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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小先知書 第三堂、約珥書 

一、著者和時地： 

珥 1:1 耶和華的話臨到毘土珥的兒子約珥。 

關於先知約珥的生平除了本書一章一節以外，聖經中沒有其他的記載，從其書中只知他是南

國先知，在十二位小先知中是最早的一位或是早期中的一位，原因是被其他的先知所引用。

例如：先知阿摩司在他預言的開頭和結尾，都引用了約珥書。阿摩司書一章 2 節：「他說：

耶和華必從錫安吼叫，從耶路撒冷發聲」。這是引用約珥書三章 16 節的話。在阿摩司九章

13 節，他說：「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那是從約珥書三章 18 節所引出來的。

約珥作先知約在主前八七○年到八六五年的期間，是在耶路撒冷說預言，講到猶大國的結局。

因他的預言部分在五旬節日聖靈降臨時應驗(徒 2:16-21)，故他被稱為「五旬節先知」。 

「約珥」的字源，「約」是耶和華，「珥」是神，

名字的意義是「耶和華是神」，或「主是神」。約

珥和先知以利亞之間有極為相似之處。約珥的意思

是「耶和華是神」，而那就是先知以利亞的工作。

在列王紀上十八章，以利亞向以色列北國的百姓挑

戰，他說：「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若耶和華

是神就當順從耶和華」（21 節）。然後你記得在

迦密山上所獻的祭，而那個結局是百姓們「俯伏在

地說：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39 節）以

利亞借著行動維持了耶和華的主權；而約珥借著話

語借著預言維持了耶和華的主權。以利亞在以色列

的北國說預言；而約珥在南國猶大說預言。 

先知約珥是一個禱告的人：1.為民受災甚重而禱告。2.為彌賽亞降臨而禱告。 

先知約珥對神的認識： 

1.公義的一面：「耶和華在他軍旅前發聲，他的隊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強盛者；因為耶  

和華的日子大而可畏，誰能當得起呢？」(二 11) 

2.慈愛的一面：「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因為他有恩典、有

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二 13) 

 

二、體裁： 

本書是一種詩體文，有的地方具有音律和節奏；也有的地方具有各式的並行句。本書的文字

非常精美、文雅、通順、流利，描寫也極生動，使人如身其歷境，乃文學中的上品。許多讀

聖經的學者都承認它有彌迦書的力量，耶利米書的細嫩，那鴻書的生動，以賽亞書的精美。 

 

三、本書地位： 

(一) 在烏西亞王和耶羅波安二世的時期中，昌盛的先知群似乎都以約珥作他們的楷模。特別

是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這件事情上（就是主的那日子），以及必須如何藉著悔改才能避免受

審判。他們的這一切預言和警戒的話，似乎都從約珥那裡學習而得。 

(二) 本書在新約中最明顯被引用過兩次：  

 (1) 徒 2:16 – 21：聖靈降臨後，彼得站起來對猶太人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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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

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 (珥 2:28–32)   

(2) 羅 10:13 ：「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珥 2:32) 

 

四、寫作背景： 

(1)政治上：約珥蒙召時處在亞他利雅篡位，約阿施王被耶何耶大藏在聖殿。亞他利雅(以色

列國王亞哈與王后耶洗別之女，猶太國王約蘭之妻)將北國拜巴力和亞舍拉之風傳入南國，

那是偶像林立（王下 11：18），強權奪理，罪惡昭彰的時代，神忿怒的審判已在眉前，故

本書的信息充滿極嚴厲審判性的語調。 

(2)大自然上：發生了極大的蝗災與旱災  

 

五．本書主題──「耶和華的日子」  

在神家混亂、危急景況下，無論是領袖們或全國百姓都仍不知道悔改歸向 神，甚至陷入麻

木、得過且過的光景中，所以先知奉命說預言、傳信息，藉著己發生過的蝗災和旱災來呼籲

背道的百姓及首領們，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先儘早悔改，真心歸向 神，以重蒙恩福。 

(1)神的審判即將臨到。 

(2)神的子民及早悔改，回頭，一心歸神。 

(3)神對悔改者的有恩典和慈愛。 

 

六、鑰字和鑰節 

(一) 鑰字：「耶和華的日子」一共五次(1：5；2：1；2：11；2：31；3：14) 

「耶和華的日子」(The Day Of Jehovah) 不只是本書的鑰詞，也是本書的重點，它不但指當

世代確實發生的蝗災(2:25)，也指不久之後百姓被擄的局部應驗，它也更指著將來在大災難

期間全面的應驗。正如本書關於聖靈降臨的預言也是先會在五旬節有局部的應驗和在末時才

會有全面的應驗。「耶和華的日子」：  

(1) 是個「大而可畏」的日子，是惡人面對 神的審判的日子  

(2) 但對義人，對悔改、歸向神的子民卻也是個蒙福的大日子且是仇敵遭報的日子  

(3) 這日子「將到」(2:1)，這日子「必到」(1:15)，這日子也「大而可畏」(2:11)。 

(4) 在這日子中顯出‘耶和華是神’，正是約珥的名字所見證的 

 

(二) 鑰節： 

珥 2:1 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聖山吹出大聲‧國中的居民、都要發顫‧因為耶和華的日

子將到、已經臨近。 

珥 2:12 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我。13 你們要撕裂心

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 神‧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

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 

珥 2:27 你們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間、又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在我以外並無別

神‧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至羞愧。 

珥 2:32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耶路撒冷

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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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段 

本書根據分章，可以分作三大段：蝗災、耶和華的日子、以色列的蒙福。 

第一段 警告災禍之來臨（一章） 

(一)宣告蝗災將臨。（2～7） 

珥 1:3 你們要將這事傳與子、子傳與孫、孫傳與後代。4 剪蟲剩下的、蝗蟲來喫‧蝗蟲剩

下的、蝻子來喫‧蝻子剩下的、螞蚱來喫。 

珥 1:6 有一隊蝗蟲〔原文作民〕又強盛、又無數、侵犯我的地‧牠的牙齒如獅子的牙齒、

大牙如母獅的大牙。7 牠毀壞我的葡萄樹、剝了我無花果樹的皮、剝盡而丟棄、使

枝條露白。 

本書中的蝗災是最厲害的一種，因為在蝗蟲之外，還有剪蟲、蝻子、螞蚱，這三種蟲都是蝗

蟲各期的幼蟲，它們的危害性和破壞性不亞於蝗蟲。本書中的蝗災，一面豫示神要使一個空

前的蝗災臨到猶大地，一面豫示無數外邦的侵略者將要像蝗蟲一般成群結隊而來。還有一面

是指在末後耶和華的日子中，列國聚集攻打耶路撒冷的哈米吉多頓戰爭而言。 

(二)憂傷痛悔的呼召。（5～14） 

珥 1:2 老年人哪、當聽我的話‧珥 1:5 酒醉的人哪、要清醒哭泣‧ 

珥 1:8 我的民哪、你當哀號、像處女腰束麻布、為幼年的丈夫哀號。 

珥 1:11 農夫阿、你們要慚愧、修理葡萄園的阿、你們要哀號、因為大麥小麥、與田間的莊

稼、都滅絕了。 

珥 1:13 祭司阿、你們當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壇的阿、你們要哀號‧事奉我 神的阿、你

們要來披上麻布過夜‧因為素祭、和奠祭、從你們 神的殿中斷絕了。14 你們要分

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嚴肅會、招聚長老、和國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華你們 神的

殿、向耶和華哀求。 

復興必須以憂傷痛悔作開始，老年人、酒醉的人、神的民、農夫、祭司、長老、和國中的一

切居民都要在神面前悔改。 

(三)可怕的災況。（15～18） 

珥 1:15 哀哉、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來到。 

 (四)先知約珥的禱告。（19～20。） 

珥 1:19 耶和華阿、我向你求告‧因為火燒滅曠野的草場、火燄燒盡田野的樹木‧20 田野的

走獸向你發喘‧因為溪水乾涸、火也燒滅曠野的草場。 

 

第二段 描述耶和華的日子之來臨（二 1~27） 

(一)蝗災與耶和華的日子（二 l~11） 

珥 2:1 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聖山吹出大聲‧國中的居民、都要發顫‧因為耶和華的日

子將到、已經臨近。 

(二)指示逃避災禍的途徑-悔改歸向神（二 12~17） 

珥 2:12 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我。13 你們要撕裂心

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 神‧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

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14 或者他轉意後悔、留下餘福、就是留下

獻給耶和華你們 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 

(1) 悔改要及時－耶和華的日子將到、已經臨近 

(2) 悔改要認真、誠心 －要撕裂心腸，不要只撕裂衣服歸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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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悔改要澈底－從上到下，從老到少都要悔改  

(4) 悔改要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 

(三)神的應許-神對悔改的百姓之答覆（二 18~27） 

珥 2:23 錫安的民哪、你們要快樂、為耶和華你們的 神歡喜‧因他賜給你們合宜的秋雨、

為你們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樣。 

珥 2:25 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蝗蟲、蝻子、螞蚱、剪蟲、那些年所喫的、我要

補還你們。或譯作「所吃去的那些年，我要補還你們。（希伯來文的意思）」 

在神所給我們的一切恩典中，樣樣都是愈來愈多的，惟有光陰是愈來愈減少的。未認識主之

前的時光，都是被虛耗的時光。憑自己的意思生活的日子，也是浪費掉的日子。在詩篇裡，

摩西向神有一個禱告，就是：[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

心。」（詩九十 12）我們承認在已過年日中，被蝗蟲、螞蚱所吞噬、所毀壞、荒廢的年日甚

多。我們在追求屬靈的事上，應較追求今世之事----學問、金錢、名譽、或其他屬物質利益，

更為積極。好使我們失去的年日得以補還，一日抵千日！ 
 

第三段 預言美好結局之來臨（二 28至三 21） 

(一)聖靈的澆灌（二 28~32） 

珥 2: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豫言‧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

夢‧少年人要見異象‧29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珥 2:30 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31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

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這個預言在五旬節的時候應驗了。彼得一站起來對猶太人作見證，就提起約珥的豫言。於是

他引證了本書全段關於聖靈的豫言(徒二 16-21) ，並說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徒二 38-39)。自五旬節開始至主的第二次降臨，聖靈

一直持續的澆灌在他的百姓身上。在這個時期，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憑約珥書來看，在

大災難的時候，聖靈更要在那時大大降臨，作空前的工作。 

(二)選民的歸回與列國之報應（三 1~8） 

珥 3:1 到那日、我使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2 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到

約沙法谷‧在那裏施行審判、因為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

列國中‧又分取我的地土‧ 

(三)約沙法谷的審判（三 9~17上） 

珥 3:16 耶和華必從錫安吼叫、從耶路撒冷發聲‧天地就震動‧耶和華卻要作他百姓的避難

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17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四)耶路撒冷的復興（三 17下至 21） 

珥 3:17 那時、耶路撒冷必成為聖、外邦人不再從其中經過。18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

山要流奶子、猶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從耶和華的殿中流出來、滋潤什亭谷。 

百姓從前曾在「什亭谷」被巴藺誘惑去拜偶像、行淫亂，大大得罪 神，正如今日百姓們墮

落的光景一樣。但是，因著 神的恩典和救恩，祂應許要將這曾受辱、受罰之地變為活水湧

流之地，洗去百姓一切的污穢與羞恥，成為活水滋潤、生命豐盛之地。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chen/minor/joel.htm#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