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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課第十六課 耶和華日子的審判與拯救耶和華日子的審判與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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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雅書

1:1 當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約西亞在位的時候，

耶和華的話臨到希西家的玄孫，

亞瑪利雅的曾孫，基大利的孫子，古示的兒子西番雅。

在南國猶大曾經帶來宗教復興、帶領百姓歸向神

透露出上帝如何使用他，

在約西亞在位的時候，呼籲百姓轉向神。

西番雅的信息是以耶和華的日子為主題，

呼籲百姓 ─ 上帝的選民、四圍的鄰邦，

包含毀滅性的審判

也要帶來了潔淨，就是上帝的拯救

這個書卷當中，並不都是審判的災難，

其中交織著非常多帶來盼望、復興的應許。

西番雅的信息跟之前的約珥先知很類似 ─

描述耶和華的日子即將臨到，

神要嚴嚴的懲治拜偶像而敗壞的猶大人

審判也要臨到四圍暴虐的列邦，甚至萬族、萬物

也許我們基督徒的生涯中，總認為活在恩典之下，

不大習慣甚至習慣拒絕審判的信息…
我們所傳述神愛世人所帶來救贖的信息，

前提因為上帝要審判罪惡，

而在審判的當下，我們如何在審判裡得救、得勝呢？

在審判將臨的當下，人應當如何行呢？

是西番雅書所帶來的教導、訓勉以及盼望的信息 ─

面對審判 人唯一的指望就是悔改、尋求神！

審判之後，謙卑忠心的人能夠存立在神跟前，

重新得著神的眷祐、永享屬天的安樂

† 第一章 上帝要審判猶大

† 二至三7 上帝要審判列邦

† 三8-20 耶和華日子的拯救

在審判的背景之下，

我們才會明白什麼是拯救、為什麼人需要被神拯救。

第一大段落上帝審判猶大當中，

先描述毀滅性的審判，

出現非常多經文，描述上帝要除滅 ─

一2 耶和華說：我必從地上除滅萬類。

3 我必除滅人和牲畜，與空中的鳥、海裡的魚，

以及絆腳石和惡人；我必將人從地上剪除。

4a 我必伸手攻擊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

也必從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



因為人犯罪的緣故，地被污穢了、受了咒詛，

耶和華審判的日子臨到的時候，

神要除滅這一切 ─ 因罪而被玷污的萬族、萬民

主要原因是猶大 ─ 神的選民，上帝跟他們立約，

可是他們卻悖逆神、轉去不跟從神、

不尋求神，其實相當的可怕

神邀請我們要盡心、盡信、盡義、盡力的愛神 ─

這是邀請，其實也是命令！

人卻背向神，總以為已經屬於神、是神立約的選民了

在以色列歷史當中，立約的神如何被人拒絕，

而神多次多方的、藉著先知傳遞呼籲悔改的信息，

是否達到效果使百姓轉向神呢？

西番雅書讓我們看見 ─

百姓的拒絕，更是上帝必須審判的重要因素。

一7 你要在主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快到。

耶和華已經預備祭物，將他的客分別為聖。

一7-13 展現對各階層的審判…

當時選民在猶大、耶路撒冷，拜了許多偶像…
上帝的審判是用獻祭的禮儀，描述審判如何臨到 ─

有些祭物是祭司跟獻祭者共同享用的，

代表蒙悅納、關係的復合

以色列人悖逆他們的神，有獻祭，卻是獻給外邦神

以至耶和華神說 ─ 耶和華自己已經預備祭物，

祭物也就是祂的選民

分享祭肉、祭物的客，就是上帝召喚來，

要進行毀滅性審判的迦勒底人、外邦人

似乎上帝召來了外邦的君王，要將選民當做祭物似的分享出去，

前提 他們嚴重的得罪神、在敬拜外邦神祇當中惹神的憤怒。

一8 到了我耶和華獻祭的日子，

必懲罰首領和王子，並一切穿外邦衣服的。

到那日，我必懲罰一切跳過門檻、

將強暴和詭詐得來之物充滿主人房屋的。

這些修辭描述他們跟外邦人混雜 ─ 穿外邦人的衣服，

主要就是這些領袖，帶頭犯罪作孽當中，

有一件嚴肅的事情 ─ 跳過門檻…

撒上四耶和華的約櫃曾經被擄，

非利士人把約櫃放在大袞廟內，大袞的神像一再跌倒；

撒上五5 後來非利士人就不敢踩門檻、要跳過門檻，

這就是外邦風俗的由來

王下五以利沙治好亞蘭王元帥乃縵的大麻瘋…
他卻要求赦免 ─ 攙著主人經過臨門廟要跨過門檻，

他必須扶著亞蘭王的手，彎腰、屈身，請求上帝的原諒。

當外邦將軍乃縵對耶和華神有這樣的敬畏，

對比以色列上帝的選民呢？

跟外邦人一樣的風俗 ─ 跳過門檻

受外邦風俗影響是這麼的嚴重！

上帝說 ─ 我要懲罰、

要罰辦這一切得罪神的事情。

神的選民對神不敬虔的時候，

對人也不仁不義 ─ 以強暴待人、搶奪人的資財；

經文裡再三出現 ─

到那日、在那日、在耶和華的日子。

在歷史的進展當中，

上帝要介入人類的歷史、時間表，

祂要終止這一切得罪神、以強暴待人的事情。



許多先知都描述了那日子，讀懂先知書所提到的那日子，

就能夠更深的體會主耶穌的教導，

以及保羅書信當中常常提到的主的日子。

在耶和華神所建構的人類的歷史，

不是輪迴、不是漫無目標的往前行

上帝透過人類歷史來曉喻、啟示祂的心意跟作為

人類歷史是直線型的，是有一定的目的、方向，

是根據神的話語來建構的

先知文學常常出現耶和華的日子，

就是讓人明白 ─ 上帝是歷史的掌權者，

一切的惡、犯罪背逆，有它的終結，上帝仍然坐在寶座上。

似乎一時之間罪惡當道，

可是耶和華的日子必要進入人類歷史，

將一切的罪劃上句點 ─ 神在人類歷史當中掌權。

經文當中描述神要好像來了一個大清算…

一12a 那時，我必用燈巡查耶路撒冷；

我必懲罰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

先知用當代熟悉的方式，來講述神跟人之間的關係 ─

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好像是安逸的…
當時所有的釀酒都是用發酵形成的，沒有蒸餾的過程，

所有釀酒的穀物、葡萄，都是沉澱在下，

把酒從渣子上倒出來 ─

暗示當以色列人遭遇審判、擄掠，

是把在渣子上的酒倒出來 ─ 是一個煉淨的過程

這個修辭的筆法是有意義的 ─ 上帝必要降罰，

必要透過審判、刑罰，帶來潔淨的效果！

一14a 耶和華的大日臨近。

這個日子的審判，有一連串經文的描述…

一14a 耶和華的大日臨近，臨近而且甚快。

一15 那日是忿怒的日子，

是急難困苦的日子，是荒廢淒涼的日子，

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

描述那日子的緊迫性，提醒百姓要儆醒，

跟新約的教導非常有呼應性。

一18 當耶和華發怒的日子，他們的金銀不能救他們。

面對上帝的刑罰憤怒的審判當下，我們往那去逃呢？

先知用迫切的語法提醒百姓 ─

神的日子、耶和華的日子 臨到了，是審判、毀滅的日子。

雙指性 ─ 所造的偶像；

巧取豪奪所收聚的財富

第二章 開始呼籲人要悔改…

二1-3 不知羞恥的國民哪，你們應當聚集！

趁命令沒有發出，日子過去如風前的糠，

耶和華的烈怒未臨到你們，

他發怒的日子未到以先，你們應當聚集前來。

世上遵守耶和華典章的謙卑人哪，你們都當尋求耶和華！

當尋求公義謙卑，或者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可以隱藏起來。

審判的主要介入人類歷史，

先知呼籲百姓要出來呼求神、尋求神；

先知的呼籲、禱告當中，常常出現或者 ─

禱告、祈求，並不是勉強上帝去做祂不想做的事

乃是將主權交還在神的手中

上帝樂意為等候祂的人行事，也應允 ─ 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

可是審判的主權、行事的主權仍然在神。



二3b 或者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可以隱藏起來。

西番雅的意思就是隱藏

也就是耶和華神審判的日子，

可以經歷神成為我們的保護、拯救，

神要施行在審判當中的拯救與保護

呼籲悔改之後，神的擊打是面向外邦 ─

二4-15 周圍以色列人的鄰敵，

外邦人受審判是因為 他們的驕傲，

自誇自大、毀謗萬軍之耶和華的百姓

審判要臨到非利士人、摩押、亞捫、

南方的古實、北方的亞述

這些鄰國都是約西亞做王的時候，

帶給他們兵禍連連的敵國，也在上帝的審判之列。

三1-7 審判也轉向耶路撒冷 ─

他們不聽從命令、不領受訓誨、作惡、離開神，

以至神要審判，審判當中讓人認識 ─

耶和華是公義的、每早晨要顯明祂的公義。

三7a 我說：你只要敬畏我，領受訓誨。

神的審判必然臨到

信心的族類仍然是有盼望的

最後上帝的審判、煉淨帶來什麼樣的效果呢？

三9 那時，我必使萬民用清潔的言語，

好求告我耶和華的名，同心合意地事奉我。

不再是詭詐的言語、嘴唇親近神心卻遠離神

包含了選民、包含了萬邦，

也就是經歷審判的，都能夠被潔淨，

成為屬於神、親近神、求告神的一群人

三11-20 耶路撒冷必再次蒙恩…
神說：我必從你中間除掉矜誇驕傲之輩，

耶和華已經除去了你的刑罰、趕除你的仇敵仇敵，，

以色列的王 ─ 也就是耶和華在你中間…

三17a 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

耶和華神始終都樂意做祂子民的王，

以至於犯罪做孽的人，可以服了罪的刑罰，

而謝謝神透過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救贖，

使我們在審判的當中仍然有指望

每一個求告神、可以因信得生的人，

乃是信心的族類，即便在審判罪孽的時刻 ─

仍然可以有機會因求告神而得蒙救贖 謝謝你，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在西番雅的信息裡、真的知道 ─

人所承受不住罪孽的刑罰、審判，你一一代替、

親自背負我們的重擔、承擔我們的痛苦

你在十字架上經歷到被父神離棄，

都因我們眾人的罪都歸在你身上

主阿！讓我們從西番雅書認識 ─ 可以藏身在你的裡面，

† 刑罰過後，你所帶來的平安，使我們成為屬神的兒女

† 在你的公義當中，使我們更認識你的聖潔、榮美

† 你要恢復你所創造的時刻 ─ 屬地的、屬你的每一個人，

都能夠成為有清潔的言語，來求告耶和華的族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