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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珥書》綜覽】──耶和華的日子 
【宗旨】本書的主要內容──約珥藉著蝗蟲的災禍指出耶和華對猶大審判的日子要臨到，勸他們及早悔改

回轉，並預言耶和華日子的審判與拯救，其目的乃是使人知道耶和華是掌管一切的神。本書的主要事實─

─前部是歷史，說到蝗災刑罰的日子(一 1～二 17)；後部則是預言，論到耶和華拯救的日子(二 18～

三)。本書的主要作者──約珥。 

(一) 本書幫助我們明白約珥信息主題，乃是「耶和華的日子」。「耶和華的日子」──一面是大而可畏的日

子(珥二 11)，因神要審判一切作惡之人；一面是蒙福的日子(珥二 31)，因神要拯救悔改歸向祂的

人。親愛的，今日天災、人禍的事日益加劇，這光景不正是提醒「主再來的日子」(彼後三 10～13；

啟十九 11～16)近了嗎？為此，我們當怎樣敬虔儆醒度日，預備「那日子」臨到呢？ 

(二) 本書幫助我們領會神不僅有審判，也有恩典、憐憫和慈愛。我們今天縱然軟弱失敗，許多的年日和努

力都被蝗蟲，螞蚱等吃盡了，但只要我們肯撕裂心腸，悔改並歸回，祂必要賜恩，叫我們經歷「那

些年所喫的，我要補還你們。」(珥二 25) 

(三) 本書幫助我們看見約珥以一生見證：耶和華是全能、慈愛、恩典、饒恕的神。約珥這名字意思是「耶

和華是神」，然而約珥的神也是我們的神、我們的主、我們的王，祂不僅掌管世上一切事情，也包括

我們的一生。我們也許無法估計「那日」何時來臨，但我們可以深信祂的同在使我們勝過一切苦

難，並得享平安穩妥；祂的手要帶我們安然度過每一個黑暗、悲傷的日子。 

【背景】《約珥書》是列在何西阿書之後的第二卷小先知書，主要是以詩體寫成。關於作者先知約珥的生

平，除了本書一 1之外，聖經中並無其他的記載。我們只知道他是毗土珥(Pethuel，意思是敞開的心或者

神的誠實) 的兒子，蒙神揀選來傳達神的話。「約珥」是二個字合成，「約」是耶和華，「珥」是神，故此

「耶和華是神」之意。聖經中除了先知約珥之外，另外還有十三位同名的人。先知約珥的部分預言在新約

使徒時代初期應驗，故他被稱為「五旬節的先知」，或是「復興的先知」。 

約珥寫作時間大約主前 870～865年之間，地點為耶路撒冷(南國)。聖經學者意多數認為他是很早的一位

先知，極可能於猶大王約阿施時期，並與先知以利沙同時代。理由是：在他的信息中沒有一處題到亞述或

巴比倫的侵略，書中所題及的仇敵像推羅、西頓、非利士等(三 4，19)，都是猶大國早期的仇敵。此外書

中沒有題及亞蘭人攻打擄掠猶大人的事(王下十二 17～18，十五 37) 。此外，書中也沒有題到猶大國晚年

所盛行拜種種偶像之罪；再有，先知阿摩司(760～750)在他的預言中好幾次引用了本書的話，故約珥應在

阿摩司之前作先知較為可靠。照此推算，約珥與俄巴底亞，以賽亞，彌迦，同為被擄前期的先知，他在年

輕時極可能認識以利亞，自然是與以利沙同時代，通常認為最早的先知之一，屬於約阿施王的時代(王下

十一～十二章)。從《約珥書》幾處經文看來(二 1；三 2，6，16，17)，他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又因他甚

熟諳獻祭、祭司的事(珥一 9，13，14；二 17)，推想可能他是一個祭司，在他為先知的時期，國中背道之

事日增，北國先知亦甚稀少，迄約珥以後，直到以賽亞時，猶大國亦成為先知真空時代，約有八十五年之

久，未見神有興起先知，約珥為神發言，大聲疾呼，極有能力又能發出驚人的預言(二 1～11，28～30)，

可知他是一位勇敢有為的先知，靈命高深的忠僕。 

【本書的重要性】 

（一）約珥的信息主要是指出神的審判即將臨到，而勸神的子民及早悔改，回頭，一心歸神，並使人知道

神對悔改者有恩典和慈愛。本書五次題到「耶和華的日子」(一 15，二 1，11，31，三 14)，兩次

說到「你們要在錫安吹角」(二 1，11)，並且是「 吹出大聲」因那日子「大而可畏」、「已經臨

近」(二 1，11)，這是約珥信息的主題。他從神得著啟示，透視歷史中所發生的事實，從眼前蝗蟲

之災禍看到將來更大的災禍，知道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畏，比蝗災更為可怖，因而迫切地向神的百

姓呼籲，勸導他們悔改，免受更大的審判。本書不僅適用於對舊約子民的警告，也適用於對新約兒

女的勉勵。本書提醒我們(有冷淡退後或犯罪的)，趁著「那日」未到，起來愛神、殷勤服事祂，並

迫切地為教會、為家人、為自己禱告，主來時就必蒙福。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使「耶和華

的日子」成為蒙福的日子，而不是受罰、受審的日子，就必須讀本書。 



2 
 

（二）約珥被稱為「復興的先知」。他看清了真正的悔改是一切直正復興的根基，故他努力勉人悔改，因

為唯有真誠悔改，人才能親近神，並接受聖靈澆灌。所以，本書可謂是一卷論悔改的書，裏面充滿

了神的深情厚愛，其目的乃是要神的兒女明白自己的現狀和危機，並以行動悔改並且回轉歸向神。

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恢復與神的關係，經歷屬靈上的復興，就當回轉仰望神，而祂的恩典、

憐憫和慈愛必然臨到。 

【如何讀《約珥書》？】 

(一) 明瞭本書中的預言：(1)蝗蟲的災害(一 4～12)，預言神的刑罰臨到猶大全地；(2)耶和華的日子(一

15，二 1，11，31，三 14)是指基督的再臨，審判和毀滅仇敵；並賜安息與福分給神的子民；(3)聖

靈的澆灌(二 28～32)，先是局部的應驗在五旬節(徒二 1～4，16～21)，後是全部的應驗在末期。本

書中的預言非常特異，它先有初步的、局部的應驗，然後有進一步的、全部的應驗。例如：蝗虫的

災害，最初應驗在一次實際的蝗災，進一步應驗在無數的侵略者成群而來攻打聖地的事，再進一步

應驗在哈米吉多頓的戰事。 

(二) 在約珥為先知的時期，猶大國中背道之事日增，北國先知亦甚稀少。在讀本書時，請參閱(列王紀下

十一～十二)，藉以瞭解先知預言時代的背景。 

(三) 本書與俄巴底亞書，需要同時研讀，因為在兩書中皆提及耶和華的日子(珥一 15；二 1，11；三 14；

俄 15)，並且在其他先知書中也有同樣提到(賽十三 6，9；結十三 5；摩五 18；番一 7；亞十四 1)，

此日為本書預言的中心，特別重要。 

【本書鑰節】 

「哀哉，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來到。」(珥一 15) 約珥藉著蝗蟲的災禍指

出耶和華對猶大審判的日子要臨到。因為這災不是偶然的天災人禍，乃是神審判臨到的先兆。因此，他急

切要人回轉歸向神，唯有真誠悔改，才能免得神將來更厲害、更可怕的審判臨到。 

「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我。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

耶和華你們的神；因為祂有恩典、有怜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二

12～13) 約珥的信息不僅有警告，也有勉勵。雖然神在祂預定的時候要施行審判，但只要他們禁食、哭

泣、悲哀、一心歸向神，祂的恩典、憐憫和慈愛必然臨到。 

「耶和華必從錫安吼叫，從耶路撒冷發聲；天地就震動；耶和華卻要作祂百姓的避難所，作以色列人的保

障。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且又住在錫安我的聖山；那時，耶路撒冷必成為聖，外邦人不再從

其中經過。」(三 16～17) 在此我們看見神像獅子一樣向列國發出審判，並且祂要作百姓的避難所。這時

神的百姓就知道耶和華是他們的神，因為他們經歷了祂的信實與同在；也更深刻體會了祂不但看顧了他

們，而且保護了耶路撒冷。那時耶路撒冷是又聖潔、又安全的聖城，外邦人不再入侵蹂躪。這表示最終的

審判與拯救是出於神的，其目的是乃使人知道祂是掌管一切的神。 

【本書鑰字】「耶和華的日子」──此詞是約珥信息的主題，在本書中出現五次，可見神審判的原則。本

書前三個提到的日子乃是與以色列人有關的預言：(1)「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一 15)──指出神毀滅的

日子近了；(2) 「耶和華的日子將到」(二 1)──指那日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描述神審判的

可怕，以及蝗群擁至遮蔽天日的情景；(3) 「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畏」(二 11)──指出到那日，神的軍隊

要象蝗蟲一樣出動，消滅仇敵，除了轉向神，無人能倖。此外，還有兩個日子則是與列國有關的預言：

(1)「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二 31)──指那時刻，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描述關於在基督

將臨前的末日戰爭的狀況；(2)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斷定谷」(三 14)── 指出神在那裡坐堂審判四圍各

方列國的日子(太二十五 31～46)。另外六位先知也使用此詞：以賽亞(賽十三 6，9)，以西結(結十三

5 ，三十 3)，阿摩司(摩五 18，20)，俄巴底亞(俄一 15)，西番雅(番一 7，14)及瑪拉基(瑪四 5) 。「耶

和華的日子」是一個很長的時期，自主榮耀的顯現起，一直到(永世前面的)天地更新止。在此期內，包括

下列各項的事：(1)基督駕云降臨(太二十四 29～30)；(2)敵基督、假先知和他們的從者被消滅(啟十九 11

～21)，撒但被捆綁一千年(二十 1～2)；(3)同時萬民受審判(太二十五 31～46)；(4)千禧年，以色列在地

上興旺、蒙福，屬靈的以色列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何三 5，啟二十 6)；(5)千年完畢，撒但最後的背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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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局(啟二十 7～10)；(6)天地經火更新(彼後三 12～13)。 

【本書簡介】本書主要信息乃為預言耶和華對猶大審判的日子要臨到，勸他們及早悔改回轉，並使人知道

耶和華是掌管一切的神，而祂對悔改者有恩典和豐盛的慈愛。 

【本書大綱】本書共三章，根據內容性質，可分為兩部分： 

(一) 歷史 (一章) ── 以蝗蟲的災禍，預言神刑罰的日子要臨到。 

(二) 預言 (二至三章) ──論耶和華的日子，呼籲真心悔改歸向神，並預言列國受審判和選民的歸回與

復興。 

【本書內容摘要】本書可分為二大段。 

(一) 歷史──蝗災的日子(一章至二章 11) 

(1) 宣告蝗蟲之災禍 (一章) ──猶大地在遭受一場空前的蝗災摧殘後，四境一片荒涼：五穀毀壞、

樹木枯乾、牲畜哀鳴、喜樂消逝；此時先知呼籲老年人、酒醉人、農夫和祭司聚集哭泣，向神悔

改，因為這災是神對當時百姓罪行的直接審判，更是神將來更大審判 (耶和華的日子) 的象徵和

先聲。 

(2) 宣告耶和華施行審判的日子到來 (二1～11) ──這日子如同蝗災，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

的日子，而「誰能當得起呢？」因為這是一個大毀滅的日子。 

(二) 預言──耶和華的日子(二章 12至三章) 

(1) 對猶大 (二 12～32) ──神憑祂的慈愛呼喚百姓悔改、一心歸向祂，使祂不至降災，並在神大而

可畏的日子來到以前得蒙祝福，因為祂有恩典，有憐憫，有無盡的恩惠，祂有全備的救恩。而在

那些日子，祂將賜下聖靈；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 

(2) 對列國 (三章) ──到那日，神招聚列邦到約沙法谷，他們因擄掠選民而遭報應，然而神要作祂百

姓的避難所，又必住在錫安，耶路撒冷必成為聖。 

【本書特點】 

（一）「耶和華的日子將到，已經臨近。」(二 1) 這正是約珥信息的主題。他從神得著啟示，透視歷史中

所發生的事實，從眼前蝗蟲之災禍看到將來更大的災禍，知道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畏，比蝗災更為

可怖，因而迫切地向神的百姓呼籲，勸導他們悔改，免受更大的審判。其實他們的先祖都題及過蝗

災(申二十八 38，39；王上八 37)，指出這是神的審判，可是百姓並不留意。現在神因他們的罪，

要降下蝗災，乃叫他們敬畏神，遠離罪惡。(本書中的蝗災是最厲害的一種，因為在蝗蟲之外，還

有剪蟲、蝻子、螞蚱，這三種都是蝗蟲蛻變期中的不同形態，牠們對農作物亦極具破壞性。感謝神，

神的審判乃為叫人悔改，祂藉著約珥傳出對悔改者施恩的應許。真正的悔改必須以憂傷痛悔作開始

(一 8)，也應該是由好像祭司那些負責的人帶頭，推動至長老和國中一切居民(一 13，14)，一同嚴

肅(真心)、披麻(哀慟)、禁食(專誠)和撕裂心腸(破碎)地尋求神(二 12，13)。神的子民在真心悔改

之後向神禱告，必蒙神答應(二 18，19)。神必要發熱心、憐恤賜福給他們，將聖靈澆灌下來，降下

秋雨春雨使他們豐收，作他們的保障，使他們永遠興旺、繁榮；並且神要報應那苦待他們的人。願

神藉著嚴厲的審判與無限的憐憫，叫我們(有冷淡退後或犯罪的)都受提醒，趁著那「大日」未到，

起來愛神，殷勤服事祂，主來時就必蒙福。 

（二）本書所指出蝗災更加可怕，在蝗蟲之外還有剪蟲、蝻子、螞蚱(一 4，二 25)，如一隊裝備完善的軍

兵，牙齒鋒利如獅子，對農作物極具破壞力，所到之處，沒有半點青綠的東西可留下，剎那間能把

地上的植物都啃清光(一 6～7)。這預言的範圍很廣，可說是從先知約珥時代起，一直到末期。蝗災

一面預示神要使一個空前的災禍臨到猶大地，一面預示無數外邦侵略者將要像蝗蟲一般成群結隊而

來。有的解經家解釋蝗虫、剪虫、蝻子、螞蚱就是指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腊、羅馬四大帝國的蹂

躪。可是還有最緊要的一面，是指在末後耶和華的日子中，列國聚集攻打耶路撒冷而言。那次的戰

爭就是在國度建立之前的哈米吉多頓的戰爭。它主要的程序是：(1)列國在敵基督和假先知的率領

之下攻進巴勒斯坦(珥二 1～10，啟十六 12～16)；(2)決定性的戰爭發生于哈米吉多頓(珥二 11，啟

十六 13～16)；(3)基督率領天軍与敵基督的軍隊爭戰(啟十九 11～19)；(4)同時以色列在遭難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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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悔改(珥二 12～17，申三十 1～10，亞十二 10～14)；(5)神給他們恩典和拯救(珥二 18～32，羅

十一 26～27)；(6)敵基督的軍隊被消滅(珥二 20，啟十九 19～21)；(7)國度建立(珥三 12～21，亞

十四 9)。 

（三）先知約珥一面宣告神的審判，一面又傳出神對悔改者施恩的應許。真正的悔改必須以憂傷痛悔作開

始(一 8)，也應全國上下一同嚴肅(真心)、披麻(哀慟)、禁食(專誠)和撕裂心腸(破碎) 地尋求神

(一 14 ，二 12～13)。神的子民在真心悔改之後向神禱告，必蒙神答應 (二 18～19)。神必要發熱

心、憐恤賜福給他們，降下秋雨春雨使他們豐收，蝗蟲等所吃去的神要補還，並使選民吃得飽足，

好使他們知道除耶和華之外並無別神(二 18～27)。又應許要將聖靈澆灌下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

得救(二 28～32)，最後要在約沙谷(耶和華審判)施行審判，報應那苦待他們的人，又要建立一永

遠興旺、繁榮的國度(二 19～20，三 1～21)。 

（四）本書所題耶和華的日子，主要是指著神的審判，這預言的範圍很廣，可說是從先知約珥時代起，一

直到末期。蝗災一面預示神要使一個空前災禍臨到猶大地，一面預示無數外邦侵略者將要像蝗蟲一

般成群結隊而來，叫他們被擄亡國，更有一面是指在世界末了列國聚集攻打耶路撒冷，那時以色列

在遭難中全家悔改(二 12～17)，神給他們恩典和拯救(二 18～32)，仇敵要被消滅，基督在約沙法

谷施行審判(二 20，三 1，2)，並且要建立國度(三 12～21)。 

（五）本書中的預言非常特異，它先有初步的、局部的應驗，然後有進一步的、全部的應驗。例如： 聖

靈的澆灌，先是局部地應驗在五旬節、然後在末期才有全部的應驗。有關本書二章 28至 32節題及

聖靈澆灌的事，有的人得著說預言的恩賜，有的人得著异象、异夢的神奇經歷等等。讓我們注意，

這些都是被聖靈澆灌的現象，而並非必有的現象，因為有的人被聖靈澆灌時盡可以有其他不同的恩

賜和經歷，也有人被聖靈澆灌時有喜樂、能力、膽量，而不一定有神奇的恩賜和經歷。我們要注

意，聖靈澆灌不等于聖靈的充滿。主要的分別是：前者是聖靈的能力和恩賜澆灌在我們身上，後者

是聖靈自己丰滿地住在我們里面。我們需要接受聖靈的澆灌，我們更需要追求聖靈的充滿。這里聖

靈澆灌的預言，已經局部的應驗在五旬節門徒的身上，將來要全部的應驗在耶和華日子中的選民身

上。那時除了聖靈的澆灌之外，還有其他的奇事：在天上「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在

地上「有血、有火、有煙柱」(二 30～31)。 

（六）本書雖是一卷很短的預言書， 卻講到新約時代三件重要的事： 

(1) 得救的途徑—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二 32；羅十 13)。 

(2) 聖靈的澆灌(二 28，徒二 17)。 

(3) 主的日子／降臨(二 1，11，三 14；彼後三 10～13；啟十九 11～16)。 

【默想】 

 「早期教會表達基督過去，或將要作成的工作的信念，其用字措辭深受《約珥書》第二、三章影

響。」──陶德（C. H. Dodd） 

 「然而我們應該明白，每一次有饑荒、旱災、颱風、地震、戰爭或者災禍臨到那地和百姓，乃是要提

醒我們回轉歸向神。若是我們能夠看這些災害乃是神向我們的警告，並且我們在神的面前自卑，那麼

我們就會大得益處，要不然我們就要白白的受苦。」──江守道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將這一卷《約珥書》賜給我們，好使我們能夠撕裂心腸並且轉向祢，

並且提醒我們，現在起來愛祢、殷勤服事祢。好使祢來時，我們能蒙福。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詩歌】【恩主我愛袮】(《生命詩歌)》212首；另譯見《聖徒詩歌》225 首) 

一 恩主我愛袮， 我深知袮屬我； 一切罪中樂， 我為袮全擺脫。   

  袮是我救主， 曾流血將我買；如果我愛袮， 主耶穌，是現在！   

二 恩主我愛袮， 因為袮先愛我，為我在加略 將贖價已付妥。   

  愛袮，是因為 荊棘冕袮肯戴；如果我愛袮， 主耶穌，是現在！ 

三 活著我愛袮， 到死了也愛袮；並要讚美袮， 只要袮給氣息。   

  即是死臨到， 我仍然要表白：如果我愛袮， 主耶穌，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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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那無止境 喜樂的榮耀裡，我要在光中 到永遠敬拜袮；  」 

  頭戴榮耀冕， 我還要唱出來： 如果我愛袮， 主耶穌，是現在。  

視聽──恩主我愛袮～ChurchInMarlboro 

 

【參考大綱】 

歷史 預言 

蝗災的日子 耶和華的日子 耶和華的日子 

1 2～3 

蝗災時之毀壞 蝗災後之荒涼 對猶大 對列國 

1上 1下 2 3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Y%20Jesus%20I%20love%20Thee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