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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卷当中蝗灾当前，引致选民被呼吁向上帝恳求，
所以有哀歌的文体的出现所以有哀歌的文体的出现 ─

当国家遇见患难，百姓会被呼吁起来向上帝哀求，

在诗篇当中也有相当多全国性的哀歌在诗篇当中也有相当多全国性的哀歌。

这位上帝是立约的神，生活当中种种事情都跟上帝有关

百姓在生命中遇见危急的时候 定会转向上帝百姓在生命中遇见危急的时候，一定会转向上帝，

没有第二条路、第二个选择

我们生命当中遇见一些困境…
如果没做坏事、无辜的，就会向上帝祷告祈求

可是往往是咎由自取，我会向上帝恳切的呼求吗？

有时属上帝的儿女会有 个迷思有时属上帝的儿女会有一个迷思 ─
觉得我做了对不起上帝的事情、我没有脸见他，

反而在最需要寻求神的时候 把自己卡住了反而在最需要寻求神的时候，把自己卡住了 ─
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没有来找他

约珥书 ─ 这位上帝在蝗灾的情境当中，
透过先知 呼吁百姓来寻求神透过先知、呼吁百姓来寻求神，

呼唤当中，百姓重新燃起了热情跟希望

虽然是我们做了对不起上帝的事情虽然是我们做了对不起上帝的事情，

可是上帝仍然是立约的神，等候每一位寻求他的人

上帝的爱 不是交换式、不是条件式的，

神的话会帮助我们更新里面的价值观 ─
 不是自以为是、好、够乖的时候，

才来寻找上帝

而是愈不配、愈需要上帝
约珥书短短三章，约珥书短短三章，

字里行间都跟我们非常的有关，

不然每一个犯罪、觉得自觉不配见神的人不然每 个犯罪、觉得自觉不配见神的人，

哪里找得到路来寻求上帝呢？

约珥书全卷书三章、只有七十三节，
其中二十七节被其他的先知书引用其中二十七节被其他的先知书引用…

上帝多次多方的借着先知
晓谕不同时代神的百姓的困境时刻晓谕不同时代神的百姓的困境时刻 ─

 先知不是讲自己的话、不需要去创新信息

根据上帝已经晓谕的西乃之约 大卫之约 根据上帝已经晓谕的西乃之约、大卫之约，

呼吁百姓 回到神的约的和谐稳定关系当中

先知书卷的信息是相通的，甚至有些语句文字上，

也是非常准确的雷同，这太厉害了…
 相隔这么久远的年代，当时印刷术不发达

先知 在上帝的灵感和默示当中，

用最准确的字句传递了上帝的心意

我们在读这些圣经书卷 研究它的背景我们在读这些圣经书卷、研究它的背景，

让我们更会看见上帝的奇妙作为。



约珥书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 ─
用蝗虫之灾讲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用蝗虫之灾讲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在旧约圣经常常出现，是相当复杂的现象…

先知书卷有的时候会强调 ─非常急迫的、马上就要到了，

二1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二1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

同样经文在 西番雅书 也有出现过同样经文在 西番雅书 也有出现过。

耶和华的日子的现象 ─ 全面性的大黑暗…
日头要变为黑暗二31a 日头要变为黑暗。

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阿摩司书，都提到黑暗

有一个特性 ─ 带来极大的破坏，用蝗虫之灾来描述，

约珥书第二章 有像蝗虫的一个军队，约珥书第二章 有像蝗虫的 个军队，
带来的破坏跟蝗虫一样的大、一样可怕

不论是外敌入侵的破坏、蝗虫所带来的天灾，
这个破坏会带来解释这个破坏会带来解释 ─

这是上帝发的命令，带来耶和华的日子。

二11 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
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 谁能当得起呢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

第一章 蝗虫之灾、第二章 兵祸连连，
关键点都是 ─ 这是耶和华的日子，

 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的百姓

是上帝发命令，好像上帝调兵遣将使灾难发生使灾难发生

灾难的损失不是重点，所带来的意义 ─
是出于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洁净、上帝的管教。

耶和华的日子 不在乎是福是祸 对我是利益或损失耶和华的日子，不在乎是福是祸、对我是利益或损失，

重点是 ─ 这是上帝的作为，让我们认识这是上帝的手。

范围 ─ 不是只有对立约的选民，是全地性的…

三2a 我要聚集万民，在那里施行审判。

在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 以西结书 都会提到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会提到

性质 ─ 是上帝的忿怒倾倒的日子，

另一方面，却也是上帝拯救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强调的是上帝的掌权，
 介入人类的历史，彰显在时间的座标当中

 不容许犯罪的任意悖逆偏离，

不容许所创造的世界被人类的恶行所污秽

上帝呼吁属他的人、包含外邦人，

 要明白上帝的掌权，参与、站在上帝的那一边

 而不是一味迷信 ─要上帝保护我、站在我这边

二32a 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前提是上帝的审判、忿怒，倾倒在人类历史当中，
打断人的任意妄为、人悖逆上帝许多的作为，

会看到神说 ─ 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他要使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要使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里面包含了复兴的应许，
约珥书也会读到 很多物质上的祝福约珥书也会读到 ─ 很多物质上的祝福，

2:25b 蝗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耶和华的日子 不是上帝去帮助谁、站在谁的那边，

是上帝的掌权、进入了人类的历史，是上帝的掌权、进入了人类的历史，

突破了人类在历史当中，造成了许多自己的困境。

保罗书信用另外一个语句 ─ 主的日子保罗书信用另外 个语句  主的日子，

表明上帝的主权是超越在时间之上，所以用日子来讲述。



约珥书虽然很短，更体会它的重要性 ─
好像耶和华的日子浓缩在里面 新约引用好像耶和华的日子浓缩在里面，新约引用…

 使徒行传第二章 彼得讲道引用圣灵浇灌的应许
 罗马书 保罗提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马太福音二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

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

描述末世性、灾难性的情境，

跟约珥书用类似的语句

 启示录第五个天使吹号的蝗灾，
蝗虫之灾变成一个记号 ─ 上帝的审判

 约珥书踹酒醡的比喻，描述上帝的审判，

也出现在启示录，描述上帝至终的审判出现在 ， 帝 终 审判

上帝的作为从来没有放弃对人类世界治理的主权，
而又不是把人类当作傀儡 样而又不是把人类当作傀儡一样 ─

 我们受造有上帝的形像、上帝的样式，

上帝要我们认识他 要我们选择顺服他上帝要我们认识他、要我们选择顺服他，

要我们自己作决定要来遵从他的话

可是所有受造物当中 只有谁会违背上帝的命令可是所有受造物当中，只有谁会违背上帝的命令？

就是人类 ─人不断地违背神的话、神的命令

在读先知书卷的时候让我们看见 ─
就是上帝治理、掌权，却愿意让人认识他，就是上帝治理、掌权，却愿意让人认识他，

要人从内在的深处，

因为认识他而选择顺服他因为认识他而选择顺服他
在所有受造物当中，

只有人类有这样的尊荣只有人类有这样的尊荣
神一直在历史当中，透过先知不断地晓谕。

蝗虫之灾到底有多可怕？
 天之内可以吃掉四万人 年的食物一天之内可以吃掉四万人一年的食物

从卵、到幼虫、到成虫的阶段 ─
二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二25a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蝻子、蚂蚱、剪虫。
灭蝗虫 还有虫卵在土里灭蝗虫、还有虫卵在土里…

就算二十一世纪用大量的杀虫剂，

蝗虫仍然在许多非洲国家，是非常严重的灾害

可以想象在主前第九世纪约珥的时代，
蝗虫之灾敲响他们的丧钟，先知就蒙召出来提醒说 ─

蝗虫灾难来了，其实是上帝提醒我们 ─
他不容许他不容许我们再冷漠的对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

没有回应、没有反应，没有回应、没有反应，
他不容许我们再冷漠以待。

我们用正典分析的方式来看这个书卷…

前一卷书是何西阿书 ─
讲究的是有盟约之爱的上帝，

用立约的爱来爱百姓，

百姓 却不懂得回应这样的爱

上帝是被拒绝的受伤的恋人、哭的是上帝

百姓是冷漠的，上帝是热情的、立了约的上帝，百 的， 热 了 ，

彷佛是深爱妻子的丈夫，却被妻子拒绝

约珥书 哭的是选民 被呼召出来哀哭约珥书 ─ 哭的是选民，被呼召出来哀哭，
 损伤太大了，是他们无法承担的

上帝让百姓在极大的灾难当中上帝让百姓在极大的灾难当中，

不容许他们再冷漠，

出来热 求神他们要出来热切的寻求神



下一卷的阿摩司书跟约珥书有一些呼应…

珥三16a 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
摩一2a 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

上帝的掌权，用一个描述的比喻方式 ─
 在百兽之王狮子的吼叫当中 让百姓记得上帝的掌权 在百兽之王狮子的吼叫当中，让百姓记得上帝的掌权
上帝没有立刻用刑罚来灭绝他们，

 上帝像一个吼叫的狮子 让他们听见神的声音 上帝像一个吼叫的狮子、让他们听见神的声音
 他们不容许再冷漠的对神的话、对神的作为，

没有反应 没有感觉没有反应、没有感觉

约珥书在前的何西阿书、后的阿摩司书引导，

必须让当代的百姓去回应神
求主帮助，让我们面对主话语的时候 ─

不再冷漠！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 每次面对你话语的时刻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每次面对你话语的时刻，

你的话使我们灵魂苏醒、作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热情 引我们里面的热情要被你引导，

引导在你的光中、在你的面前。

主啊！洁净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转向你的时刻是充满着热情，

不是行礼如仪的嘴唇亲近你、心却远离你；

让我们眼睛被你开启，看到你用亘古到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让我们眼睛被你开启，看到你用亘古到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在我们悖逆得罪你、不配你爱的时刻，

这个爱仍然是那么鲜活的在我们的跟前

阿们

这个爱仍然是那么鲜活的在我们的跟前，

帮助我们，热诚地活在你的跟前！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