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番雅書》綜覽】──耶和華的日子
【宗旨】本書的主要內容──神忿怒審判的日子要臨到猶大與列國；並預言審判之後，必有復興和喜樂。
本書的主要事實──審判與拯救。本書的主要作者──西番雅。
（一）本書幫助我們明白神的威嚴和慈愛。神透過審判猶大與列國的過程，讓我們看見祂是怎樣的一位
神。神是威嚴的神，因祂的聖潔和公義，而不得不嚴厲地懲罰犯罪的人。然而祂在審判中仍帶有
愛，因祂也是慈愛的神，因祂藉著審判，不光是帶給人痛苦，而是把人帶回到祂的愛中，使人同心
合意地事奉祂、求告祂。所以當我們讀到神可怕的忿怒與嚴厲的責備之時，我們怎麼能够誤解祂為
何只降禍而不降福呢？試想一想神是如此深情默默地愛我們，我們怎麼能够對祂冷漠呢？
（二）本書幫助我們了解「耶和華的日子」已臨近，就是神要審判全世界的日子，亦即是基督再臨的日子
不遠了。作為神的子民，我們並不是期待在大災難臨到全地的日子，乃是期待基督到來的日子。然
而，我們不想妄定那日的時間，但是屬主的兒女今日該儆醒預備(路二十一 36)。當神嚴厲審判的
日子臨到，那些背逆神、拒絕神的人，他們的結局已經被命定；但我們在神眼中是否被看為寶貴，
而被祂隱藏，免受大災難，就是要臨到全地的大試煉(啟三 10)呢？
【背景】《西番雅書》Zephaniah，是舊約十二小先知書的第九卷(何，珥，摩，俄，拿，彌，鴻，哈，
番)。本書只記載了五十三節經文，但其中卻陳述了舊約聖經中最強烈的審判。
本書的作者乃先知西番雅。舊約中還有三位西番雅(參：代上六 36～37；王下二十五 18 及亞六 10～14)，
先知西番雅為希西家王的元孫，是皇室之後，與當時執政的約西亞王有親屬關係，他可能生長在耶路撒
冷，因為他對該城有相當的認識與瞭解(一 10～11，三 1，2)，對於上層社會的情形，他也非常熟悉(三
3，4)。西番雅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所隱藏」的，他事奉的時期約於主前 640 至 610 之間，與他同時
為先知者有那鴻、哈巴谷和耶利米，只是時間略有先後。
本書約寫於自主前 639 至 608 年間；地點為猶大國的耶路撒冷；其預言主要的對象，乃為猶大及耶路撒
冷。當時西番雅於約西亞作猶大王時蒙召，約西亞曾帶領猶大國末次的復興。猶大國於約西亞之祖父瑪拿
西作王時起，全國陷在史無前例、極度崇拜偶像之敗壞光景中。及後亞們登基，承接其父之惡習，猶大國
每況愈下。亞們作王二年便為群臣所弒。約西亞續位時，年僅八歲，自小敬畏神，在位十二年即清理國中
偶像，第十八年修葺聖殿，並因找得律法書而在神面前自卑，帶領百姓恢復舊有的敬拜。可惜這改革行動
並未完全改變百姓的心，叫全國徹底歸向神，也不能扭轉神的審判。先知西番雅在他的信息中沒有題及這
次的改革。他從神受感，看到猶大國的信仰和生命並非有真正改變，起來直斥其非，傳達嚴厲的信息。
【本書的重要性】
（一）本書只記載了短短的五十三節經文，然而卻將神的性情和祂的行動刻劃得淋漓盡緻。祂在審判中有
慈愛，慈愛中也有威嚴，而且祂的審判，乃是揭露人所有真實的光景；並且顯明祂的公義，彰顯祂
的榮耀。神又是忌邪的神，在祂發怒的日子，嚴責拜偶像的惡行；但在祂忿怒中仍然有憐憫，祂要
將那些尋求謙卑和公義的人「隱藏」(二 3)起來。因為神的審判與慈愛是互補的，而不是彼此矛盾
的。本書也讓我們看見公義和聖潔的神是如何對付罪，如何施憐憫，如何預備救贖，使萬國萬民都
「求告耶和華的名，同心合意的事奉祂」(三 9)；而被贖的「餘民」要歸回，祂也必使他們「在地
上的萬民中有名聲、得稱讚。」(三 20) 最終，神藉著審判將人從墮落光景中救出來，並且帶進永
遠的救恩，建立神榮耀永遠的國。這才是祂的旨意。所以當我們讀到神的忿怒、責備和審判之時，
讓我們更深思考其背後的原因及目的，而信靠祂的憐憫、慈愛、恩典和尋求祂的拯救。因為神管教
的手雖然沈重，但祂拯救的膀臂更是堅強。因此，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是如何在愛中來審判，而又
是如何藉著審判把我們「隱藏」在祂的愛中，就必須讀本書。
（二）本書描述了舊約聖經中最強烈的審判。西番雅以「耶和華的日子」，預言神審判的日子臨近。他用
了七種狀況來描繪那日子是一個極其可怕的懲罰的日子。結果在猶大和耶路撒冷那些作惡的人都會
受懲罰；並且欺壓神百姓的列國都要受審判，而遭到毀滅。但在本書的最後，西番雅告訴我們，那
日子也是榮耀和快樂的日子，祂要在我們中間，必因我們喜樂而歡呼，而且祂默然地愛我們。西番
雅的預言在尼尼微的滅亡上，並且在耶路撒冷的覆亡上得到即時的應驗；然而最終的應驗要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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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基督到來之前的日子，在那日裡，神要根據人的所作所為施行審判；之後，那就是我們要在
基督台前獎賞，得榮耀的日子。祂回來的日子是何等值得羨慕，讓我們懇切祈求：「主耶穌啊！我
願祢來！」因此，任何屬神的人想要明白如何儆醒，敬虔度日，預備迎接我們的主，就必須讀本
書。
【如何讀《西番雅書》？】
（一）西番雅是在「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約西亞在位的時候」開始作工。所以初讀聖經者讀本書時，務必先
閱讀王下二十二～二十三章和代下三十四～三十五章，才能明瞭本書的內容與時代歷史背景。
（二）本書特別說到「耶和華的日子快到」「耶和華的大日臨近」，「耶和華發怒的日子」(一 7，14，
18；二 3)，在《約珥書》與《俄巴底亞書》中同樣的提到(珥一 15；二 1，11，31；三 14；俄 15)
那可怕的日子，當時是應驗在巴比倫侵略猶大的事上，其完全的應驗，是在末後基督再來的日子(
太二十四 29～30；二十五 31～46；啟十九 1～21；二十 1～10)，這三卷書須同時研讀。
（三）本書二章所論外邦各國的刑罰，與《阿摩司書》一，二章所記八國之預言情形頗為相似，故需將此
兩卷書一同研讀，才能更為明瞭外邦受罰的重要關鍵。
【本書鑰節】
【番一 7】「你要在主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快到。耶和華已經豫備祭物，將他的客分
別為聖。」本書多次提及「耶和華的日子」，表示神的忿怒刑罰災禍的日子即將臨到。在這裡西番雅把「
審判」比喻為「獻祭」，祭物乃指猶大，客乃指將要征服猶大的巴比倫。此處可看到預備祭物的是神自己
；而此句話表達神特選巴比倫，將他分別為聖(耶二十五 9；四十二 10)，要來懲罰猶大。因此，「耶和華
的日子」乃是分別為聖的日子。為此我們怎能不敬畏祂呢？
【番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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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呼籲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未到之前，要趕快在神面前降卑自己，來
尋求公義和謙卑，好使我們才能在那日得著祂作為我們的隱藏。為此我們我們怎能不投靠祂呢？
【番三 8～9】「耶和華說：你們要等候我，直到我興起擄掠的日子；因為我已定意招聚列國，聚集列
邦，將我的惱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傾在他們身上。我的忿怒如火，必燒滅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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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明確地指出神審判列國的結果：那時，萬民要
來求告祂，並一同敬拜、事奉祂。這是一幅多麼美麗的圖畫啊！因此，神審判的目的乃是除去罪惡，而使
人能進入祂的救恩。為此我們怎能不讚美祂呢？
【番三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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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因你喜樂而歡呼。」這裡告訴我們，我們的神是：(1)施行拯救，(2)大有能力，(3)在我們中間，(4)默然
愛我們，(5)因我們喜樂而歡呼。為此我們怎能不愛祂呢？
【本書鑰字】「耶和華的日子」【番一 7】──本書提到有十二次：(1)是分別為聖的日子(一 7)； (2)是
耶和華獻祭的日子(一 8)；(3)是懲罰假神的日子(一 9)；(4)是仇敵哀號的日子，是神兒女歡樂的日子 (一
10)；(5)是勇士痛哭的日子(一 14)；(6)是神忿怒的日子(一 15)；(7)是急難困苦的日子(一 15)；(8)是荒
廢淒涼的日子(一 15)；(9)是黑暗幽寞密雲漆黑的日子(一 15)(10)是吹角吶喊戰爭的日子(一 16)；(11)是
耶和華忿怒如火的日子(一 18)；(12)是耶和華發怒的日子(二 3)。本書信息的主題是即將來臨之「耶和華
的日子」，特別說到「耶和華的日子快到」，「耶和華的大日臨近」，「耶和華發怒的日子」(一 7，14，
18；二 3)。可怕的日子初步的(或是雛形的) 應驗是在巴比倫侵略猶大的事上，其完全的應驗，是在末後
基督再來的日子之前 (太二十四 29～30；二十五 31～46；啟十九 1～21；二十 1～10) 。故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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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這正如西番雅字義所顯示的。人在審判之中，應及早尋求神的保護，免受災害。
【本書簡介】本書主要信息在論到神的忿怒，宣告耶和華審判的日子臨近，嚴懲拜偶像的惡行，施行各國
的審判，嚴責耶路撒冷領袖之罪惡，以及預言耶和華拯救的日子到來，使以色列國度的復興。
【本書分段】本書是以神的審判為主題。總觀全書，是以罪與刑罰為開始(一 1～三 8)，以愛的詩歌作為
結束(三 14～20)。本書根据內容，可以分作兩大段：審判和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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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耶和華日子的審判 (一 1～三 8) 。
(二) 耶和華日子的拯救 (三 14～20) 。
【本書內容摘要】本書分作兩段：
(一) 耶和華日子的審判 (一至三 8) ：
(1) 對猶大國──神藉先知斥責選民的罪行，包括敬奉諸偶像 (一 1～6) 和道德敗壞 (一 7～9) ，為
此必速招致忿怒的審判 (一 10～18) ；但在宣告審判後仍有悔改的呼召發出 (二 1～3) 。
(2) 對列國──神對非利士、摩押、亞捫、古實和亞述發出懲罰的宣告，都因他們的驕傲和對選民的
侵犯 (二 4～15) ；接著神轉過來再指責猶大的首領不義 (三 1～8) 。
(二) 耶和華日子的拯救 (三 9～20) ：那日神必使被擄的選民歸回，使他們的仇敵被趕出。他們的罪惡被
除淨，並要同心合意地以清潔的嘴唇事奉祂。
【本書特點】
(一) 西番雅信息的主題是即將來臨之「耶和華的大日」，那日是忿怒、急難、困苦、荒廢、淒涼、黑
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是吹角吶喊可怕的日子，因為這是耶和華發忿怒，施行審判之大日，
祂要審判百姓的罪，是無人可以逃避的。神的子民不聽神的命令，不領受訓誨，不倚靠耶和華，不
親近神(三 2)，他們拜偶像，拜星象，指偶像起誓，目中無神，認為神不會降福，也不會降禍(一
12)。並且他們的首領官長行事不義不法，巧取豪奪，他們的先知、祭司也顯出虛浮詭詐，褻瀆聖
所，強解律法，一再得罪神。故此這位忌邪公義的神，必施行審判，絕不饒恕那些不肯悔改的百
姓。不但如此，神的審判更是達至外邦列國：非利士人、摩押人、亞捫人、埃及人與亞述人等，都
必因自誇自大，侵犯毀謗神的百姓而遭毀滅，受其應得之懲罰。神實在是萬主之主，祂掌管歷史，
國度之興衰，全操在祂手中。祂藉先知勸諭全地的人當趁祂發怒之先，回轉歸向祂，才有得救的希
望。
(二) 本書說到神的忿怒、責備和審判，比任何先知說得更厲害，更可怕，使人感覺受不了。神固然是公
義嚴厲，但祂更是滿了恩典與憐憫，耶和華的日子不僅是審判，也是神子民受安慰得復興的時刻。
讓我們記得柯柏(Cowper) 有一句名言：「管教就是愛的另一副面目。」的确，一切的管教都是神的
愛的鐵證。神的子民經過潔淨，必再蒙愛蒙福。神的管教可算是愛的另一面，管教之後必有愛的纏
裹，為此先知預言彌賽亞榮耀國度的來臨，那時萬民必歸向耶和華，神的子民也要曉得神默然的愛
(三 17)，以色列剩下之民必蒙拯救，並在萬民之中有名聲，得稱讚。我們屬神的人當儆醒，敬虔度
日，預備迎接我們的主。本書的開始是災禍和絕望，結束又像前一卷書一樣，是一首最甜的詩歌(三
14～20)。
(三) 本書中有好幾處的話和其他先知所說的很相像。例如：
(1) 一章 5 節，比較耶利米八章 2 節。
(2) 一章 12 節，比較耶利米四十八章 11 節。
(3) 二章 8 節，比較以賽亞十六章 6 節。
(4) 二章 14 節，比較以賽亞三十四章 11 節。
(5) 二章 15 節，比較以賽亞四十七章 8 節。
(四) 雖然本書的主題是審判，可是里面也充滿了應許；特別是在第三章中，我們可以看見：
(1)對于以色列的應許(三 14～16)，
(2)對于外邦的應許(三 9)，
(3)關于彌賽亞的應許(三 15，17)。
【默想】
 「如果有人想概覽先知書中所有隱密的神諭，他就要來細讀這卷精簡的《西番雅書》了。」──布撒
耳
 「神是在愛中來審判；神愛，所以神審判。而藉著審判，祂把我們帶回到神的愛中。那就是《西番雅
書》」── 江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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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何等的感謝祢賜給我們《西番雅書》！祢是嚴厲中又有慈愛的神。主阿！我們
願謙卑在祢面前，將我們的心歸回祢，愛祢、信靠祢、順服祢，保守自己活在祢隱藏、長闊高深的愛裹，
好在祢忿怒的日子臨到，而被祢隱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詩歌】【你這神的隱藏的愛】(《聖徒詩歌》288 首第 1 節)
你這神的隱藏的愛，長闊高深，無人知悉；
遠遠我見你的光采，我就歎息望得安息；
我心痛苦，不能安息，除非我心安息於你。
視聽──你這神的隱藏的愛～Church In Marl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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