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巴底亞書引言】
【為什麼要讀俄巴底亞書？】
 任何人若想要知道神審判肉體的原則，以及神如何藉著審判以東顯出祂的公義，就必須讀本書。
 本書提醒我們在肉體中有驕傲和仇恨的特徵。願我們受教導，在神面前謙卑自己，不照著肉體來生活，而是照著靈
來生活：愛弟兄，彼此相助，才能蒙神的喜悅和賜福。
【如何讀俄巴底亞書？】
 全般瞭解本書的史實。以東人的歷史背景，請參考創世記；及其論到以東的罪行與毀滅，請查考下列經節：詩篇八
十三篇 6 節、12~18 節，以賽亞三十四章 8~15 節，六十三章 1~6 節，耶利米四十九章 7~22 節，哀歌四章二 11~22
節，以西結二十五章 12~14 節，三十二章二 19~30 節，三十五章，約珥書三章十 19 節，阿摩司一章 11~12 節。
 研讀本書中題到以色列人在千年國度的復興與榮耀（17～21）的預言。本書說明他們經管教後仍蒙憐憫，神應許的
拯救者—基督—必於審判列國之後，建立永遠的國度。
【本書鑰節】
【俄 15】「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你怎樣行，他也必照樣向你行；你的報應必歸到你頭上。」
【本書鑰字】以東、報應(15 節)
【本書要旨】指出以東因高傲自大和欺壓猶大必遭神的責罰，而猶大將會蒙福。
【本書大綱】。根据內容可以分作四大段：
（一） 以東的招禍（一至九節）。
（二） 以東的罪行（十至十四節）。
（三） 耶和華的日子（十五至十六節）。
（四） 以色列的復興（十七至二十一節）。
【默想】親愛的，俄巴底亞書講到神的審判與拯救，你明白了多少？其中與你的關係是什麼？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將這一卷俄巴底亞賜給我們，好使我們能過每魂脫離肉體，每靈都充滿愛的生活。
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詩歌】【我們呼吸天上空氣】 (《聖徒詩歌》693 首第 1 節)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香味從天而來。 但願每魂脫離肉體， 每靈都充滿愛。
視聽――我們呼吸天上空氣～Church In Marlboro
【金句】「照著字面看，是神釋放祂的預言以攻擊以東，但是在寓意上，則是反對這個世界；而就著道德層面來說，卻
是重在反對肉體。」── 江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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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底亞書每日讀經】主要的話──報應
題示：本書的兩個主角──
(一)「俄巴底亞」
 舊約聖經至少有十三位同名的俄巴底亞(俄巴底、俄巴底雅、俄巴第雅) 。
 欲知是誰，通常是寫「某某人的兒子俄巴底亞」。
 本書僅寫「俄巴底亞」，似乎有意用來代表一切正面的基督徒。
 俄巴底亞的字義是「耶和華的僕人」，可視為神所喜悅之人的代表。
(二)「以東人」
 以東人乃是以掃的後裔(創廿五 30) 。
 以掃是雅各的孿生兄弟(創廿五 25~26)
 在聖經裏通常用以東人表徵「肉體」：以東字義「紅」，指貪愛世界(紅豆湯)；以掃字義「有毛」，指野蠻(不
喜歡順從聖靈的引導) 。
 以東人可視為輕看長子名分的信徒的代表，亦即神所定罪之人的代表。
 然而以東人若肯悔改，仍可被神接納──「第三代子孫可以入耶和華的會」(申廿三 8) 。
九月十三日
讀經 俄巴底亞書第 1 章；以東的結局。
重點 審判以東的預言。
鑰節 【俄 15】「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你怎樣行，他也必照樣向你行；你的報應必歸到你頭上。」
鑰字 「你怎樣行，祂也必照樣向你行」【俄 15】──這是神審判的原則，顯出祂的公義。對于沒有神的話和神的律
法的外邦，神就憑他們所行的照樣對待他們。在耶路撒冷遭難時，以東不但袖手旁觀（11 節），幸災樂禍（12
節），還趁火打劫（13 節），並將難民交給仇敵（14 節）。這是神審判以東的的原因，祂要照他們所行的報應
他們，以致他們的名號將從地上除去（15～21），使以東全地必都荒涼（結三五 15）。對于新約聖徒，神審判
的原則也是如此──「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
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太六 14～15）；「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么量器量給
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給你們」（七 2）；「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六 31）；「因
為那不怜憫人的，也要受無怜憫的審判」（雅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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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本書記載以東的結局。本書是舊約聖經中最短的一卷，僅 21 節，可分為四段：
（一） 驕傲招的禍（1～9）──因狂傲自欺；盜賊來臨，寶物被搜；結盟成仇。
（二） 對兄弟的罪行（10 至 14）──兄弟遭難，袖手旁觀，擄掠；八次「不當」的暴行。
（三） 耶和華的日子（15～16) ──按所行報應，萬國也必照樣喝苦杯。
（四） 以色列的復興（17～21）──
(1) 得救(17 節)：逃脫、歸回；
(2) 得勝(18 節)：必如大火吞滅以掃家；
(3) 得地(19～20)：地界的大幅擴展；
(4) 得國(21 節)：必有拯救者上到錫安山，審判以掃山，國度就歸耶和華。
核心 【本書重點】本書僅二十一節，根据內容可以分作四大段：（1）以哀歌來預言以東將受的羞恥（1～9）；（2）
啟示 以八次「你不當」，說明以東受懲罰的原因（10～14）；（3）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15～16）；（4）以
東被焚毀的結局和以色列的復興──得救、得勝、得地、得國（17 ~21) 。
本章我們看見並看出以東受懲罰是由於他們的驕傲。「驕傲在敗壞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十六 18)，實
在不錯。他們以為有恃無恐的是：(1)自己的聰明；(2)結盟的鄰國；(3)山寨的保障；(4)大能的勇士。可是到了
神審判的日子，沒有一件能作他的倚靠。因為那時候：(1)神要在他中間除掉智慧和聰明人（8 節）；(2)并使列
國起來攻擊他，因此与他和好的都要欺騙他、胜過他（7 節）；(3)并除去他高處的保障，將他拉下來（3～
4）；(4)并使他的勇士惊惶（9 節）。
本書先知以八次「你不當」說明以東因「向兄弟雅各行強暴」而滅亡(10~14)。他們因與敵國同夥，幸災樂禍、
狂傲輕視人，見死不救，趁火打劫，剪除遭難者，全無手足之情，惹動了神忿怒，按其向弟兄所施的惡行，報應
他們。這卷書雖是一卷論以東的書，卻也是一卷論弟兄之邦彼此相待的反面警誡。在教會中，肢體之間應彼此相
顧，彼此相助，彼此相愛，彼此同心，才能蒙神的喜悅和賜福。
根據歷史，主前 581 年以東為巴比倫所敗，到主前 312 年希臘將軍攻陷以東的京城，及後他們也分別於主前 165
及 125 年為猶大人征服。主後七十年，以東人為羅馬軍隊所滅，從此在歷史上不再出現，就這樣，先知對以東的
預言完全應驗了。
下表列出俄巴底亞和以東人的不同點：
對比
俄巴底亞
以東人
神意和 「得了耶和華的默示，從耶和華那裏聽見信息」(1 「心裏說」(3 節)
人意
節) 。
(1)狂傲自欺──居所在高處、在星宿之間搭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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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山
和以掃
山
猶大和
外邦人

錫安山──受苦、遭難、被擄掠、被搶奪
(10~16) 。
俄巴底亞為猶大人的遭難而鳴不平(10~16) 。

(3~4) ；
(2)隱藏私密──被搜尋查出(5~6) ；
(3)屬地智慧──反而被人算計、欺負(7~9) 。
以掃山──高大險峻、宏偉、眼前平安無事且
富裕(3~7 節)

以東人與外邦人結盟、和好、一同吃飯(7
節)，面對猶大人的遭難，不僅袖手旁觀，甚至
還與欺壓的人同夥(10~16) 。
神的日 指出「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15 節)；今日在聖 在神子民遭難、遭災的日子(和合本共八個日
子
山上喝苦杯，那日必得享受(11~17) 。
子，原文有十個)幸災樂禍(10~14)；今日搶奪
別人，他日必歸無有(10~18) 。
神的國 指出「國度就歸耶和華了」(21 節)──「世上的
與萬國為友；今日看似得著萬國，他日必受審
和萬國 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啟十一 15)；今日看 判，歸於無有(15~16) 。
似被人侵佔、欺凌，他日必得國度，且要擴充到豐
滿的地步(19~21) 。
【本書說出以東的前途和結局】在整本舊約聖經中，最短而又似乎最難讀的一卷，應是俄巴底亞書。古教會一位
對聖經有深刻認識的教父耶柔米(Jerome，346~420)告訴我們：「俄巴底亞書是一卷非常難讀的書。」
在小先知書中，有三位先知的職事是傳達神對以色列史上三大頑敵的審判：那鴻專對亞述、哈巴谷專對迦勒
底、俄巴底亞則專對以東。
以東是以掃的後裔，以掃是雅各的哥哥，從以掃的譜系延續下來的這一批人，就稱為以東人。今天我們再也找
不到以東或以掃這個民族，因被耶和華永遠斷絕(參 10 節)。大概是主後七十年，那時耶路撒冷再度被拆毀，從
此在也不見以東的名字出現在歷史中了。
毫無疑問地，聖經中的以實瑪利人、摩押人、以東人等等，是用來描寫我們身上多元化的肉體，但問題是：在
肉體的面面觀中，聖靈要藉以東人來突出肉體的哪一方面呢？以東所代表的肉體，不是指著那些墮落、犯罪、不
認識神的人說的；這肉體是發生在以撒的家中，是發生在嚐過主恩滋味、有過恩典的人身上。很明顯的，以東在
這裏所代表的肉體，特別與神的見證(耶路撒冷)有相當的關係。
嚴格說來，以東所代表的肉體就是「肉體的驕傲」；如達秘(Darby)弟兄所說的，他認為「屬靈的驕傲是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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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罪，也是最後死的罪。」特別是現今一些愛主、有追求、在教會熱心服事的弟兄姊妹，他們裏面的肉體，神
往往用以東來代表。── 陳希曾《見證的失落與回歸──俄巴底亞書剪影》
默想 「你怎樣行，祂也必照樣向你行」（15 節）。親愛的，以東的屬靈意義代表肉體。所以在教會中切勿像以東，
心胸狹窄，充滿仇恨、嫉妒和苦毒，缺乏對弟兄的愛心。肢體之間應彼此相顧，彼此相助，彼此相愛，彼此同
心，才能蒙神的喜悅和賜福。
禱告 主啊，凡屬基督的已經將肉體連同它的邪情和私慾(以東人)都一同釘死了。求祢教導我們過一個每魂脫離肉
體，每靈都充滿愛的生活。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 (《聖徒詩歌》693 首第 1 節)
一.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香味從天而來。 但願每魂脫離肉體， 每靈都充滿愛。
二. 主，使我們心心相聯，滿有聖潔旨意。不至有日彼此改變，不愛你或你的。
視聽――我們呼吸天上空氣～Church In Marl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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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底亞書 主要的話──得著

1至9
10 至 16
17 至 21

以東的滅亡
以東的降卑
以東反對猶大的罪
以色列人的復興
拯救與產業
重要主題

主
題

解釋

重點

公
義

俄巴底亞預言，因為以東協助
巴比倫入侵猶大，神必定會消
滅他們。以東人背信棄義，當
神為祂的子民伸冤時，神會將

任何人傷害神的子民，神都要
審判嚴懲。我們可以對神最終
的勝利充滿信心。神愛護我
們，必定給我們帶來真正的公

他們的國土撥歸猶大。

平。

以東人自恃地勢險峻，無敵能
克，以致狂傲自信，但神壓下
他們的氣燄，將他們從地上除
滅。

凡蔑視神的，都要有和以東人
同樣的下場。任何國家以勢
力、財富、技能或知識自恃，
神都會把它打倒。驕傲的人終
會驚醒：沒有人可以逃避神公
義的審判。

驕
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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