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巴谷可以说是在先知当中的约伯，

小先知书
哈巴谷书

第十五课…
第十五课
…

因信得生称颂神

暂停

请按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

前后换片 暂停
前后换片、暂停

一1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

从十二卷先知正典的位置、内文迦勒底人的问题，
先知哈巴谷的时代是不公不义的约雅敬王、
先知哈巴谷的时代是不公不义的约雅敬王
外在的巴比伦 ─ 也就是迦勒底人的凶残攻击，
哈巴谷书在这个背景当中 向神有一段对话
哈巴谷书在这个背景当中，向神有
段对话、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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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是一位受苦的神的仆人，探讨为什么义人会受苦
约伯是
位受苦的神的仆人 探讨为什么义人会受苦
 哈巴谷书也面对这样的困惑 ─不是个人性，
而是国家所面对的挑战 他向神质问
而是国家所面对的挑战，他向神质问


三19b这歌交与伶长，用丝弦的乐器。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他可能是歌唱的利未人，带领百姓一起来敬拜，
当时犹大国已经走进了末时 面临审判灭亡
当时犹大国已经走进了末时、面临审判灭亡，
哈巴谷在利未人当中，向神唱起了哀歌。

开始播放

这一段经文有不同的段落、文体 ─
 一2 -二3 一段对话，他问、上帝回答
段对话 他问 上帝回答
 二4-20 一连串对恶人 ─ 巴比伦人的指控
 第三章 一篇优美的诗歌
篇优美的诗歌
作者文笔优美，
 处处显示出对本国百姓的爱护和关切
 对上帝的质疑，是想要维护上帝的圣洁跟公义
短短的三章经文当中，
关注的不只是当代百姓的情境，
更关注上帝如何被人来认识。
在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浑沌的世代中，
哈巴谷唱出信心的凯歌 ─
让人一窥属天的亮光，神如何成为我们的真光。

一2

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

很像诗篇当中很多全国性的哀歌 ─
诗人面对国家的困境，很多无奈跟怀疑，会问神为什么？
3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
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
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会非常大胆的
个有信心的人 他会非常大胆的
去怀疑信仰跟现实之间的差异，
而且他还告诉上帝说…
而且他还告诉上帝说
4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

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
先知有 分焦急…，上帝，你不可以看着不理！
先知有一分焦急
上帝 你不可以看着不理！
在很多的问句当中，先知唱出了他的焦急、无奈。

面对先知的质问，上帝有没有回答呢？有的…
一5

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
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我必兴起迦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

环顾所处的世界、面对上帝的作为，
我们不明白 有疑问的时候 只是敢怒不敢言；
我们不明白、有疑问的时候，只是敢怒不敢言；
先知哈巴谷敢怒又敢言，似乎跟上帝有一个不一样的交情…
一12-14 耶和华

─我的神，我的圣者啊，
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
耶和华啊 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
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
盘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
你眼目清洁 不看邪僻 不看奸恶；
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
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
恶人吞灭比自 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

先知说上帝不公平 ─
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你没有看见吗？
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你没有看见吗？
上帝说有的，我还要做一件事 ─
要兴起比你所看见的更糟、更坏、更强暴的迦勒底人，
要兴起比你所看见的更糟
更坏 更强暴的迦勒底人
就有一大段的经文描述他们的马匹如何、
如何行强暴、掳掠百姓、以自己的势力为神。
势
这些人如何显为有罪，神说这些都要发生 ─
比你现在所看到的更多、更大！

先知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的信念、信心，
在面对神的时候 他向神说
在面对神的时候，他向神说…
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
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
乐
香
因他由此得肥美的分和富裕的食物。
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 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 毫不顾惜呢？
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

面对残酷的现实，你知道问谁吗？
面对残酷的现实
你知道问谁吗？
 华人同胞无语问苍天 ─ 他是没有位格的！
 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神治理全地...
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神治理全地
面对所信赖的上帝，有疑问就问，上帝是禁得起怀疑、质问的。

二2-4 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容易读。

哈巴谷不只自己问、听，更是将神的话写下来
哈巴谷不只自己问
听 更是将神的话写下来
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
虽然迟延 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 不再迟延
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义人因信得生。

一15-17

先知非常勇敢、真诚的信仰情操，他近乎质问的来问神。
二1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甚么话，
，
我可用甚么话向他诉冤。

先知有个信念 ─ 我的上帝不会不理我的，
我的上帝不会不理我的
我问了、我怀疑、不清楚上帝在做什么…
到底他怎么回应我 他做事的原则在那里？
到底他怎么回应我，他做事的原则在那里？
我要继续向他诉明我的冤情。

义人什么样的状况需要因信得生呢？
就是在审判的情境之下
 上帝所兴起审判的工具呢？
比世人更加不义的迦勒底人 ─巴比伦帝国
帝国


这个责罚，为着让人认识神公义的作为，
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来认识，
 唯有因信得生，审判一定会临到
 当人能够信得过神的时候，这群人就是义人，
当人能够信得过神的时候 这群人就是义人
在审判中能够因信得生

一连串讲述迦勒底人的五祸 ─ 连续提到祸哉、有祸了…
祸哉！迦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
祸哉
迦勒底人 你增添不属自 的财物
 9 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
 12 以人血建城、以罪孽立邑的有祸了！
以人血建城 以罪孽立邑的有祸了
 二6ab

 15、19

迦勒底人要带来审判 而本身也在神的审判当中
迦勒底人要带来审判，而本身也在神的审判当中。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
，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20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
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静默。

最后进入哈巴谷的祷告 ─ 其实是一段颂赞…
三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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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下文看，神复兴的作为就是审判！
 神以迦勒底人来审判自己不义的选民
 神自己也要刑罚审判这些行不义的迦勒底人

二14

这是我们每一次在崇拜的时候会宣告的
这是我们每
次在崇拜的时候会宣告的。
人认识了神公义的作为，开始懂得敬畏上帝 ─
神的作为 神的公义 在刑罚审判当中
神的作为、神的公义，在刑罚审判当中，
被高举、被人认识、被人称颂、被人传扬！

最后，先知哈巴谷像诗人一样…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兢，嘴唇发颤，
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兢。
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

三16

听见神的话、明白神心意的人，
听见神的话
明白神心意的人
可有这样的敬畏和战兢？
明天不会更好 因为有罪恶 审判！
明天不会更好，因为有罪恶、审判！
可是只要是出于上帝…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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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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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7-19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家庭、所处的环境当中，
可有什 样
可有什么样的不义，不讨神的喜悦吗？
， 讨神 喜悦
 我们愿意祷告 ─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吗？
 上帝公义的刑罚，使人认识神的荣耀，
上帝公义的刑罚，使 认识神的荣耀，
懂得敬畏、尊崇我们的上帝
先知心服口服的、真的知道审判必临，
先知心服口服的
真的知道审判必临
可是在审判当中，神仍然会拯救求告他、有信心的义人。

爱我们的耶稣，仰望你，
仰望你

祷告

我们常常只懂得求好处 ─
求无花果树要发旺 求葡萄树要结果
求无花果树要发旺、求葡萄树要结果、
求手中的工作能够发旺、发达、得利；
但是我们仰望你 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仰望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懂得按着你的心意来祷告 ─
† 求的是你复兴你的作为，而不是复兴我们的作为
求的是你复兴你的作为
不是复兴我们的作为
† 不论环境如何，让我们对你的信心始终如一
愿你显明你的作为 ─ 即便是公义的审判与刑罚，
人却从这里认识了你的荣耀。
帮助我们总有这个信心 ─ 不看环境，单单仰望你的作为。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