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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谷書》綜覽】──義人因信得生 
【宗旨】本書的主要內容──公義、聖潔的神不容許罪的存在，必要審判不義之猶大和罪惡的迦勒底(指

巴比倫帝國)，然而惟義人因信得生。本書的主要事實──哈巴谷信心的質問 (一章) ，神信心的教導(二

章) ，哈巴谷信心的凱歌(歌三章)。本書的主要作者──哈巴谷。 

（一） 本書幫助我們明白哈巴谷被稱為「問的先知」，亦被稱為「信的先知」。他一直向神發問，而他的問

不是出於疑惑神，乃是出於信神。因為他深信公義、聖潔的神對罪必須加以審判；而人唯一的出路

就是「因信得生」。在疑惑中，讓我們學習哈巴谷，以「因信」(二 4 下)及「主耶和華是」(三 19)，

來回答所有我們想問神「為什麼」的問題。 

（二） 本書幫助我們看見先知阿摩司用信心的膀臂「擁抱」神，他一再發問，不肯放鬆，直到得著神的默

示和答覆；並且他「擁抱」神的百姓，如擁抱着哭泣的小孩一樣，而以神與他們同在的保證來安慰

他們。因為那正是他名字的意思──「擁抱」。在試煉中，讓我們學習哈巴谷，「擁抱」神的兒女，

更「擁抱」我們的神？ 

【背景】《哈巴谷書》(Book Of  Habakku)是舊約十二小先知書的第八卷(何、珥、摩、俄、拿、彌、鴻、

哈)。本書是預言迦勒底(即巴比倫)的結局。 

聖經中只有一個哈巴谷，就是本書作者。這名字的意思是「擁抱」或「懷抱」。從本書一 1，二 1及三 1

看來，本書的作者顯然就是哈巴谷，他是在先知書中第一位以先知自稱的。對於其出身、籍貫、父家、生

平等，在聖經中一無題及，從本書三 19所說：「這歌交與伶長，用我的絲絃樂器。」(希伯來文直譯)一語

看，先知可能是一個祭司或是一個利未人，在聖殿中事奉或歌詠的。 

本書寫作的時間約自主前六二五至六○六年間，因為那時正是神藉著眾先知所預言的審判將要來而尚未

來，正是神因約西亞王追求复興而將審判挪后一段時間(王下二十二 18～20)，以致引起先知不能忍耐而

向神題出問題(哈一 2～4)。根據三章 19節看來，在那時還有聖殿和敬拜的事(二 20)，只有在那裏才有伶

長，由此可知先知的寫作或工作的地點是在此處，其發言之對象乃達於當時的猶大人。本書寫於猶大國的

耶路撒冷。 

本書並未題及關於亞述之事，可能尼尼微已經衰微，將臨毀滅。按本書一 6所題到的迦勒底人(即巴比倫

人)，可知巴比倫已興起取代亞述成為當代世界的新霸主。從此可見哈巴谷作先知時(還未有犯境之巴比倫

人上來)，應在猶大國第一次被巴比倫人擄掠之前。他是與先知西番雅和耶利米同期，或者在說預言時處

於兩者之間，時值約西亞(後期)、約哈斯和約雅敬作猶大王。猶大國雖在約西亞為王時稍現復興景況，但

改革果效十分短暫。約西亞戰死沙場後，法老王廢了約哈斯，另立約雅敬作猶大王。約雅敬在位十一年，

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引致國道中落，靈性道德淪亡，爭端欺壓之事迭起，人們貪圖眼前之享樂，

公然犯罪，對神的信仰消失殆盡(一 1～4)。先知眼見國家毫無公義正直，便向神呼求，並得而著神的回

覆，寫下此卷書。本書幾乎從頭到末了都是他和神中間的對話。他執筆時，猶大國只餘二、三十年。 

【本書的重要性】 

(一) 本書幾乎從頭至末都是知哈巴谷與神的對話。書中有哈巴谷與神之間的兩輪對話，最後是他的讚美

禱告和他的「信心之歌」。在本書中，他向神問第一個的問題：神為何甚麼神容讓強暴與奸惡在社

會上橫行，並不懲罰呢？神第一次的回答是：神要興起殘忍暴躁的巴比倫來懲治猶大。困惑的哈巴

谷第二次向神發出質疑：神為何容讓極其兇惡殘暴的迦勒底人興起，去執行神的審判呢？神第二次

的回答是：神也將懲治巴比倫，不留餘地，惟義人要因信得生。神的答覆解決他心中的疑慮。最後，

哈巴谷得知神的心意後，滿心讚美，也因此唱出一首庄嚴、激昂的「信心之歌」，向神發出他的呼

求、贊美、和信靠。因此，任何人若想要明白公義的神為何審判不義之猶大和罪惡的巴比倫，而審

判中的出路就是「義人因信得生」，就必須讀本書。 

(二) 本書所寫的是先知哈巴谷由內心掙扎到歡呼的心路歷程。本書我們看見哈巴谷是一位信心的先知─

─在第一章中，他發出信心的質問；第二章，他經歷了神的答覆，而得到信心的教導；第三章，他

就高唱信心的凱歌。此外，哈巴谷也是一個禱告的人──在第一章，他在疑惑之中，因看不清現實

的環境，而發出迫切的禱告；第二章，他在守望之中，而等候神對他禱告的答覆；第三章，他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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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中，因看到神尊榮的顯現，而發出得勝、贊美的禱告。因此，任何人若想要像哈巴谷一樣，在

最黑暗的環境中，仍然能夠因信得生，從信心中發出喜樂的詩歌，並在逆境中得勝，就必須讀本書。 

(三) 本書中心的信息就是「惟義人因信得生」，使遭難中的猶大看見盼望與曙光，經歷被神「擁抱」在

懷裡的安慰。摩根曾說：「《哈巴谷書》是一卷對比的書。它從一章 2 節開始而結束于三章 19 節。

一章 2 節是藉著一個問題開始，接下來有更多的問題；但是三章 19 節是在確定和把握中結束的。第

一章是從一個哀哭、一個失望哭泣開始的；但是在第三章中，它的結束是用一個信心的呼喊。而其

秘訣，就是改變的關鍵則是二章 4節『義人因信得生』。」本書啟發了「因信得生」與「因信稱義」

的真理，在新約時代中佔有重要之地位；此外，哈巴谷的「信心之歌」成了歷代神的兒女的鼓舞，

重新得力而勝過難處。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因信稱義真理之根據和在逆境中仍因神而喜樂，就

必須讀本書。 

【如何讀《哈巴谷書》？】 

(一) 本書中先知哈巴谷所題的罪(一 2～4)是指瑪拿西作王年間的罪。神要討罪，施審判，可是神沒有就

執行，因為約西亞王自卑，尋求神力圖復興，蒙神應允，把審判延遲。讀本書時，應該同時參考王

下二十四～二十五章和代下三十六章，並參考諸先知書，如以賽亞書(十三～十四；二十一；三十二

～三十九，四十三，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五十七)，耶利米書(二～五十二章)，以西結書(八 17

～18；二十二～二十四)，但以理書(一 13；九)，阿摩司書(二 4～5)，彌迦書(一～二)，西番雅書

(一；三)，瑪拉基書(二 10～17)等各卷經文，因而幫助明瞭本書的內容與時代歷史背景。 

(二) 本書引用或根據舊約其他經卷的話語，例如：哈二 6，與賽十四 4；十一 9；哈三 19與詩十八 33等

比較相同，尤以二章 4節「惟義人必因信得生」一語，在新約中被引用三次，如羅一 17，加三 11，

來十 38，為因信稱義真理之根據；另外一章節，曾為使徒所引用(徒十三 41)，須要查考比較研讀。 

【本書鑰節】 

【哈一 2～3】「他說：耶和華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要到幾時呢？我因強暴哀求你，你還不拯

救。」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你為何看著奸惡而不理呢？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又起了爭端和相鬥的

事。」先知哈巴谷向神呼喊，感嘆神為何沒有應允他的禱告、為何不拯救他脫離強暴。此外，他又以兩個

「為何」的問題，表達他內心的掙扎。因他不明聖潔的神為何縱容罪孽、奸惡橫行，卻不予干涉，而他忿

然呼喊「公理顛倒」以示抗議。 

【哈二 4 下】「惟義人因信得生。」這節是全書的核心要義，也是神極其寶貴的應許。本節原來是說迦勒

底人手雖然自高自大，終必滅亡，但那些信靠神的人終必獲救而得享平安。從廣義上來說，本節闡明的真

理適用於所有的時代。因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弗二 8），而不是靠著行為；並且我們在苦難中

，因信靠祂，而經歷必得存活。所以，此節對於今天的基督徒有莫大的影響。 

【哈三 2】「耶和華啊，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

念。」哈巴谷在禱告中，表達了對將要來臨之神忿怒的恐懼。因此，他懇求神在這些年間復興祂的工作；

但在審判中，求神仍以憐憫為念。這也是歷代聖徒的禱告，求神施憐憫，讓教會得著復興。 

【本書鑰字】「為何(一 3)」/信(二 4) 」/「復興(三 2)」──在此書中，共出現了十五句問句(一 2， 

3，12，13，14，17；二 6，7，13，18，19；三 8)，故哈巴谷被稱為「問的先知」。他一直向神發問

「為何…」(一 3，13，14)，他的問不是出於疑惑神，而是「抱住」神，一直尋求，不肯放鬆，因他深信

神是公義、聖潔的，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另一方面，哈巴谷又被稱為「信的先知」，他對不明白的事情

帶到神那裡尋求等候，並蒙神指示他在審判之外的一條生路，就是「義人因信得生」(二 4)時，他就完全

相信，並完全順服。他明白並學會了在荒涼黑暗、充滿不法的環境中，單靠信心而活的功課，並因此發出

歡呼與高歌，頌讚神奇妙的作為。故此他寫下了第三章，一篇莊嚴的詩篇，又是一個懇切的禱告，在此追

憶神過去的作為和恩典，祈盼在審判中有「復興」(三 2)，甚至他在神許可之下，所有的物質享受，包括

日常的必需品都從他身上完全被剝奪時，他仍能靠神滿足、喜樂、安息，以神為一切問題的解答，唱出得

勝的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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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簡介】本書指出永活的神是萬國萬代之掌權者，他絕不容讓罪，必先後審判不義之猶大和罪惡的巴

比倫；但他發怒時，還以安慰憐憫為念，使義人因信得生。 

【本書分段】本書根据內容可以分作三大段： 

（一）哈巴谷的問題──信心的質問 (一章)。 

（二）神的答覆──信心的教導(二章)。 

（三）哈巴谷的詩歌──信心的凱歌(三章)。 

【本書內容摘要】本書可分作三段： 

(一) 先知的疑問(一章)──哈巴谷起先因見國中充滿強暴和奸惡而質疑神為何仍不審判(1～4)；後來神答

覆會藉迦勒底人施行報應(5～11)，但這又使先知困惑神為何要使用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人(12～

17)。 

(二) 先知的受教(二章)──先知求問後向神等候(1～3)。神指示他迦勒底人最終必被審判，但義人要因信

得生；同時神亦指出迦勒底人的罪，包括自高自傲、積不義之財、殘忍暴虐、詭詐和倚靠偶像(4～

20)。 

(三) 先知的凱歌 (三章) ──因看見神在殿中的尊榮(二 20)，故先知能向神高歌。他先求神復興祂對全地

管治和審判的作為(1～2)，然後稱頌神的威嚴，並追述祂古時分開紅海的作為(3～15)，因神的可畏

和大能，先知能安然的順服，也能靠神歡欣(16～19)。 

【本書特點】 

(一) 哈巴谷名字的意思是「擁抱」或「懷抱」，他的一生確實「擁抱」神和祂的百姓。他「擁抱」神的

公義，他「懷抱」于神的信實。馬丁路德曾說：「哈巴谷一詞指擁抱者，或者說是擁抱別人的人，

把別人摟在自己臂膀中。他擁抱他的同胞，將他們擁在懷裏，意思是安慰他們，扶持、鼓勵他們，

就如人擁抱着哭泣的小孩一樣，，讓他安靜下來。而且他向他們保證，如果神願意，一切都很快好

轉。」願我們學習哈巴谷，也以禱告「擁抱」神和祂的兒女。 

(二) 哈巴谷是一個有負擔、有異象的人。他眼見祖國之罪行，官民放肆無忌，也驚奇神對猶大的罪之容

忍，好像充耳不聞，掩眼不見，他深知神是公義的，為此他向神呼求。神使他確知不久要藉著迦勒

底人向猶大施行審判。但此答覆並未能使他滿意，反而更驚奇神竟使用比猶大人更壞的外邦迦勒底

人作為懲罰奸惡之猶大的工具。故此，先知向神發出第二個問題，神為何會這樣作呢?他的內心委實

充滿不明與掙扎，故要等候神另一次的答覆和解釋。神又指明迦勒底人也必因罪受報應。神藉此異

象，顯示一個堅定不移的原則，就是公義、聖潔的神必會對罪加以審判，而且誰都不能躲避。 

(三) 哈巴谷引用過三處其他舊約經卷：三 19比較詩十八 33，二 6比較賽十四 4及二 14比較賽十一 9。

此外，新約曾三番四次引用此書，首先是徒十三 41(比較一 5)，尤其是本書二 4「義人因信得生」這

句話，分別在羅一 17，加三 11及來十 38引用過。這句成了新約因信稱義、得生和生活的根據，也

成為十六世紀馬丁路德改教的根據。歷代許多神的僕人把握了這重要的真理，學習了信心的功課。

今天這信息也傳給我們，只有活的信心才能使我們認識並看見神是永活的神，是掌管萬有的主宰。

本書末了三 17～19正是信心的佳美見證，指出信心不在乎環境，它超越四周所發生的情況，直指並

緊緊擁抱著那永恆不變和成就救恩的神。這些經文實在帶給人安慰、鼓勵和盼望。願神的兒女在逆

境、缺乏、艱難、沒有其他幫助之時，因信靠神的緣故，仍能歡欣喜樂，以神為力量，並因此穩行

在高處。  

(四) 本書中有關基督的預言：(1)基督是從亙古太初就有，自有永有之神，祂是根基磐石(哈一 12；約一

1，14，18；西一 17；林前三 11；彼前二 4～8)。(2)基督為人因信稱義救恩之主(哈二 4；羅一 17；

三 24；五 1；弗二 8～9)，是全地上的人在聖殿中敬拜之主(哈二 20；約二 16～21)。(3)基督為審判

世界大有能力威嚴榮耀之主(哈三 2，3，16；路二十一 26～27)。 

【默想】 

 「乃是先知抱住神的百姓，把他們圍在膀臂中安慰他們，且把他們高舉在神的面前，安撫他們，並借

著向他們保證說：若是神許可，情況很快就要轉好。」──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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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巴谷在他的預言中著重討論了在試煉中的信心以及屬靈情感得到的培育。他講到一個被聖靈充滿

的人內心所受的操練，他心裡有著神的百姓。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仍然是以色列。」──達秘 

 「這卷書是一部預言，但是它所用的方法卻和其他預言書有所區別。先知的難處在於被默許的邪惡以

及迦勒底人被當工具，來刑罰還沒有像他們那樣邪惡的百性。我們在這裡看見一個有信心的人提出了

疑問，進而又得到了答覆。」──摩根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何等的感謝祢賜給我們《哈巴谷書》！求祢賜給我們負擔──從信心中，「擁

抱」祢和祢的兒女；賜給我們異象──祢還要回來審判，讓我們明白祢的心意，而不失望灰心，用信心等

候祢的第二次降臨，好叫我們今天因信而過得勝的生活；並賜給我們信心的禱告──求祢在這些年間復興

祢的作為，好叫祢的教會得復興。且賜給我們信心的凱歌──既使在艱難的環境中，而仍能靠祢滿足、喜

樂、安息不失去信心。」 

奉我們主耶穌基督名禱告。阿們！ 

【詩歌】【復興你工作，主】(《聖徒詩歌》632首第 1節) 

復興你工作，主！向你聖徒顯現； 

求你用權發命監督，讓你兒女檢點。  

(副) 復興你工作，主！我們現今等候； 

但願正當我們們俯伏，你就顯現能手。 

視聽──復興你工作，主～ChurchInMarlboro 

 

【參考大綱】 
 

先知的疑問 先知的受教 先知的凱歌 

1 2 3 

疑問 答覆 再問 等候 答覆 祈求 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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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 1中 1下 2上 2下 3上 3下 

質問的禱告 忍耐的禱告 得勝的禱告 

第一次說話 第二次說話 第三次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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