*當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約西亞在位的時候，耶和華的話臨到
希西家的玄孫， 亞瑪利雅的曾孫，基大利的孫子，古示的
兒子西番雅。(1:1) 

日  期 640-621B.C. 
地  點 耶路撒冷 
對  象 猶大臣民 
時 代 
背 景 

約西亞王進行宗教改革時期。努力去除國內各項背逆神的
罪，但拜偶之風依然存在。許多不公不義，收受賄賂，欺
凌貧民的情况仍然盛行(3:1-4)。 
亞述帝國正衰微  巴比倫帝國極強盛   埃及亦日益坐大 

主 題 陳述”耶和華的日子”的審判與拯救。耶和華的日子對拒不
悔改的人是災難，對歸向神的人是救贖性的 

17 



從西番雅書看“耶和華的日子” 
耶和华献祭的日子（1：8） 吹角呐喊的日子（1：16） 

惩罚的日子（1：9，12） 耶和华发怒的日子（1：18；2：2－3） 

悲哀的日子（1：10） 掳掠的日子（3：8） 

耶和华的大日子（1：14） 万口颁神的日子（3：9－10） 

忿怒的日子（1：15a） 清尽罪恶的日子（3：11－13） 

急难困苦的日子（1：15b） 默然施行拯救的日子（3：16－19） 

荒废凄凉的日子（1：15c） 归回的日子（3：20） 

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
子（1：15d） 

18 



從西番雅書看“耶和華的日子” 
 

耶和华
日子的
审判

(1-2章) 

审判 
犹大国 

(1:4-18) 

(1). 崇拜偶像 (1:4-6): 巴力，基玛林，天上万象，
玛勒堪。 
(2). 道德败坏 (1:7-9): 强暴、诡诈、贪婪、偷抢、
匪盗、穿外邦衣服的。 

审判 
外邦国 

(2:3-15) 

外邦十国为代表，历世以来凡反对神选民国的必遭
神的审判。 

 
 

耶和华
日子的
安慰 
(3章) 

 
审判 
之原因
(3:1-8) 

犹大的不义: (i).不听从命令 (3:2a); (ii).不领受训诲
(3:2b); (iii).不倚靠神 (3:2c); (iv).不亲近神 (3:2d); 
(v).不义之首领 (3:3-4)。 
他们要负受罚责任的国家代表: (i).不正的国家首领
(3:3a); (ii).狠毒之民间审判官 (3:3b); (iii).诡诈的假
先知 (3:4a); (iv).亵渎之祭司 (3:4b)。  

审判 
之目的 

(3:9-20) 

(i).颂赞主名 (3:9-10); (ii).除净罪污 (3:11); 留下余
民 (3:12-13); (iv).清除仇敌(3:14-15); (v).施行拯救
(3:16-19); (vi).建立国度 (3:20) 。 

19 



耶和華公義審判的日子(1:1-3:6) 
序 
言 

(1:1-3) 

耶和華說，我必從地上除滅萬類。(1:2) 
我必除滅人和牲畜，與空中的鳥、海裏的魚， 
以及絆腳石和惡人；我必將人從地上剪除。這是耶和華說的。(1:3) 

 
 
 
 
 

向猶大 
與 

耶路撒冷 
的怒氣 
(1:4-18) 

我必伸手攻擊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從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 
並基瑪林的名和祭司，與那些在房頂上敬拜天上萬象的， 
並那些敬拜耶和華指著他起誓；又指著瑪勒堪起誓的，(1:4-5) 

到了我耶和華獻祭的日子，必懲罰首領和王子，並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
我必懲罰一切跳過門檻，將強暴和詭詐得來之物充滿主人房屋的。(1:8-9) 
那時，我必用燈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懲罰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 
他們心裏說，耶和華必不降福，也不降禍。(1:12) 
他們的財寶必成為掠物；他們的房屋必變為荒場。他們必建造房屋， 
卻不得住在其內；栽種葡萄園，卻不得喝所出的酒。(1:13) 
那日是憤怒的日子，是急難困苦的日子，是荒廢淒涼的日子， 
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1:15) 
是吹角吶喊的日子，要攻擊堅固城和高大的城樓。(1:16) 
當耶和華發怒的日子，他們的金銀不能救他們；他的憤怒如火必燒滅全地， 
毀滅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毀滅。(1:18) 

賞賜悔改 
得救 
的生機
(2:1-3) 

不知羞恥的國民哪，你們應當聚集！趁命令沒有發出，日子過去如風前的糠， 
耶和華的烈怒未臨到你們，他發怒的日子未到以先，你們應當聚集前來。(2:1-2) 
世上遵守耶和華典章的謙卑人哪，你們都當尋求耶和華！當尋求公義謙卑， 
或者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可以隱藏起來。(2:3)     (罗得) 20 



耶和華公義審判的日子(1:1-3:6) 
 
 
 
 

向外邦
鄰國 
的惱恨 
(2:4-15) 

非利士 迦薩必致見棄；亞實基倫必然荒涼。人在正午 
必趕出亞實突的民；以革倫也被拔出根來。 
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禍了！(2:4-5a) 

摩押 
與 
亞捫 

我聽見摩押人的毀謗和亞捫人的辱罵，就是毀謗我的百姓，自誇
自大，侵犯他們的境界。(2:8)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摩押必像所
多瑪，亞捫人必像蛾摩拉； 
都變為刺草、鹽坑、永遠荒廢之地。(2:9) 

埃及 古實人哪，你們必被我的刀所殺。(2:12) 

亞 
述 

耶和華必伸手攻擊北方，毀滅亞述；使尼尼微荒涼，又乾旱如曠
野。(2:13) 

 
向耶路
撒冷領
袖的控
訴

(3:1-6) 

 
耶路撒
冷 

這悖逆污穢欺壓的城、有禍了。他不聽從命令、不領受訓誨、不
倚靠耶和華、不親近他的　神。 (3:1-2) 
她中間的首領是咆哮的獅子；她的審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點食
物也不留到早晨。她的先知是虛浮詭詐的人；她的祭司褻瀆聖所，
強解律法。(3:3-4) 
耶和華在她中間是公義的，斷不作非義的事，每早晨顯明他的公
義，無日不然；只是不義的人不知羞恥。(3:5) 21 



耶和華安慰拯救的日子(3:7-3:20) 
猶大的敬畏 
與等候 
(3:7-8) 

我說，你只要敬畏我，領受訓誨；如此，你的住處不致照我所擬定的
除滅；(3:7a) 
耶和華說，你們要等候我，直到我興起擄掠的日子；(3:8a) 

萬民的潔淨 
與事奉(3:9) 

那時，我必使萬民用清潔的言語，好求告我耶和華的名，同心合意地
事奉我。(3:9) 

選民的回歸 
與平安 

(3:10-13) 

當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覺羞愧；因為那時我必從 
你中間除掉矜誇高傲之輩，你也不再於我的聖山狂傲。(3:11) 
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罪孽，不說謊言，口中也沒有詭詐的舌頭；
而且吃喝躺臥，無人驚嚇。(3:13) 

 
 

復和的救贖 
與喜樂 

(3:14-20) 

錫安的民哪，應當歌唱！以色列啊，應當歡呼！耶路撒冷的民哪， 
應當滿心歡喜快樂！(3:14) 
當那日，必有話向耶路撒冷說，不要懼怕！錫安哪，不要手軟！
(3:16) 
那時，我必罰辦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趕出的。
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們得稱讚，有名聲。(3:19) 
那時，我必領你們進來，聚集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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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稱讚。這是耶和華說的。
(3:20) 22 



實用信息 
 

神所要的不單單是懲罰我們的罪， 
他還要潔淨我們脫離罪。 
神管教他所愛的百姓， 

從而使他們在義上得到訓練。 
來12:6  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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