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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鴻書, 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那鴻書



作者:  先知那鴻的生平我們知道的不多.  除了這本先知書以他的名為書外, 在聖經裏不見別處提到
他的名.  根據那鴻書的寫作的年代, 先知那鴻應是與先知耶利米和先知西番亞同一時代的人.

那鴻Nahum的希伯來文( נחּום ) 有"安慰”、“安撫”、”憐憫”的意思. 

根據那鴻書的一章一節, 我們知道是伊勒歌斯人.  但該地的確切地點卻無法確定.  有三個可能的地點:  
亞述、加利利、猶大.  然而, 一般認為伊勒歌斯位於猶大的說法可能是最可取的. 

寫作年代:  那鴻書中沒有提到明確的日期.  那鴻書3:8 – 10提到了挪亞們(或稱底比斯)的敗亡.  

挪亞們是埃及在南部的首都, 位於尼羅河的上游.  該城於主前663年為亞述王攻陷.  當時亞述帝國勢力
強大.  尼尼微 - 亞述帝國的首都則是在主前612年陷落於巴比倫.  從書中的內容推測, 該書大約著於
主前七世紀的中葉. 

時代背景:  亞述王亞述班尼帕(主前668-627) 於主前667年, 在22個國王包括猶大國王瑪拿西的拹

助下, 攻入埃及.  擊敗埃及法老塔哈尔卡, 並攻取了埃及古都底比斯.  亞述於主前665年, 在平定埃及
叛亂時毀滅了挪亞們(或稱底比斯).  虽然亞述戰勝了巴比倫, 亞述班尼帕與其兄弟 - 巴比倫王的長達
十幾年的爭戰(主前665-639)卻大大的削弱了亞述帝國.亞述王亞述班尼帕於主前627年去世後, 巴比倫人
於主前626年左右反叛.  迦勒底人那波帕拉沙爾成為巴比倫國王.  之後, 亞述帝國與巴比倫(迦勒底)的
長期的戰爭使亞述帝國國勢急速瓦解.  主前614年, 亞述的古都亞述城被瑪代人攻陷.  不久, 亞述首都
尼尼微亦於主前612年淪陷於迦勒底和瑪代的聯軍之手.  隨後, 在主前609年, 亞述淪亡. 

那鴻書



亞述班尼帕時期的亞述帝國（公元前668-626年）



The walls of Nineveh (partly reconstructed) 



那鴻書

主題:  那鴻書的主題是預言亞述首都尼尼微的傾覆.  亞述是神所使用的工具來懲罰頑梗悖逆的以色列. 

神雖不輕易發怒, 然而斷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所以對於亞述所犯的罪孽和殘暴的行為,神也一定審判,使公
義得以彰顯.

信息:  神的恩慈與嚴厲.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  祂是一位忌邪的神, 祂對我們要求絕對的忠誠.  祂必

嚴厲地對那些抵擋祂, 逼迫祂子民的人加以懲罰.  神是公義的、恩慈的, 祂有時會延遲懲罰以顯示祂的
忍耐, 但是祂的公義是一定會得到彰顯的.  神的恩慈 – 安慰、鼓勵祂的百姓; 神的嚴厲 – 神的審判, 
神公義的彰顯. 

神是獨一掌權的主 – 耶和華是一位全能的, 公義, 正直, 忌邪和富有憐憫的, 至高至上的, 獨一的真神. 
祂掌管整個宇宙世界.  “祂斥責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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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因他震動；小山也都消化。” 作為掌權的主, 神引導人類的歷史.  祂使尼尼
微 – 這座當時最雄偉的城市 “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後 ”.  也正是祂 - 耶和華“復興雅各的榮華”.

神的嚴厲 - 公義的審判者 – 背逆神的必遭審判; 信靠神的得蒙憐憫. 神向亞述宣告了祂的審判- “我
與你為敵，… 我必從地上除滅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聲音必不再聽見。這是因為“禍哉！這流人血的
城，充滿謊詐和強暴，搶奪的事總不止息。 被殺的甚多，屍首成了大堆，屍骸無數 ”, “ 慣行邪術，
藉淫行誘惑列國，用邪術誘惑”.  神持守祂的公義和聖潔.  祂對向他和他的子民犯罪悖逆的人施行公義; 
祂對悔改歸向祂的人施恩賜福.  

神的恩慈 - 大有憐憫的救主 – 祂既溫柔,又體恤.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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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如此,神對我們是極有忍耐的 – “耶和華不輕易發怒，大有能力，萬不
以有罪的為無罪。”.  神應許祂的在苦難中的子民, 他們最終要得釋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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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絲塔原本就是一個雙面女神，既是豐饒與愛之神，同時也是戰爭女神.



那鴻書的金句

耶和華不輕易發怒，大有能力，萬不以有罪的為無
罪。他乘旋風和暴風而來，雲彩為他腳下的塵土。
(那鴻 1:3)

那鴻書



哈巴谷書



作者:  像其他的小先知書,先知哈巴谷的生平, 除了這本先知書得到一些有關他的情況, 我們

所知不多.  在書的開始, 他自我介紹為“先知哈巴谷”.  另外, 從書中的3:19提到“……這歌
交與伶長，用絲弦的樂器”來推測, 先知哈巴谷有可能是屬利未支派, 在聖殿裏供職的.  從書
的寫作上可以知道哈巴谷是個出色的詩人, 他的文學素養很深.  哈巴谷書的第三章就是一首詩.  

哈巴谷Habakkuk的希伯來文 נחּום ) ) 有“抱住”“擁抱”的意思.  很明顯, 在本先知書的結尾

中, 我們可以看到竟管他對神的作為、計劃有所質疑, 但他仍緊緊依靠相信神.

哈巴谷可說是先知中的約伯，二者都因困惑而質問神.  不過約伯針對的困惑是個人的苦難及人與
人之間的公道，而哈巴谷所關注的乃是罪和公義, 以及國家和國家的公道。

寫作年代:  哈巴谷書的寫作時期, 一直是有爭議的.  但根據1章6節, 提到迦勒底人將要來

攻擊猶大，顯示了寫作時期應在主前七世紀後葉. 應在尼布甲尼撒王攻陷尼尼微(主前612), 在
亞述的迦基米施戰役擊敗埃及聯軍 (主前605),並進軍耶路撒冷(主前605)之前.  另外, 1章2-4
節所指責猶大國的罪仍是約西亞王死後的約亞敬時代的惡行.  所以哈巴谷應是在約亞敬王時(主
前609至597年)作先知的，與耶利米差不多同時期。

時代背景:  約西亞王(主前640-609)死於埃及交戰的米吉多戰役(歷下35:20-24).  從此, 

南國猶大陷於埃及的控制之下, 約西亞王的改革前功盡棄. 約哈斯王作王3個月被擄到埃及.  埃
及法老立約雅敬作王.  約雅敬不聽先知耶利米的勸告. 反把耶利米所寫的書燒掉(耶34).  當時
猶大國中罪孽深重, 君王百姓都拜偶像. 約雅敬先服事埃及, 轉而歸順巴比倫, 然後又背叛, 導
致巴比倫入侵耶路撒冷. 

哈巴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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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tar Gate at Berlin Pergamon Museum巴比倫城門，佩加蒙博物館，柏林



Berlín - Pergamon - Porta d'Ishtar - Lleons





巴比倫 (Babylon) 古城遺址



巴比伦城堡废墟



主題:  先知的角色是帶領國家和人民, 回歸神並順服神與祂的子民在西乃所立下的約.  然而, 哈巴

谷卻在書中質疑神 - 公義的神怎能對邪恶, 強暴和不義保持沉默.  先知得到神的答覆: 審判即將來臨, 
而巴比倫是神使用的工具. 於是哈巴谷再次質疑神 – 神怎能使用更邪恶,強暴的異教徒巴比倫來懲罰神
自己的百姓.  神的答覆是:  巴比倫必須為它的邪恶和強暴的行為受到審判和懲罰.

信息:  “在苦難中認識神”. 先知在書中所寫的是他信心的掙扎以至得勝的心路曆程.  以飲泣開始, 

最終以歡呼, 讚美神結束.  神藉著哈巴谷書所傳的信息, 是要我們知道怎樣在苦難中認識神, 以及信心
得勝的秘訣在於緊緊的抓住神.

神的公義必然彰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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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們不要為目前苦難的沮喪而失去信心.  相反地, 我們應有忍耐和長遠
的眼光, 認識到神在恰當的時候, 它的公義必然彰顯, 邪恶必定全然敗落.

惟義人因信得生 – 神的子民必須依靠對神的信心而生活.  雖然在這個墮落的世界裏, 我們會遭遇苦難
, 人生的道路有坎坷, 但只要對神有堅定的信心, 緊緊的抓住(“抱住”“擁抱”)神的允許, 生活在神
的恩典與信實裏, 必得見神公義的彰顯.  

神的全然公義,救恩和偉大 – 無論是卑賤, 豐富, 飽足, 飢餓, 有餘還是缺乏, 神全然的公義和救恩是
夠我們用的.  神的信徒應完全的降服於神全然的偉大, 把自己放在神的手和眷顧裡; 因神的救恩和全能
而歡欣喜樂. 甚至在最堅難困苦的環境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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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也能以信心仰賴神、認識神, 從神那裏得到
真正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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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巴谷書



哈巴谷書的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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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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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 19)

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西番雅書

作者:  除了西番雅在預言第一節所提到的, 我們對先知西番雅的生平一無所知.  他的家譜告訴我們, 

西番雅是希西家的後裔.  這裡希西家顯然是指猶大國的第十四位國王(主前716 – 686).  西番雅是在
約西亞作王的年代說預言的. 像希西家王時代的先知以賽亞,  西番雅作為一個出身於貴族的先知, 一
般相信他對約西亞王所作的宗教起了相當的促進作用.  與先知西番雅同時期作先知的還有耶利米,那鴻
和哈巴谷. 

西番雅 Zephaniah 的希伯來文(צפניהּו .有"耶和華隱藏/保護”的意思(צפניה

寫作年代:  西番雅書中的記載顯示該書的寫作的時期在約西亞王年代(主前640 – 609). 根據書中

對當時猶大國社會上靈性和道德的描寫, 可以認為西番雅書是在約西亞王宗教改革之前寫的.  當時猶

大國尚處在拜偶像和道德敗壞的境況之下.

時代背景:  在瑪拿西王的統治下, 南國猶大倒行逆施, 不僅把希西家王帶領下的復興摧毀, 而且狂

熱的崇拜巴力和天上的萬像, 致使全國陷於拜偶像的罪惡之中. 瑪拿西王的兒子亞們王又繼續做惡. 直
到亞們的兒子約西亞登基作王之後,才有許多重大的改革 – 拆毀所有的巴力的壇,搗毀偶像,又與神重

新立約遵守祂的誡命和律法. 當時,巴比倫正在堀起取代亞述的霸主的地位,而亞述卻逐漸地在衰弱敗亡.



主題: 西番雅警告猶大那最終的日子, 耶和華的日子, 即將來臨. 神將通過巴比倫的手來審判猶大.  
西番雅嚴厲地斥責猶大及其周圍列邦的罪惡 - 拜偶像, 拜天像, 遠離神, 背逆神和褻瀆神. 同時, 
西番雅也預言了神對萬民的救贖和復興的計劃.

信息: 耶和華的日子.耶和華的日子是一個審判的日子. 針對猶大的罪,神的審判已經宣告. 但在審判
之後,神一定會復興祂的子民,再次賜褔給他們. 神審判的目的是要潔淨祂的百姓,使萬民能用清潔
的話語敬拜神,事奉神. 神是滿有憐憫的,祂暫時容忍罪惡的存在. 但到時候,祂一定審判罪惡,並
最終除掉罪惡. 

神宣告祂的審判 - 神的審判就是耶和華的日子的來臨.(1:7-10; 1:14 – 2:3).  神的審判不僅是針
對猶大和其周圍的列國列邦的不義和罪行, 而且是對全人類的審判.

審判的原因 - 世人遭審判是因為離棄神,背逆神,拜偶像,真神假拜,假神真拜.  人的心高傲自大, 目
空一切蔑視神.  因世人的不義和悖逆,神要行使祂的主權, 彰顯祂的公義, 懲罰所有敵擋祂的人. 

神的祝福 - 神賜下盼望給祂的子民 (3:11-20).  這不僅是因為餘民將要歸回, 更是因為神從來未曾
棄絕祂與祂的子民所立的約(申5,29章). 神的應許必定實現.  蒙福的人乃是餘民(2:3-9, 3:12-
13) – 那些不靠自己的驕傲(1:12, 2:3), 相信神, 謙卑倚靠神的人.  神的祝福以及所賜的盼望
不但給祂的選民, 也給所有列邦中信靠祂的人(3:9-10)

西番雅書



西番雅書的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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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已經除去你的刑
罰，趕出你的仇敵。以色列的王耶和華在你中間；你必
不再懼怕災禍。當那日，必有話向耶路撒冷說：不要懼
怕！錫安哪；不要手軟！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
有能力的主。祂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
且因你喜樂而歡呼。(西番雅 3:1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