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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珥书里充满了神向人说话，

人向上帝呼求 上帝即时回应人的呼求人向上帝呼求、上帝即时回应人的呼求，

神人的互动非常丰富。

我们学习用文学分析的方法我们学习用文学分析的方法 ─
 留意大的结构、看它的修辞

在跟神的对话当中 有某些结构形式存在在跟神的对话当中，有某些结构形式存在…

一-二17 是一种全国性的哀歌，

有当前的灾难发生，先知呼吁百姓 ─
每一个群体要到上帝面前来哀哭、禁食，

更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敬拜。

跟诗篇中全国性哀歌的结构 很明显的不一样 ─跟诗篇中全国性哀歌的结构，很明显的不 样
完整哀歌的结构，会有一段认罪的祷文，

诗七八 八十 以斯拉记诗七八、八十、以斯拉记…
约珥书 没有认罪的祷文，只有向上帝哀哭，不是那么典型

第一章 文体非常的生动，聆听先知的讲论，

必须从位子上站起来 参与祷告 呼求神的行列必须从位子上站起来，参与祷告、呼求神的行列…

1 标题 ─
命令

耶和华的话临到毗土珥的儿子约珥。
老年人哪 当听我的话2-3 命令 ─

4 描述 ─
5 命令

老年人哪，当听我的话
剪虫剩下的，蝗虫来吃

酒醉的人哪 要清醒哭泣5 命令 ─
6-7 描述 ─
9b 命令 ─

酒醉的人哪，要清醒哭泣
有一队蝗虫侵犯我的地

事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9b 命令 ─
9-10 描述 ─
11a 命令 ─

事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
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

农夫啊，你们要惭愧11a 命令
11b-12 描述 ─
13-14 命令 ─

农夫啊，你们要惭愧
庄稼都灭绝了…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

祭司当哀哭，招聚所有的人来到上帝面前哀哭命令
15-20 描述 ─

祭司当哀哭，招聚所有的人来到上帝面前哀哭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呼吁每一个群体要出来，来到上帝面前呼求他呼吁每 个群体要出来，来到上帝面前呼求他…
因为我们的困境只有上帝能够解决。

二1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

第二章 就开始转向，描述神的日子是如何的可怕，
耶和华的军队，跟第一章 蝗虫大军有类比性 ─耶和华的军队，跟第 章 蝗虫大军有类比性

 蝗虫大军的可怕，是带来大自然的损失

耶和华的军队来到，很像蝗虫，学者研究 ─耶和华的军队来到，很像蝗虫，学者研究

到底是指蝗虫、还是指末世性的军队？

让你从看得见的蝗虫要被警戒 ─
当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当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继续得罪神、悖逆的时候，

神要兴起一个末世性的大军神要兴起 个末世性的大军，

比蝗虫所带来的灾难更可怕。

继续讲述神的日子恐怖 真切第二章 继续讲述神的日子恐怖、真切。



二12-17 他开始呼吁要回转，先命令要归向神…
二12 13 你们应当禁食 哭泣 悲哀 心归向神二12-13a 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

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
二13b 描述为什么要归向神呢？二13b 描述为什么要归向神呢？

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这个经文出自五经 当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这个经文出自五经，当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

立约之后以色列人还曾经拜了金牛犊，

出卅四 当摩西以中保的角色出卅四 当摩西以中保的角色，

再次恢复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的时候，

上帝就宣告 耶和华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上帝就宣告 ─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所以你会看到这位立约的上帝…
面对这群立约的百姓悖逆、犯罪，神似乎等着要赦免。

有时候我们很坏心 ─ 如果谁得罪了我，
最好他遇见什么样的灾难 遇见什么不测最好他遇见什么样的灾难、遇见什么不测，

如果上帝把我的对头都给消灭了，

使我受痛苦的人他也受痛苦 就觉得大快人心使我受痛苦的人他也受痛苦，就觉得大快人心。

可是上帝不一样 ─ 当选民得罪上帝、惹神伤心，
 上帝好像必须要按照他的公义、所立的约、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需要施行刑罚；

上帝不是很高兴的来伸张正义 ─ 不是的
上帝是不得不罚、非常希望他不必罚，

他非常希望当选民听了

上帝要降罚的预言、先知的警戒，帝要降罚 言、先 警戒，

百姓能够悔改，他可以不降所说的灾

这是上帝的心意 他等着要收回他的怒气这是上帝的心意，他等着要收回他的怒气，
他等着要赦免 ─ 可以后悔，不要降灾。

我们用正典的方式来阅读先知的书卷…
约珥书 上帝守约施慈爱约珥书 ─ 上帝守约施慈爱，

 面对选民 不以有罪为无罪，从审判带来洁净

 上帝的治理当中 包含选民 更包含外邦 上帝的治理当中，包含选民、更包含外邦
阿摩司书 ─ 从外邦的审判，

至终是要警戒选民 预备迎见你的神至终是要警戒选民 ─预备迎见你的神
俄巴底亚书 ─ 是对外邦以东的审判
约拿书 ─ 逃跑的先知，觉得上帝应该要刑罚尼尼微…

 没有约珥书 一路读下来，好像觉得先知生气有理

 可是让我们明白 ─ 上帝有恩典、有慈爱…
这样特质的上帝不是只有对选民，他不偏待人

我们自己有没有对上帝很不满意的时候？
会要求上帝帮我、照我的意思、把那个人搞好，会要求上帝帮我、照我的意思、把那个人搞好，

到底谁是神？你是神、还是上帝是神？

约珥书当中让你看见 ─ 上帝是神，

大自然中他管理的包含蝗虫 蝗虫带来大自然中他管理的包含蝗虫，蝗虫带来

侵略、抢夺、灾害，不是上帝没有能力管理

上帝用这么大的灾难唤醒以色列人上帝用这么大的灾难唤醒以色列人 ─
好好回到立约的上帝面前

立约的上帝是一位什么神呢？
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这一句经文是一个立约的套语，

立约时宣告 ─耶和华的名就是这个意思

更能够回头明白西乃之约 上帝跟人立约那个意义 ─

 不然谁能够跟上帝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呢？

更能够回头明白西乃之约，上帝跟人立约那个意义
 明明是有罪的人，上帝跟他立约，我们不是自找苦吃吗？

在立约当中 上帝用恩典 怜悯 丰盛的慈爱，在立约当中，上帝用恩典、怜悯、丰盛的慈爱，
使每一个不配的人可以成为属神的人



在这个前提当中，百姓被命令了 ─ 在灾难、刑罚里寻求神；
会不会被打得更惨呢？寻求神的前提 神立约了会不会被打得更惨呢？寻求神的前提 ─ 神立约了，

神说 ─ 我是这样的神，是他呼吁百姓来寻求他
以致于每 个属神的人以致于每一个属神的人，

 生命中仍然有软弱、仍然被罪所胜

可是这位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可是这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我们可以诚实的来到他的跟前，

能够 的 式 解决我们罪的 题他能够用他的方式，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这个交织形的文体 ─ 命令说来呼求、描述困境，

命令说来呼求、描述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以致于人可以很放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的恩典、怜悯，足以成为生命中的供应

可以看到 ─ 人被上帝呼吁、邀请来到神面前，看 帝 请来 神 前，

后面就有上帝的回应，上帝就应允、回应他们

在大的框架结构、哀哭当中，
上帝用什么样的语句 修辞 邀请人来到神面前亲近他呢？上帝用什么样的语句、修辞，邀请人来到神面前亲近他呢？

耶和华发言，主词其实很不明显…

一6-7a 有一队蝗虫又强盛又无数，
侵犯我的地；牠毁坏我的葡萄树，

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

修辞里头只有提到我…修辞里头只有提到我…
耶和华神是主词，没有讲到耶和华如此说，

 上帝不是只有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才与我们同在 上帝不是只有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才与我们同在

在这场蝗虫之灾当中，好像上帝也是受害者

二1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这里是属于上帝的，这里是属于上帝的，
吹角呼喊，来到上帝的面前。

二12 耶和华说：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禁食 哭泣 悲哀 一心归向我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

这是上帝真正第一次很正式的说 ─ 耶和华如此说…
 仍然是命令说你们当归向我
 上帝不是藏在跟我们一起受的蝗虫之灾当中，

上帝很明确地说 ─ 我把末世性可怕的军队带来了，

你们要出来归向我

上帝最初的说话是很隐藏的，后来直接呼吁要来转向我，
二12-19 上帝不再是隐藏的、不再只是说话，上帝开始行动！帝 再是 藏 、 再 是 ， 帝开始行动

二18-20 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恤他的百姓。
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 充满上帝的行动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

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
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

充满上帝的行动

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
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

上帝展开行动了 ─
对于蝗虫之灾上帝的行动对于蝗虫之灾上帝的行动、

末世性的军队上帝要把他们赶出，

神要再次赐下过去蝗虫之灾所有的损失神要再次赐下过去蝗虫之灾所有的损失，

不再用这些灾难来刑罚审判他们，

相对上帝要把侵夺他们的敌 敌军赶走相对上帝要把侵夺他们的敌人、敌军赶走。

在修辞当中，上帝呼吁人要来寻求神的时候，
上帝也在其中 ─上帝一样跟人的遭灾当中，

神的地、神的荒凉，他都了解

上帝直接采取行动，对人的呼求是有回应的

我们可以用这样论述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用这样论述分析当中，
看到非常丰富的神跟人的互动
神跟人的关系 不是只有一个命令 一个动作而已神跟人的关系，不是只有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而已，

神邀请我们亲近他、寻求他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

容许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呼求你、寻求你，

谢谢你 其实是你先呼唤我们 透过环境谢谢你，其实是你先呼唤我们 ─ 透过环境，

你让我们听见，你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

照你所应许的 当我们回转到你的跟前照你所应许的 ─ 当我们回转到你的跟前，

叩门的，你就给我们开门。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先知的书卷，

 读到的不只是审判的字句

 更读到这位渴望人来寻求他的上帝，

今天也在对我们呼唤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帮助我们，听见你的话，也采取行动，回转归向你！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