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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犹大小先知书（珥/俄/弥/鸿/哈/番）–概论 

综论： 

称为‘小’先知书并非是说先知地位低，

书中内容次要，只是因为其篇幅较为短

小。因为他们同属先知书体裁，又有共同

的主题，所以在犹太传统上曾将 12卷书

列为一卷。但是由于每卷书都指明了作

者，顾现在的分卷列出更加容易理解。 

这 12位先知按照其服事的地区划分为南

国和北国先知。本课包括的是在南国犹大

作先知的 6 位：俄巴底亚、约珥、弥迦、

那鸿、哈巴谷、西番亚。先知时代又分为

被掳前，被掳时期和被掳后回归时期。他

们都是回归期之前的先知。这些区分是为

了方便研读，并非没有争议，因为有的小

先知书中没有提供历史背景资料，只是根

据文中信息来推测。 

1. 作者： 

因为这些书卷有一个共同特点，经文开头

就说明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谁、默示了谁，

所以基本上就以此认定‘XX’书作者就是

‘XX’。因为是南国先知，所以所写的内

容是针对南国犹大及其有关的方面。 

2. 写作特点共性： 

先知书的神谕“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

华说的。”如审判神谕（俄 15-16节），

救恩神谕（弥 1:1-4）列国神谕（番 2:4-

15）等等。先知本来就是神的代言人，这

样的‘神谕’特点顺理成章。 

3. 共同主题： 

有一些主题在小先知书中反复出现：比如

‘耶和华的日子’贯穿了 12小先知书。

这主题指出神干预行动的时刻、对象、方

式和主权。但是在各书中作者的侧重点不

尽相同。此外还有悔改的主题，被掳后回

归的主题，神的公义审判、慈爱怜悯拯救

交相呼应的主题，在各书中都有体现。 

约珥书 

1. 写作年代与背景： 

约珥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他所在年

代不详，但因没有提到被掳，顾不认为是

被掳时期人物。虽然有人提出他可能是被

掳之后的先知，但支持他是被掳前先知的

更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圣经把本书排

在何西阿、阿摩斯书之前。约珥具体所处

时代背景虽然不确定，但是他的信息是跨

时代的。 

2. 主旨要义： 

特别显明‘耶和华的日子’（书中提到 5

次）是审判的日子：神借蝗虫比喻破坏的

力量要惩罚犹大和耶路撒冷（2:1-11）；

是救赎的日子：神要拯救恢复祂的百姓—

恢复应许之地（2:18-27）；赐下圣灵世

人生命转变更新（2:28-32）；赐下祝福

（3:18-21）。 

 3.重点内容和思想 

3.1 先知书典型的警告+安慰笔法：第一

章的蝗虫是虫灾还是兵祸？也许兼有，但

明显是比喻入侵者军队。先知对要面临的

灾祸忧心如焚，谴责犹大民众背离神，强

烈呼吁他们悔改祷告，祈求神的拯救。约

珥说如此神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恤

他的百姓。”书中也充满了神复兴和祝福

的应许（2:21-27;3:16-20）。并提到回

归耶路撒冷的应许（3:1-2）。 

3.2 预言圣灵降下。“以後，我要将我

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

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

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

的仆人和使女。”（2:28-29）。这是旧

约有关圣灵的著名预言，在五旬节时应

验。路加在使徒行传记载彼得引用这段经

文作为圣灵降下的凭据（2: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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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救恩的宣言。“到那时候，凡求告

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2:32a）这是对

基督救恩的宣告，在主成就了救恩之后，

我们所有呼求主名，接受基督救恩的人也

必得救！ 

俄巴底亚书 

1. 写作年代与背景： 

只有一章 21 节，是圣经最短的书卷。俄

巴底亚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所处

的时代也难以确定，凭书中 10-14 节耶路

撒冷被攻击的描述，判定可能是巴比伦攻

城年间（586 BC）。 

2. 主旨要义： 

本书主题是宣告神的审判将临到以东，并

宣告神的主权和以色列的复兴。以东人是

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居住在死海东南

高地，易守难攻，以东人骄傲（3-4），

他们有财富、聪明人和勇士，也可能有盟

国支持它（1-9），所以他们素来与雅各

家不和，与以色列人作对（10-14）。在

手足弟兄以色列遭难之际，不但袖手旁

观，反而幸灾乐祸、趁火打劫。以东代表

的是背叛神的势力，在耶和华的日子，神

必审判以东以列国（15-16）。 

本书还应许神将复兴以色列：余民归回领

土和产业（17,19-20）；消灭以东(18), 

锡安山成为圣山（17），神的拯救者要作

王审判，国度终归耶和华（21）。 

 3.重点内容和思想 

本书也已耶和华的日子为主题（8,11-

14,15-21），神的审判、拯救、复兴等一

系列作为，都用神的日子一线相联；神掌

管列国的主权也在神的日子充分彰显。 

本书虽短，却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多行

不义必自毙。世上一切见死不救、落井下

石的不义之人，必受审判：“你的报应必

归在你的头上。”（15） 

弥迦书 

1. 写作年代与背景： 

弥迦的意思是‘有谁像耶和华？’正如他

在 7:18说“有何神像你？”凸显神的无

与伦比。他是约坦、亚哈斯和西希家作犹

大王时（750-687 BC）的先知(1:1)。与

何西阿、以赛亚处在相同年代。期间犹大

国势渐衰，亚述强敌犯境进攻以色列。先

是把北国作为附庸国，后在 722年攻入撒

玛利亚，北国至此灭亡。先知亲自目睹了

北国的沦陷。犹大虽暂时无虞，但覆巢之

下难有完卵，亚述的威胁亦如黑云压城。 

在社会方面，弥迦出于一个朝野腐败、道

德沦丧的年代。先知面临内忧外患，神感

动他做公义的出口，大声宣告神的旨意。 

2. 主旨要义 

审判是弥迦书最突出的主题。书中关于审

判的信息比比皆是，例如审判临近(1:2-

4)；撒玛利亚将被毁(1:6-7)；耶路撒冷

将成废墟(3:9-12)；除掉奸恶强暴说谎诡

诈之人(6:9-16)；列国也将受审判(1:2; 

4:13; 5:5-6,8-9,15)。 

 3.重点内容和思想 

3.1 谴责社会的不公污秽：弥迦毫不留

情地痛斥了犹大社会各阶层存在的不公义

和腐化。例如：君王、高位者受贿行恶

(7:3)；首领官长屈枉正直，贪财受贿

(3:1-2,9-11)；统治者对百姓残暴

(3:10)；奸商富人巧取豪夺(6:10-12)；

贫弱者饱受欺凌(2:1-2,8-9)；亲人朋友

都可能互相出卖、反目成仇(7:5-6)；等

等。揭露这些社会的黑暗面，需要勇气。

如今社会的黑暗更甚当年，需要神的子民

有先知守望情怀，直面黑暗，揭露黑暗。 

3.2 宣告复兴信息。虽然审判是弥迦书

的重点，但是书中有其他先知书共有的复

兴信息。审判后神要招聚余民归回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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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3; 4:6; 7:12)；复兴大卫国度

(5:2-5a)；锡安成为神作王、百姓安居之

地(4:7-8; 5:4)；以色列国度得重建、仇

敌被击败(4:10; 5:5-6,7-9; 7:11)；世

界和平、锡安将成为世界敬拜的中心，万

民来朝见神(4:1-4; 7:12)；神施行公义

审判又因恩慈怜悯赦免人的罪过，是无可

比拟的神(7:18-20)。如今我们看到以色

列复国、战胜仇敌已经成就，基督救恩也

已经成就。神的旨意终将完全成就! 

3.3 弥赛亚预言：一共有 4处，最明确

的是弥赛亚降生地点“伯利恒、以法他

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

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

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5:2）。外还有弥赛亚的工作（2:12-

13）；弥赛亚的得胜（5:3-9）；弥赛亚

的国度（4:1-5）。 

3.4 金句赏析：6:8 是耳熟能详、普遍喜

爱的金句，建议记在心中：“世人哪，耶

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

麽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

心，与你的神同行。”如同犹大人故作不

知上帝喜悦什么、恨恶什么，今天的人也

是装糊涂，假装不知什么是对错。但是神

实在是已经把祂的心意说明，早已指示世

人何为善。那就是坚持神所界定的公义，

秉承神亲自显明、并丰富赐下的恩慈怜

悯，在神的面前存谦卑敬虔的心，追求

神、与神建立亲密关系，与神同行。 

那鸿书 

1. 写作年代与背景： 

那鸿是安慰的意思。书中没有交代他事奉

的年代，但根据他预告尼尼微城的毁灭，

及字句间可见亚述的强势，学者推论他是

663-627BC 年间的人。他经历玛拿西、亚

们、约西亚做犹大王。前两个背叛神、拜

偶像，使国民陷入罪恶深渊；约西亚登基

后积极推行改革，除偶像、修圣殿，并在

殿中发现律法书。 

2. 主旨要义 

虽然面临残暴的亚述帝国的威胁，那鸿强

调神的主权和公义。神必严惩那施行强暴

的国家，为深受凌辱的弱小民族伸张正

义。神要借着那鸿书的信息，安慰深陷亚

述欺压折磨的犹大。 

 3.重点内容和思想 

3.1 神向尼尼微发烈怒： 

尼尼微是亚述王国首都（704-681）。亚

述 612BC亡于玛代和巴比伦联军。强势期

间以能征善战、凶狠残暴闻名，是以色列

人死敌。722BC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帝

国消灭。之后亚述一直是南国的心头大

患。犹太人长期生活在强敌进犯的阴影

中。那鸿书指出：神有极大权能，惩恶扬

善，必定审判不可一世的尼尼微，将他们

灭绝净尽。 

3.2 安慰神的子民。那鸿向犹太人清楚地

宣告神的拯救应许: “现在我必从你颈项

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犹大

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

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

净尽了”（1:12-15）。对于饱经忧患的

犹太人，神的宣告带来极大的安慰。 

3.3 优美的诗作。那鸿书是先知书中上

乘的诗歌作品。 

哈巴谷书 

1. 写作年代与背景： 

书中没有哈巴谷个人的资料，只是说明他

是传讲神默示的先知（1:1）。他书中提

到圣殿服事（2:20），并且是针对加勒底

（巴比伦）人，故此推断他的服事年间是

612-605BC,应与耶利米、西番亚同期，在

约西亚晚期到约亚敬（640-598BC）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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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旨要义 

哈巴谷在思辨一个困扰他，也困扰无数人

的普世难题：公义的神为何容许不公义的

事情发生而不加干预呢？先知向神投诉，

对犹大的罪恶神置若罔闻（1:2-4）；却

兴起加勒底人惩罚犹大人（1:12-17）。

神亲自回答他，祂必向加勒底人施行报应

（2:2-5）借着五次祸哉/有祸了的语气，

宣告巴比伦的结局（2:5-20）。 

 3.重点内容和思想 

3.1 与人对话的神：哈巴谷呼求，神回

应，这样的对话方式显明神的信实。哈巴

谷也从开始的抱怨投诉，到后面的呼求复

兴，再到最后的信心宣言，经历了神同

在、神激励的过程。 

3.2 呼求复兴：“耶和华啊，我听见你

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

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3:2）用

敬畏的心，呼求神在我们自己年代的复

兴，恳求神施行公义审判是以怜悯为念，

是哈巴谷为我们做出的宝贵示范。 

3.3 信心宣言：经磨历劫的哈巴谷从神

的话语中得到莫大的安慰与信心。所以他

在本书的结尾发出了超越环境的巨大信心

的千古绝唱：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

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

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

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

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3:17-19） 

西番亚书 

1. 写作年代与背景： 

西番亚（耶和华保护）是约西亚作王时的

先知。他本人是王室后裔（1:1）。约西

亚作王时的历史背景前面有所介绍。 

2. 主旨要义 

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1:7,8,14)。书

中提到“耶和华的大日”(1:14)；“耶和

华发怒的日子”(1:18,2:2-3)；“忿怒的

日子”,“急难困苦的日子”, “荒废凄

凉的日子”, “黑暗的日子” (1:15) ；

“吹角呐喊的日子”(1:16)；“那时”

(1:12, 3:9,19-20)，等等。耶和华的日

子临到时，就是审判遍及全地。祂的审判

要临到犹大(1:4-8)及列国(2:4-15)。 

 3.重点内容和思想 

3.1 公义审判与存留慈爱：从 1:1-3:8

主要讲审判：在‘耶和华的日子’，无论

是犹大还是列国，他们遭受神的审判都是

罪有应得。3:9-20是拯救的信息。神借

着先知宣告，审判过后，祂将存留一小部

分‘余民’，向他们施行慈爱的拯救

(2:7-9, 3:9-10)。 

3.2 万国的神：到那日神的审判要临到

列国，彰显神对全地的权柄:“因为我已

定意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

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忿怒如

火，必烧灭全地。”(3:8)；同样，列国

也会聚集一起敬拜耶和华“我必使万民用

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

意的事奉我。”(9)因为祂是万国的神。 

各书关系：1）弥、鸿、哈三书都记载了

神的显现：弥 1:2-4,鸿 1:2-8,哈 3:3-

15，都彰显神无比的大能和审判的威严； 

2）鸿、哈、番三书关系密切。那鸿的焦

点是尼尼微（亚述），哈巴谷则注重巴比

伦对犹大的威胁，西番亚在他们的基础上

呼吁犹大悔改，否则要受到神的惩罚。 

讨论题： 

 南国先知们有什么共同的看见？ 

 神为什么要审判列邦？ 

 找出各书中的救赎信息，谈谈体会。 

 背诵各书卷的圣经金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