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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约合册 摩西五经 五卷
史书 十 卷

旧约
历史书 十二卷

诗歌智慧书 五卷
何珥摩俄

大先知书 五卷

小先知书 十二卷

何珥摩俄
拿弥鸿哈
番该亚玛

希伯来文经卷分成三大部份 ─
摩西的书
创世记

前先知书
约书亚记

圣卷
诗篇

后先知书
以赛亚书

圣卷
耶利米哀歌

出埃及记
利未记
数记

士师记
撒母耳记

记

约伯记
箴言
得记

耶利米书
以西结书

以斯帖记
但以理书
以 拉记民数记

申命记
列王记 路得记

雅歌
传道书

小先知书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历代志一本书 完整的 传道书 历代志本书，完整的

希伯来的圣经为什么十二卷小先知书是这样排列的呢？
这是近代学者发展出来正典的研究方法这是近代学者发展出来正典的研究方法…

从年代先后来看 ─
被掳之前上帝的晓谕 又分成两个对象被掳之前上帝的晓谕，又分成两个对象，

针对南国犹大国、针对北国以色列国

以色列人犯罪悖逆到一个极限，上帝用被掳来审判他们。

被掳之后的先知书卷 ─被掳 后
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垃基书，

对象是被掳归回之后的百姓

还有对着是外邦人的 ─
约拿书 向尼尼微；俄巴底亚 向以东；约拿书，向尼尼微；俄巴底亚，向以东；

那鸿书，约拿一百多年之后，向同样尼尼微

南北国各有自己的君王 祭司南北国各有自己的君王、祭司，
上帝仍然透过先知的话语，来介入人类的历史。

国际形势也会在先知书卷当中出现…
早期主前第九 第八世纪 国际强权就是亚述早期主前第九、第八世纪，国际强权就是亚述，

给以色列人跟南国的犹大人，造成很多威胁。

先知书卷提示说 ─
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百姓

相对的，神说：亚述是我手中怒气的棍 赛十5

等于上帝用外邦强权来管教选民，

比较晚的先知书卷 ─

帮助选民懂得活出敬虔、倚靠上帝的生活

比较晚的先知书卷 ─
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

是在巴比伦帝国的背景下传讲信息是在巴比伦帝国的背景下传讲信息

上帝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大君
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都是如此！



释经的世界
与进路与进路

 他们的历史环境如何？ 他们的历史环境如何？
 先知所在朝代的君王，

是好王 还是坏王？是好王、还是坏王？

约珥书当时发生蝗虫之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蝗虫之灾不只是农业的损失，

甚至在整体经济、人心恐慌当中

先知在发生了蝗虫之灾的时候，传递上帝的话语

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我 历史 角度，

来认识整个圣经背后的世界。

约珥书里呼吁很多的人，第一章 ─
老年人要起来将所学到的东西传与后代子孙老年人要起来将所学到的东西传与后代子孙

酒醉的人要清醒哭泣
我的民哪 应当哀嚎我的民哪、应当哀嚎

田野啊、农夫啊…
话语本身 已经提到他所传递信息的对象话语本身，已经提到他所传递信息的对象。

现代在读圣经的人背景不一样，现代在读圣经的人背景不 样，
他们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不能划上等号，

可是我们可以读到圣经的原则 ─
遭遇大自然灾害、无法抗力环境压迫时，

原来可以去呼求创造天地的上帝原来可 去呼求创造天 的 帝

当这些选民好像立约的上帝忘记、

在外邦列国被欺凌当中，在外邦列国被欺凌当中，

他们可以回头来向上帝来祷告、来寻求上帝的

在圣经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不是一个真空的世界 ─
有古往今来许多的人物 君王 敬虔的 不好的国王…有古往今来许多的人物、君王，敬虔的、不好的国王…

在那个当下，上帝的真理如何被表明出来呢？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经文 以致于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经文，以致于读圣经的时候

能够更丰富的省思 ─我跟上帝的关系。

在文本的世界，从历史的角度体会 ─
好像是一个黑暗、不大方便的世代，

是在圣经的启 晓谕当可是在圣经的启示、晓谕当中，

依然能够把上帝的真光来表明

也会引导我们可以更敏锐的察知 ─
 我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舞台？

 以致于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上帝在这不同的场景当中表明出来呢？

所以会用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经文。

帝在这不同的场景 中表 来

约珥书没有提到太多关于历史背景…
耶和华的话临到毗土珥的儿子约珥一1 耶和华的话临到毗土珥的儿子约珥。
没有说是在什么年代；毗土珥是谁？不知道

圣经中的约珥大概有出现十九个之多圣经中的约珥大概有出现十九个之多

我们读它的时候，在研究历史的角度会有困难。

不过经文本身，反映出当代可能有的问题跟状况，
可能有的历史背景，有四种不同的结论…

1. 主前第九世纪，南国约阿施作王的时候 ─
从小被母后亚他利雅所逼迫，躲在圣殿直到七岁，从小被母后亚他利雅所逼迫，躲在圣殿直到七岁，

才被大祭司 ─ 姑父耶何耶大膏立为王，

 约阿施不是强势的王 相对祭司是摄政王 约阿施不是强势的王，相对祭司是摄政王
 约珥书没有太多关于王的事情，

相对祭司是比较重要的角色相对祭司是比较重要的角色

早期学者大部分接受约珥书比较是早期所写的



2. 主前七百年，亚述入侵犹大所发生的。
第二章 耶和华的军队第二章 耶和华的军队，

显明是一个很强权的军队入侵耶路撒冷
3 可能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劫掠的时候3. 可能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劫掠的时候，

就是主前第六世纪的末页

4 提到很多圣殿献祭的问题 被掳归回之后4. 提到很多圣殿献祭的问题，被掳归回之后，

那时没有王、可是有圣殿的敬拜

比较考量的是 ─ 约珥书处在圣经正典的位置，

何西阿书是小先知书比较长的，十四章，放在最前头

约珥书这么短，紧接到在后头，之后是次长的阿摩司书
学者发现正典的次序，很可能第一个因素是篇幅的长短，

还有一个因素是年代。

比较支持它的是早期年代 ─ 约阿施作王的时候，比较支持它的是 约阿施 王的时候，

国内发生灾难，虫灾的问题。

一9 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
事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事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

暗示蝗灾所带来农业的损失
所呼吁的对象 ─ 酒醉的人、好酒的人、

农夫、修理葡萄园的，要出来向神哀哭，

明显是直接受到蝗灾的影响

约珥是在这个背景当中。

从历史角度研究圣经经卷的时候，是以作者为中心 ─
 是一个什么样年代、所处环境是什么样情境是 个什 样年 所 是什 样情

 当时信仰状况、生活型态

 听圣经书卷的受众生命状况又是如何？听圣 书卷的受众生命状况 是如何

 所服事的年代、整个的背景

让我们对圣经书卷有一个比较准确的 ─让我们对圣经书卷有 个比较准确的

当时年代，神的话如何在他们当中产生作用。

圣经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蝗灾？
最早是在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最早是在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

十灾 ─ 埃及就曾经蒙受过蝗灾
似乎蝗虫之灾代表的是上帝的审判 似乎蝗虫之灾代表的是上帝的审判，
不是单纯的天然灾害

虽然我们不是很能够了解 ─
约珥是哪个年代、他所面对的困难；

可是却能够体会蝗虫之灾，

对当时带来的影响，以致先知起来服事。

研读约珥书的时候，
 也许经文背后的历史涵义不那么丰富， 也许经文背后的历史涵义不那么丰富，

却不会减损我们对约珥书的了解

所以有学者在讲约珥书历史背景所以有学者在讲约珥书历史背景，

就甘脆说 ─在蝗灾之后…

约珥名字的意思 ─ 耶和华是神，
暗示我们怎样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神呢？暗示我们怎样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神呢？

当人犯罪悖逆的时候，根本没有把神当神
在这当下约珥提醒 蝗虫之灾在这当下约珥提醒，蝗虫之灾
是上帝提醒我们 ─ 这是上帝的作为，

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我们 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我们

 而是上帝兴起一个灾难，提醒我们 ─
他的作为如何展现在我们当中他的作为如何展现在我们当中

约珥书看它历史情境、背景时，有一个更重要的议题…约珥书看它历史情境、背景时，有 个更重要的议题…
上帝的作为透过当时的蝗虫之灾，

敲醒了当时的人的脑袋要来看清楚 ─敲醒了当时的人的脑袋要来看清楚

我们不能再犯罪、得罪上帝了！

透过这个灾难上帝提醒我们 ─透过这个灾难上帝提醒我们

上帝的治理、掌权，耶和华是神！



求主帮助，让我们对所处的环境是敏锐的，
 让基督徒不是只有关心基督徒 只有关心教会的事 让基督徒不是只有关心基督徒、只有关心教会的事

 需要关心上帝在这个世代，上帝正在做什么
在我们所处的世代难免会看到天灾 人祸在我们所处的世代难免会看到天灾、人祸…

 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自然科学的考量

更思想 上帝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 不会弄错弄错更思想 ─上帝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不会弄错，弄错，

在地球的运转、大自然的进行当中，

上帝提醒 在他的治理里头 人如何破坏他的治理上帝提醒 ─在他的治理里头，人如何破坏他的治理，

我们应当如何顺服在上帝治理的法则当中呢？

上帝在约珥当代，蝗虫之灾提醒当代百姓上帝的作为，
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好像是这一个世代的先知，

 对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也能够敏锐

以致在约珥书圣灵浇灌的应许，在今天这个世代 ─
上帝一样要来祝福他的话、在我们当中是有能力的

祷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 祷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仰 你，

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不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总要我们可以认定你；

特别是有一些意外的 不如我们意的事情特别是有 些意外的、不如我们意的事情，

让我们要把眼光转向你。

就像先知的当代 你透过大自然的灾难对他们说话就像先知的当代，你透过大自然的灾难对他们说话，

深信在今天世代，你一样有话要对我们说 ─
 帮助我们 敏锐于我们所处的环境 帮助我们，敏锐于我们所处的环境

 也敏锐于你对这个世代要有的信息

谢谢主 给我们可听的耳 让我们真知道你谢谢主，给我们可听的耳、让我们真知道你，

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