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珥書
簡介
“約珥可能是第一位稱為先知作家的先知，所以這卷書給先知
書歷史提供了珍貴的洞見，尤其是指出世界終局的架構，後來
所有的書卷都精確地按這架構來談論末世的事。神借着約珥的
寫作展開新的工作，為人類預備好面對短暫世代的終局，說出
祂整個計劃的大綱。後世的先知，甚至包括我們的主耶穌，只
是從這大綱加以擴展，而配合聖經的神性本質，他們從來不覺
得有需要偏離這最初的啟示。” ∼米爾斯

出產盡毀。這天災現象生動地描述將要入侵
壹．在正典中的獨特地位
L
i v約珥書的預言雖然很短，但仍不失其優
的軍隊，以及耶和華的日子的可怕。
ing
這先知書第三個引人注意的特征，是有
美和趣味。先知用上許多文學修辭技巧，造
St
關神的靈澆灌在所有人身上的預告（二28∼
on
成活潑生動的風格，如押頭韻法、比喻、類
eP
32），以及隨後發生的奇事。由於彼得曾在
比，還有同義和反義的平衡句式（參看詩篇
u
他的講道中引用這段經文（徒二），所以約
的簡介，看有關平衡句式的詳細討論）。史
bli
s
廓治這樣讚美約珥書的文學影響：
h e 珥也稱為“五旬節的先知”。
rs
它的風格優雅，表達清晰，感情豐
Ltd
貳．作者
富，該在希伯來文學中佔崇高地位。
.活
書中介紹約珥是毗土珥的兒子。除了這
約珥書最不尋常的特征是蝗蟲災禍的
石出
描述（第一章）。它們真的是指蝗蟲，還是 點外，我們對他的生平所知甚少。他的名字
版有
只象征入侵的軍隊呢？可能兩者都對。在先 解作耶和華是神。他被稱為舊約中的施洗約
限公
知生平中的某個時間（年分和日期都備受爭 翰。
司
議），曾有普遍性的蝗禍侵入猶大，令全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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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寫作日期

19），而不是她後期的敵人如亞蘭人、
亞述人和巴比倫人。

約珥書中沒有提及任何君王的名
字，在他簡短的預言中也甚少有關年

肆．背景與主題

分的暗示，所以我們難於將此書放在
適當的年代範圍內。寫作日期的說法由

如果我們接納寫作日期是較早的說
法，那麼約珥便在約阿施至亞哈斯執政

主前十世紀至主前五世紀都有。約珥書
在“十二書卷”（即猶太人對小先知書

期間向猶大國講話。這是說他是最早的
一位先知作家。

的稱謂）中的位置，顯示猶太傳統認為
約珥書是一卷較早期的書卷。它的文章

本書的鑰句是“耶和華的日子”，
共出現五次之多（一15；二1,11,31；三
14）。

風格也象較早的古典時期，而不象哈該
書、撒迦利亞書和瑪拉基書的被擄歸回
時期。書中沒有提及君王的名字，可
能因為寫作時正值大祭司耶何耶大攝

本書在二章18節有明顯的分段或轉
接。在那節前，約珥一直講述將要臨到
猶大的荒涼景象。從這節後，神訴說祂

政（在約阿施年幼時，其後他在主前
八三五至七九六年正式執政）。此外，

將帶給這國的拯救。

書中形容猶大的敵人有腓尼基人、非
利士人（三4）、埃及人和以東人（三

大綱
壹．蝗災的描述（一）
一．史無前例的嚴重性（一1∼4）
二．蝗災給以下的人帶來影響：
1. 醉酒的人（一5∼7）
2. 祭司（一8∼10,13∼16）
Liv
3. 農夫（一11,12,17,18）
ing
S t 4. 先知約珥（一19,20）
on
1∼11）
貳．敵人入侵的描述（二
eP
叁．神呼籲猶大悔改（二
u b 12∼14）
l i s∼17）
肆．禁食的宣告（二15
h
伍．神所應許的拯救（二18e∼三
r s 21）

一．物質的豐盛（二18,19,21L
∼t27
d）.
活石
二．敵人的滅亡（二20）
出版
三．神的靈澆灌下來（二28,29）
有限
四．基督第二次降臨前的征兆（二30∼32）
五．外邦列國的審判（三1∼16上）
公司
六．猶太人的復興和將來的祝福（三16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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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壹．蝗災的描述（一）

二1∼3

號角吹出大聲，呼召百姓去打

仗，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已經臨近。即時

一．史無前例的嚴重性（一1∼4）

發生的事件是巴比倫人的擄掠，但完全的應

毗土珥的兒子約珥在這裏以蝗災來作比

驗仍是將來的事。入侵者來到前，猶大地就

喻，描述從北方來的軍隊快要入侵猶大。這

象伊甸園般美，但被侵略後卻成了荒涼的曠

預言在巴比倫的入侵時部分應驗了，但將來

野。

的入侵者是北方的王（亞述）。

二4∼11

蝗災的嚴重性之大，是老年人都記不

文中將蝗蟲比喻作奔跑的馬

起從前曾否有這樣的事。災禍以四個階段出

兵，又象戰士爬城，隊伍整齊，又象盜賊闖

現，就是蝗蟲的四個成長階段：剪蟲、蝗

進各處，他們的數目多不勝數，令天空都變

2

蟲、蝻子和螞蚱。 這可能意指要管治神子民

得黑暗。文中的預言可謂先知書中最形象

的四個帝國：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和羅

化、最詩歌化的描述。

馬。

這些令人難以忍受的侵略完全由耶和華
指揮，祂的隊伍甚為強大。

二．蝗災給以下的人帶來影響：
（1）酒醉的人（一5∼7）

叁．神呼籲猶大悔改（二12∼
14）

（2）祭司（一8∼10,13∼16）
（3）農夫（一11,12,17,18）

即使到這地步，耶和華仍呼籲百姓悔

（4）先知約珥（一19,20）

改。他們這時回轉歸向祂還未算遲。但他們

先知呼籲全國上下，由酒醉的人至農夫

的回轉不能只有外在的儀式。他們必須禁

（11,12,17,18節），以及祭司（8∼10節,13

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神。

∼16節）都要悔改、禁食和禱告。

蝗蟲把田野的莊稼剝盡，以致人們無法
L
i
肆．禁食的宣告（二15∼17）
供獻和獻祭給耶和華（8∼10節）。
vin
g
先知看這日就象耶和華的日子，象毀
不同階層的百姓都要聚集開嚴肅會，分
St
滅從全能者來到一樣（15節）。這說法指神
定禁食的日子。將來有一天，祭司要在嚴肅
on
eP
的認罪會中向耶和華哭號。
隨時前來審判，降伏邪惡和暴亂，並且榮耀
u
地得勝。將來，耶和華的日子包括大災難時
bli
期、主再來、基督千禧年的國度和烈火毀滅
s h 伍．神所應許的拯救（二18∼三
ers
諸天大地。
L t d21）
先知為百姓向耶和華懇求施憐憫，因為
.活
大火已燒滅⋯⋯草場和樹木。甚至田野的走 一．物質的豐盛（二18,19,21∼27）
石出
獸也向神發喘，因為溪水也燒干了。
這樣，耶和華就為自己的地發熱心，憐
恤他的百姓。祂將賜他們五穀、新酒和油，
版有
使他們飽足，不再使他們受列國的羞辱。土
限公
貳．敵人入侵的描述（二1∼
地再次變得肥沃多產，充足的雨水帶來酒榨
司
11）
與油榨滿溢，禾場必滿了麥子。百姓將要復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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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永遠不再被羞辱。多年來被成群蝗蟲喫
掉的，將得到補償（二25）。

家都要接受審判的教訓，認為這已是過
時的觀念。但神的子民卻要在每個世
代都堅守信念，確信在“耶和華的日
子”，全地都要受到審判。這是我們的
4
信念，這信念建基於聖經的磐石上。

二．敵人的滅亡（二20）
在約珥書余下的部分，耶和華宣告祂
將為猶大所做的事。祂將從東海（死海）至
西海（地中海）把北方來的軍隊（亞述）毀
滅。

六．猶太人的復興和將來的祝福（三
16下∼21）
但耶和華將要祝福祂的百姓，從侵略者
中拯救他們的性命，賜他們豐富的供應。以

三．神的靈澆灌下來（二28,29）

色列地將變得農穫豐收，廣被雨水滋潤：大
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猶大溪河都有

神將在那天把祂的靈澆灌在凡有血氣的
人身上。年幼的要說預言，見異象，而老年
人要作異夢。這些較後的預言，部分已應驗
在使徒行傳二章16至21節中，但五旬節卻未
使預言全數實現。這些預言要到基督的一千
年國度開始時才得到完全的實現。

水流。埃及和以東將變為悽涼的曠野，⋯⋯
但猶大將永遠有民居住。同時，神未曾報復
流血的罪，現在要報復。
本書以一句使人安心的話結束全文，並
指出原因說：因為耶和華住在錫安。

四．基督第二次降臨前的征兆（二
30∼32）

評註

在聖靈的澆灌之前，天上地下將要發
生奇事。其中一些預兆是：血、火、煙柱、
日頭變得黑暗，月亮變為血。所有回轉歸向
耶穌、認祂為彌賽亞和求告祂名的人將會得
救，與祂進入千禧年。

1

（簡介）史廓治（W. Graha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Vol. I，頁155。
2

（一1∼4）英王欽定本（KJV）的“毛
蟲（palmerworm）、蝗蟲（locust）、尺蠖
（cankerworm）、蝴蝶幼蟲（caterpillar）”
是四種不同品種的昆蟲，這解釋不象原文的

Liv

in
五．外邦列國的審判（三1∼16上）

意思。
gS
（三1∼8）在希伯來文聖經中，第二
三1∼8 神將要使外邦列國聚集在約沙
ton
法谷，審判他們對猶太人的暴行。推羅、西 章28至32節形成第三章，而我們的第三章變
eP
成第四章。
頓和非利士將要因迫害神的百姓，使他們為
ub
（三9∼16上）史蒂文森（Herbert F.
奴而得報應。這些城邑的人將被賣為奴──
lis
Stevenson）,
Three Prophetic Voices, Studies in
he
他們實在罪有應得。
r s Joel, Amos and Hosea，頁40。
三9∼16上 列國要“預備打仗”，因
Ltd
為耶和華將要在斷定谷中與他們打仗。在約
.活
沙法谷中，耶和華將坐在那裏，審判四圍的
石出
列國。擁有王權的神現正試煉所有人和國
版有
家，雖然這種觀念對現今世俗的思想家來
限公
說，也許是落伍的。史蒂文森評論說：
司
人們已忘記聖經中有關將來個人和國
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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