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謝慧兒

約拿書的對象是亞述國的尼尼微；俄巴底亞的對象是以東；哈巴谷書的對象，

則是神的選⺠國：猶大。

而哈巴谷乃是於主前約609-605年間開始作先知的；當時，猶大國正面臨巴比

倫的威脅，而且已經危在旦夕。同時，這段時期最後的兩三個猶大王都是庸碌

的君主，以致國家充滿強暴和罪惡。先知面對國家這種光景，不禁對神有所質

疑，然後向神發出⼀連串的問題。

大衛鮑森

先知⻄番雅之後⼆⼗年，出現了另⼀位先知哈巴谷，這個名字是指⼀個⼈去擁

抱、抱住，比較口語的說法是抓住。所以哈巴谷是個抓住的⼈，他抓住上帝，

敢於跟上帝辯論，他堅持要上帝給他⼀個答案，但是得到答案的時候卻不滿意。

這裡再度遇到⼀個基本⼜重要的問題，就是事實跟信心抵觸，有的時候我們所

相信的真理看起來不像事實，因為事實似乎不⼀樣。比如，有些人會問：如果

上帝是良善⼜全能，為什麼無辜的人要受苦，有罪的人卻不用受苦？上帝為什



麼不快⼀點⾏動，為什麼不對這個敗壞的世界採取⾏動？很多人對這些事心中

充滿疑問，有些人只是心中⼀直感到疑惑不解，有些人則提出來跟別人辯論。

其實有重大疑惑的時候，最好是跟上帝問個清楚，緊緊抓住祂，直到祂給你答

案，哈巴谷就是這樣，他的大膽和誠實在這卷書中表露無疑。看到了哈巴谷跟

上帝辯論，我感到很窩心。

《哈巴谷書》和《⻄番雅書》很不⼀樣，許多人經常引用哈巴谷的話，你們可

能想不起《⻄番雅書》說過什麼，除了那句歌詞說“祂必因你喜樂歌唱”。但

是《哈巴谷書》很不⼀樣，你們⼀定聽過有⼈禱告說：“主啊，你眼目清潔，

不看邪僻。”有沒有聽過這句話？這是《哈巴谷書》的經文，其實這句話不是

上帝說的，⽽是哈巴谷說的，他那樣講可能不對，我們後⾯會談到。但是有⼀

些話是上帝說的，我們可以隨意引用，“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

好像⽔充滿洋海⼀樣”，這句話你們⼀定聽過。還有⼀句，“惟耶和華在祂的

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祂⾯前肅敬靜默”，或是“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

念。”下⾯這句你們⼀定聽過，“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然

⽽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

但是，在《哈巴谷書》中最有名的⼀句經文，在改教運動以後，已經被基督教

奉為圭臬了，那就是“惟義人因信得生”，就是馬丁路德讓《哈巴谷書》二章

4節響徹了全歐洲，儼然成為改教運動的國歌。但是我必須說，他們並沒有真

正地明白經文，以致誤解了這句話的意思，我們要先弄清楚這句話真正的意思

是什麼。



https://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23Isa/23GT00.htm

(⼀)被擄以前的先知書：
約珥書。（約在主前八六五年。）
阿摩司書。（約在主前七八七年。）
何⻄阿書。（約在主前七八五年。）
以上三卷是對以色列國說預言的先知書。
俄巴底亞書。（約在主前八八○年。）
以賽亞書。（約在主前七六○年。）
彌迦書。（約在主前七五○年。）
那鴻書。（約在主前七⼀三年。）
⻄番雅書。（約在主前六三○年。）
耶利米書。（約在主前六⼆九年。）
哈巴谷書。（約在主前六⼆六年。）
耶利米哀歌。（約在主前五八七年。）
以上八卷是對猶大國說預言的先知書。耶利米書及耶利米哀歌都是延展到被
擄期中的先知書。

約拿書。（約在主前八六⼆年。）
這是⼀卷向尼尼微說預言的先知書。

(⼆)被擄期中的先知書：
但以理書。（約在主前六○六年。）
以⻄結書。（約在主前五九五年。）



(三)被擄以後的先知書：
哈該書。（約在主前五⼆○年。）
撒迦利亞書。（約在主前五⼆○年。）
瑪拉基書。（約在主前三九七年。）



● 更新版研讀本 聖經







哈巴谷書背景報告_呂允仁

聖經關於哈巴谷的記載，幾乎比其他任何先知都少，甚至連他的父親、支派或

家鄉都未提及。

哈巴谷 habaq 這個字的字根，原亦為「擁抱」，或是「熱切的擁抱」，可能是

對孩子的暱稱；同時這個字類似亞喀得文 hambaququ ，是⼀種園藝植物，⼀

般來說不像正式的⼈名，因此部分學者認為這是作者的匿名。

在本書的標題中哈巴谷稱自己是先知，這種作法在舊約聖經中是少見的，再加

上本書第三章提到音樂的術語以及演唱的說明，表示哈巴谷可能是在聖殿中帶

領敬拜的專職先知。

代上25:1大衛和眾首領分派亞薩、希幔，並耶杜頓的子孫彈琴、鼓瑟、敲鈸、

唱歌（原文是說預言；本章同）。此處可能是「傳信息」或「為神發言」的意

思。

哈巴谷書 《丁道爾聖經註釋》 導論

Ⅰ 先知哈巴谷

哈巴谷愛神，但卻很少有人像他這樣，預備好與神進⾏對話，質詢神的作為是



否公義。當然， 在屬靈生活中，大部分信徒都會遭遇懷疑神、質問神的時刻。

然⽽，很少人會像約伯那樣公開地與神爭辯，甚至站在神⾯前，當⾯質問神對

人的舉動是明顯不合理的，就更罕見了。這正是先知哈巴谷所作的，當神回應

哈巴谷最初的問題後，他甚至更進⼀步對神的答覆發出挑戰。

先知的⾓⾊之⼀，乃是作為以⾊列神和祂百姓的中保。當百姓偏離了聖約，先

知就當提醒並督促百姓回轉。然⽽哈巴谷卻反過來，呼籲神解釋祂的作為為什

麼看來不符合聖約的要求。先知站在與百姓對立的局⾯已經夠危險了，何況⾯

對⾯質疑神，更是少有人敢為的。哈巴谷正是這樣的⼀位先知。

他的名字顯然不是希伯來文，而是來自亞喀得文，指某種植物或果樹。在當時

以色列⼈的生活 上，亞喀得文與他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見下面，46 及 47 

頁）。

稍晚的傳統試圖更仔細地確認哈巴谷的身分。次經《但以理、彼勒與大龍》

（Daniel, Bel, and the Snake）中說︰但以理在獅穴的那⼀週，哈巴谷帶食物

給但以理，以維持他的生命。有⼀抄本稱他為⼀個利未⼈耶書的兒子。因著哈

巴谷與音樂的關聯，尤其是第三章中的詩篇（見三 1、19）， 是與利未⼈有關

的禮儀（拉三 10；尼⼗⼆ 27），再加上他的頭銜是「先知」（⼀ 1），有⼈

因 此猜測他是聖殿中專職的先知，不過還沒有證據證明有這種職務存在。



天道研經 海富林 P66

更新版研讀本 聖經 P1430

其他：

巴比倫崛起，開始對南國產生威脅。差不多是在，南國最後五個君王是，約⻄

亞、約哈斯、約雅敬、約雅⽄，以及⻄底家。其中，只有約⻄亞是好王，而約

哈斯王與約雅⽄王，在位時間都是最短的，只有3個月。





圖片：https://wol.jw.org/cmn-Hant/wol/d/r24/lp-ch/1102003106

在南北國時期，有幾個強敵環伺，南邊是埃及、北邊有亞蘭(敘利亞)、後來

有兩個帝國陸續興起-亞述、巴比倫，

亞述帝國前911年 - 前605在鼎盛時期，是當時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

它統治了現在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科威特、約旦、

埃及、賽普勒斯和巴林全境 - 以及大片伊朗、土耳其、亞美尼亞、喬治亞、

蘇丹和阿拉伯。亞述帝國，對近東有著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公元前722 年何細亞王亡於亞述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detail?id

=2059&top=0038

在聖經中，迦勒底常與巴比倫同時出現，有的新版英文聖經就以巴比倫代替

迦勒底，所以廣義的講，迦勒底就是巴比倫。



巴比倫帝國：分前後兩期，後巴比倫則是從 614 BC 到 539 BC，是由迦勒底

⼈尼布卜拉撒創建，史稱新巴比倫或迦勒底王朝，他藉瑪代⼈之助，攻陷了

亞述的三個大城，其子尼布甲尼撒則在 610 BC 完全消滅了亞述的軍力，更

伸張國土⻄到以攔，東至埃及和⻄亞。他於 586 BC 滅了猶大國，毀了耶路

撒冷。但在 539 BC 被波斯王國所滅。

哈巴谷書背景報告_呂允仁

主前八世紀中葉巴比倫為亞蘭（迦勒底）⼈所占領，729B.C.亞述王提格拉

毗色列 三世（745~ 727B.C.）攻陷巴比倫，並以普魯（Pulu）的名號施行

統治；隨後百年間巴比倫⼈不斷挑戰亞述的統治權，然叛亂都被平定。

主前 626 年拿布波拉撒，領導巴比倫⼈從事獨立戰爭，反對亞述的統治，成

功的建立了新巴比倫帝國；主前 612~609年與瑪代⼈、 ⻄堤古⼈結盟，滅

了亞述帝國。主前 605 年在迦基米施，擊潰駐防於巴勒斯坦的埃及軍隊；主

前 598 年巴比倫兵臨耶路撒冷城下，猶大王約雅⽄出城投降，巴比倫將約雅

⽄等 ⼀⼲⼈，連同耶和華殿內的寶物皆擄到巴比倫（列下 24:10~17）。後

因猶大的叛變，巴比 倫王尼布甲尼撒於 587 年攻陷耶路撒冷，拆毀城牆滅

了猶大，並將⺠間領袖擄至巴比倫 （王下 25:8~11） 。主前 550 年左右瑪

代國興盛起來，經過⼀連串的戰役，於 539B.C.攻陷京城，結束並取代巴比

倫帝國的統治。



宗教教育中心_聖經歷史提要

以⾊列在所羅門死後，分為北國以⾊列、南國猶大。猶大仍以耶路撒冷為首都，

⽽以⾊列則另建首都撒馬利亞。

後來北國盛⾏偶像崇拜，先知以利亞曾經起來對抗，阿摩司、何⻄阿則強烈譴

責以⾊列社會的不公義和百姓的盲目信仰，並預言國家將⾯臨⼀個災難。結果，

預言應驗了—亞述大舉入侵，攻陷撒馬利亞，擄去許多以⾊列人。連南國猷大

也要向亞述王 ⻄拿基立 稱臣。

猶大王希⻄家試圖反抗，結果卻失掉半壁江⼭。先知以賽亞在這段時期不斷給

予猶太人安慰。

王下24:3 這禍臨到猶大⼈，誠然是耶和華所命的，要將他們從自己面前趕出，是因瑪

拿⻄所犯的⼀切罪；

⾯對亞述的威脅，繼任的約⻄亞王⼒倡宗教改⾰。

經文：王下二十二：1 - 二十三：30，代下三十四：1 - 三十五：27

主旨： 約⻄亞登基后，大⼑闊斧地施⾏宗教改⾰﹔聖經說：“在約⻄亞以前，沒有



王像他盡心、盡性、盡⼒地歸向耶和華，遵⾏摩⻄的⼀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沒有
興起⼀個王像他。”

約雅敬
在位11年
是約⻄亞的兒子, 約哈斯的哥哥
約雅敬⾏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列祖⼀切所⾏的
因背叛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耶路撒冷被攻破, 約雅敬被銅練鎖著帶到巴比倫。

哈巴谷書 《丁道爾聖經註釋》 導論

Ⅱ 時期

哈巴谷說預言的時期，和本書寫成的時期，向來是⼀件令人爭論的事。根據⼀

章 6 節，提及巴比倫人的入侵就要來臨，聖經作者稱他們為「迦勒底人」。約

從主前六二五年起，新巴比倫帝國在尼布卜拉撒（譯註︰ Nabopolassar，尼

布甲尼撒之⽗）掌握下國勢⽇強；主前六⼀二年毀滅亞述首都尼尼微；主前六

○五年，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在亞述的迦基米施打敗埃及和其聯

軍（耶四十六 2），國勢達到頂峰。哈巴谷所預見的這次侵略，可能在主前五

八七年以前任何時間發生，那⼀年耶路撒冷終於被巴比倫所毀。這些預言可能

是在稍早時候發出的。⼀ 個頗切合的時期是約雅敬作王期間（主前 609～598 

年），因在這段統治期間，巴比倫的威脅愈來愈強6。他們於主前五九八年前

來攻打猶大；約雅敬後來死了，很可能是被人刺殺的（參︰耶 二十二 18～19，

三十六 30）。作者對巴比倫的殘暴之親⾝感受（參⼀ 12～17），正與這段時

期的歷史吻合；因此哈巴谷是與那鴻、⻄番雅和耶利米同時代的人。

猶大約在⼀世紀多以前，就目睹了她北邊的姐妹以⾊列的淪陷與被擄。⼀再⼲

犯神的約，是不可能永遠不受刑罰的，然⽽猶大本⾝卻沒有記取這教訓。根據

先知所預言，猶大自己也將⾯臨同樣的命運。先知也預言巴比倫的敗落，這件

事終於在主前五三九年發生了，⽽在該年，伊朗⺠族的瑪代波斯聯盟在古列率

領下攻取了巴比倫。

亞哈斯王時期，亞述已經逐漸興起，北國以色列王比加和亞蘭王利汛聯合起
來要抵抗亞述，邀南國亞哈斯王加入。亞哈斯王不肯，卻向亞述王求助。以
賽亞力勸亞哈斯王不必向亞述王求援，因為那兩個王很快就會被消滅。以賽



亞和亞哈斯王有三次的遭遇：第⼀次先知在路上迎見王(賽 7:3-9)，第⼆次是
在王宮裡，提到以馬內利的預言(賽 7:10-17)，第三次先知為自己的孩子取名
預言亞蘭和北國以色列的敗落(賽 8:1-4)。無奈亞哈斯王都不聽，以賽亞公開
就不再說什麼(賽 8:16-18)，直到亞哈斯王崩時，他才再出來傳講上帝的信息
(賽 14:28)。
亞哈斯王向亞述求救的結果，亞述王南下把亞蘭和北國以色列都滅掉，南國
猶大卻必須向亞述進貢，連耶路撒冷的聖殿也要配合亞述的神明而做⼀些改
變(王下 16:7-18)。
希⻄家王登基時不願意像他父親亞哈斯⼀樣服事亞述王，當時北國以色列已
經亡了，亞述的威脅⽇增。希⻄家王有意求助埃及，以賽亞力勸他單單倚靠
上帝。以賽亞甚至用露身赤腳行走三年來表示埃及將滅亡、投靠埃及之無用
(賽 20:1-6)。當亞述王進攻耶路撒冷時，以賽亞⼀再安慰、⿎勵希⻄家王，
希⻄家王倚靠上帝，終於逃過⼀劫，如以賽亞所言(賽 36-37章)。後來希⻄
家王病危，以賽亞傳達上帝要多給他⼗五年壽命之信息，卻也責備王把王宮
的寶物展示給巴比倫的使者(賽 38-39 章)。
在以賽亞作先知的這段時期，反觀列邦的情勢如下：
1.巴比倫：主前兩千多年，漢摩拉比王在米所波大米平原，亦即底格里斯河
和幼發拉底河附近建立了⼀個強大的巴比倫王國。但他死後，巴比倫的國勢
漸弱，北方的亞述乘機崛起，以尼尼微為首都，反而併吞了巴比倫。所以在
以賽亞時期，巴比倫是在亞述的統治之下。
2.亞述：亞述在約拿當先知、亦即耶羅波安⼆世時，國勢稍弱，但旋即在提
革拉毘列色及其後幾個王時又強大起來，不但滅了亞蘭、北國以色列。公元
前740年，亞述⼈攻取了北方以色列國的首都撒馬利亞。以色列⼈因而落入
了⼀個殘暴的帝國⼿裡。對南國猶大也造成了強大的威脅。
3.敘利亞(即亞蘭)：敘利亞緊鄰於以色列北邊，當亞述勢力⽇增時，即聯合以
色列對抗亞述。他們希望南國猶大也加入這個聯盟，但猶大不肯，反而親亞
述，引來亞述大軍，結果敘利亞亡於亞述(王下 16:5-9)。
4.埃及：埃及位於猶大⻄南方，猶大受亞述威脅時曾想投靠它，但被先知所
責備(賽 30:1-5)。



●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specialArticle_detail?
s_id=65

迦基米施之役（Battle of Carchemish）發生於大約主前605年，是埃及帝國
和亞述帝國聯合對抗巴比倫帝國之間的戰爭。
主前612年，巴比倫攻打亞述的首都尼尼微，亞述不得不將其首都遷往哈蘭。
主前610年，巴比倫又佔領了哈蘭，亞述被迫再次遷都，這⼀次是遷往哈蘭
以⻄35英哩(約56公里)的迦基米施。由於埃及王法老尼哥（Necho II）與亞
述王阿舒爾-烏巴利特（Ashur-uballit II）兩⼈之間有聯姻的關係，因此在主
前609年，埃及王就出兵幫助亞述抵抗巴比倫⼈。
因為巴勒斯坦⻑久以來處於埃及政治勢力的陰影之下，再加上猶太⼈從未忘
記他們於摩⻄時代在埃及所受的壓迫，因此，猶大王約⻄亞亟欲阻⽌埃及軍
隊前往救援亞述。埃及王法老尼哥的軍隊揮軍北上時被約⻄亞的軍隊擋在米
吉多。約⻄亞不聽從上帝藉尼哥之口所說的話，⼀心求戰，結果被⼸箭射中，
受了重傷，送回耶路撒冷後就去世了，他的軍隊也被埃及大軍擊敗（代下
35:20-25）。
埃及和亞述的聯軍，越過幼發拉底河圍攻哈蘭，但是他們無法將它奪回，所
以就撤退到敘利亞的北方。主前605年，埃及軍隊與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Nebucha- drezzar II）所率領的巴比倫軍隊在迦基米施正面交鋒，埃及和
亞述的聯合大軍被巴比倫⼈徹底地擊敗，亞述帝國因而滅亡。
迦基米施這場戰役的結果及其影響是：(1) 亞述帝國不復存在。(2) 埃及退回
北非，從此不再是古代近東地區重要的軍事力量。法老自此不再離開埃及本
土，也不再企圖影響該地區的任何事務（王下24:7）。(3) 巴比倫帝國的領土
延伸到埃及⼩河，經濟達到顛峰，並且自此役之後，⼀躍而成為該地區的軍
事領導者。這個情勢⼀直維持了數⼗年，直到主前539年，波斯王古列在底
格里斯河北部的奧比斯（Opis）打敗了巴比倫王拿波尼度斯（Nabonidus），
巴比倫帝國因而滅亡。

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a/intro/ot_isaiah.html
以賽亞書，用了兩章篇幅來描述她的滅亡。巴比倫結果會征服耶路撒冷（在
主前605-586之間），但是瑪代⼈（⼗三17）及波斯⼈將會攻取巴比倫（主
前539）。不管將來的巴比倫王會有多麼光榮的成就，神也只能把他們的偉
績帶入墳墓裏（⼗四9-20）。
有關巴比倫的第⼆個聖言（參⼗三1至⼗四23）是在⼆⼗⼀章。
這次，攻擊她的是以攔和瑪代（第2節），以賽亞看到巴比倫被消滅的慘況
時，就甚為驚惶（3、4節）。巴比倫傾覆的時候，世⼈就會知道她的神是沒
有能力的（第10節；參啟⼗四8，⼗八2）。





圖片：宗教教育中心_聖經地圖新版

聖光聖經地理資訊網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detail?id=35

75&top=0811

迦勒底 (Chaldean) [詳解編號 : 0811]

按創 22:20 的記載，迦勒底是亞伯拉罕的弟兄拿鶴之子，基薛的子孫，所以迦勒底

人是他的後代，此族人在古代以博學著稱，特別是天文學，他們最初所住的地方就

是迦勒底地，位於幼發拉底河以南和波斯灣以⻄的地區。但是⽇逐擴張到兩河流域

的南部，大約是從巴格達以南 50 公里到波斯灣口，土地肥沃，農業發達，是人類

文明發源地之⼀。大城有吾珥、以⼒、亞甲、甲尼等。

由聖經以外的記錄得知，迦勒底人在拿布巴拉薩(625 至 605 BC)的領導下，建立了

⼀個龐大的帝國，以巴比倫為首都，所以也稱巴比倫帝國，在聖經中，迦勒底常與

巴比倫同時出現 ，有的新版英文聖經就以巴比倫代替迦勒底，所以廣義的講，迦勒

底就是巴比倫，狹義的說，則是兩河流域的南部，波斯灣⻄岸地區。 迦勒底人⼀詞，



尚有⼀個特殊的意義，就是占星、占卜和⾏邪術的法術師的別名。本條說明僅錄迦

勒底單獨出現之章節，凡兩者同時出現時，只錄重要者，餘則請參看巴比倫 0038 

條。

創11:31，15:7，尼9:7，徒7:4 他拉帶著他兒子亞伯蘭，和他孫子，哈蘭的兒子羅

得，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

王下24:2 猶大王約雅敬背叛巴比倫，耶和華使迦勒底軍，亞蘭軍和亞捫⼈的軍，來

攻擊約雅敬，毀滅猶大。

王下25:4，耶39:1，52:1 猶大王⻄底家背叛巴比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就率領全

軍來攻擊耶路撒冷，在⻄底家⼗⼀年四月初九⽇，城被攻破，⻄底家在耶利哥的平

原被迦勒底軍隊追上，又被迦勒底⼈帶到利比拉。

代下36:17，拉5:12 耶和華使迦勒底⼈的王尼布甲尼撒來攻擊猶大王⻄底家，在聖

殿中殺了他們的壯丁，少男，處女，老⼈，迦勒底王將神殿裡的器皿，的財寶，和

眾⼈的財物，都帶到巴比倫去，迦勒底⼈焚燒神的殿，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毀壞

了城裡寶貴的器皿，凡脫離刀劍的，迦勒底王都擄到巴比倫去，作他子孫的僕婢。

伯1:17 迦勒底⼈分作三隊，忽然闖來，把約伯的駱駝擄去，用刀殺了他的僕⼈，只

留下⼀個回去報信。

賽13:19 先知預言巴比倫必傾覆說，巴比倫素來為列國的榮耀，為迦勒底⼈所矜誇

的華美，必像神所傾覆的所多瑪，蛾摩拉⼀樣，其內必永無⼈煙，世世代代無⼈居

住。

賽43:14 耶和華你們的救贖主，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因你們的緣故，我已打發⼈

到巴比倫去，並且我要使迦勒底⼈如逃⺠。

賽48:20 你們要從巴比倫出來，從迦勒底⼈中逃脫。

耶21:4 先知對猶大王⻄底家預言說，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和迦勒底⼈必圍困城，⼈

⺠必遭災，並勸⼈⺠出去歸降迦勒底⼈的，必得存活。



結1:3 在猶大王約雅⽄被擄去的第五年四月初五⽇，在迦勒底⼈之地，迦巴魯河邊，

耶和華的話臨到祭司以⻄結，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

結11:24 先知以⻄結說，靈將我舉起，在異象中藉著 神的靈，將我帶進迦勒底地，

到被擄的⼈那裡，我便將耶和華所指示我的⼀切事，都說給被擄的⼈聽。

結12:13 先知預言耶路撒冷的君王必被帶到迦勒底⼈之地的巴比倫，他雖死在那裡，

卻看不見那地。

結23:14 先知傳耶和華的話說，耶路撒冷和撒瑪利亞必受迦勒底及眾國的攻擊。

但1:4 但以理等四⼈被擄到巴比倫後，被教以迦勒底的文字和語言。

但2:2，4:7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年，他作了⼀個夢，他吩咐⼈將術⼠、

用法術的、行邪術的、觀兆的和迦勒底⼈召來，為他解夢，但無⼈能解，因為他已

經把夢忘了。

但5:7 巴比倫王伯沙撒，在為他的⼀千大⾂設擺盛筵時，忽有⼈的指頭出現，在王

宮的牆上寫字，王看見就變了臉色，心意驚惶，就大聲吩咐將用法術的，和迦勒底

⼈，並觀兆的都領了進來，要他們讀出那文字，並講解給他聽，但無⼈能解。

但9:1 大利烏立為迦勒底國的王的元年，但以理從先知耶利米得知，耶路撒冷荒涼

的年數，七⼗年為滿。

哈1:7 耶和華說，我必興起迦勒底⼈，佔據那不屬自己的住處。

哈2:4 迦勒底⼈自高自大，必不正直，迦勒底⼈因酒詭詐狂傲，不住家中，擴充心

欲好像陰間，他如死不能知⾜，聚集萬國，堆積萬⺠，都歸自己。



空中花園

國王尼布甲尼撒有⼀個很美麗的寵妃，是米底⼈。總是因懷念家鄉的⼭⼭⽔

⽔而鬱鬱寡歡。於是，尼布甲尼撒令工匠按照米底⼭區的景色，在他的宮殿

里，建造了層層疊疊的階梯型花園，上面栽滿了奇花異草，並在園中開闢了

幽靜的⼭間⼩道，⼩道旁是潺潺流⽔。工匠們還在花園中央修建了⼀座城樓，

矗立在空中，美麗的園林景色終於博得了美⼈的歡心。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x5mrnoq.html



伊斯塔爾門

巴比倫有雙層城牆，上面設有塔樓。各道城門分別用巴比倫的神祇命名，其

中最重要的主門是伊斯塔爾門。伊斯塔爾門分前後兩道門，每道門有四個望

樓。在大門牆上裝飾著藍色的陶磚，上面分布著橫向排列的黃色、褐色、黑

色陶磚組成的動物，如牛、獅子以及⻑著蛇頭鹿身獸爪的動物。黃褐色的浮

雕和藍色的背景對比鮮明，具有強烈的裝飾效果。王宮內牆也用彩色陶磚裝

飾，並鑲嵌著植物圖形和獅子圖案。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x5mrnoq.html



信望愛聖經工具

◎⻄元前604年巴比倫軍隊於迦基米施之役大捷後南下，掃蕩巴勒斯坦，猶大王

約雅敬⾂服於巴比倫。後來⻄元前601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與埃及法老尼哥

的軍隊對決，雙方傷亡慘重。巴比倫軍退回國內改組⼀年，於是約雅敬趁機背

叛。結果⻄元前598年巴比倫軍重返巴勒斯坦，配合附近的附庸軍隊攻入猶大

國，此時約雅敬去世、約雅⽄即位，猶大期待的埃及卻無力來救。

◎此時巴比倫就擄走第⼀批猶大⼈，包括但以理等⼈ 但 1:1。 巴比倫⼈攻打猶

大時，⾂服於巴比倫的國家就會⼀同出兵攻擊猶大。

◎ 24:3-4 記載了巴比倫軍隊擊敗猶大的背後原因是因為瑪拿⻄王的罪惡所引致。

24:4 「流無辜⼈的⾎」，也是指著瑪拿⻄王的罪惡。



哈1:2~4 所描寫的場景，可能是約雅敬統治的期間；約雅敬是由尼哥二世

（609~ 593B.C.）所立的並稱臣於埃及，同時接受宗主國極重的苛稅。約雅

敬並未因猶大的國恥。以及年年對埃及進貢的壓⼒，勤政治國奮發向上，反

⽽浪費⾦錢大興土⽊，強迫人⺠勞役，為自己建造新的宮殿，引起耶利米嚴

厲的指責（耶 22:13~19）。

對於父王約⻄亞曾推動的宗教社會改革，約雅敬絲毫不予尊重；竟然有⼈看

改革為錯誤的行動，並將隨後國家的災難，歸咎到改革本身（耶

44:17~18）。當宗教敗壞，異教風俗盛行，所帶出的結果就是社會的敗壞，

不公不義的事件盛行；先知向神質疑神為何靜默不語時，耶和華神向先知啟

示，祂將使用迦勒底⼈來執行祂對猶大的審判（哈 1:6）。

海外華⼈福音網 http://www.ocbf.ca/2012/devotion2015/article5693

尼哥⼆世後來把約哈斯帶回埃及，另立約哈斯的哥哥以利亞敬做王，並將他

改名為約雅敬。約雅敬在位期間並未因國勢的衰落而自卑歸向神，埃及王向

他榨取巨量的罰款銀子⼀百他連得、⾦子⼀他連得，約雅敬只得向百姓徵稅。

僅管百姓的擔子已經非常沉重，約雅敬還想建造雄偉的宮殿。在〈耶利米書〉



22章13-19節裡，神論約雅敬時，說：“那行不義蓋房，行不公造樓，白白

使用⼈的⼿工不給工價的，有禍了！他說：‘我要為自己蓋廣大的房、寬敞

的樓，為自己開窗戶，這樓房的護牆板是香柏木的，樓房是丹色油漆的。’

難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樓房爭勝嗎？你的父親豈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

公平和公義嗎？那時他得了福樂。他為困苦和窮乏⼈申冤，那時就得了福樂，

認識我不在乎此嗎？這是耶和華說的。”

約雅敬不僅叫⼈建宮殿，還讓⼈白白做工，不給工價；並且屈枉公正、欺壓

⼈⺠、殺害無辜。因此神說他死的時候，要像驢⼀樣，被拉出去扔在耶路撒

冷的城門之外。他在位時，猶大國飽受巴比倫、亞蘭、摩押和亞捫的侵略，

⺠不聊生。猶大國就像⼀根飄搖的蘆葦，在風中搖擺不已，隨時都有被折斷

的可能。而她的君王，卻仍⼀心注重享受和抓權，絲毫不以⺠生為念，不以

國事為要，更不尊神為大。

當約⻄亞王尋獲律法書時，立刻按著書上的話語去悔改遵行；但是當約雅敬

聽到耶利米寫的預言時，他卻拿刀把書卷割破，扔進火盆裏燒，直到全卷各

欄都⼀⼀燒掉為⽌。當時有三個首領懇求王不要燒毁書卷，王卻不聽（耶

36:20-24）。



對於父王約⻄亞曾推動的宗教社會改革，約雅敬絲毫不予尊重；竟然有⼈看

改革為錯誤的行動，並將隨後國家的災難，歸咎到改革本身（耶

44:17~18）。當宗教敗壞，異教風俗盛行，所帶出的結果就是社會的敗壞，

不公不義的事件盛行；先知向神質疑神為何靜默不語時，耶和華神向先知啟

示，祂將使用迦勒底⼈來執行祂對猶大的審判（哈 1:6）。



先知書_麥康維爾 P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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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版研讀本 聖經 P1789

哈巴谷 的主要神學議題

⼀、神和善良必然會得勝(⼆3)

⼆、罪惡中帶有毀滅的種子(⼆4~20)

三、義⼈必因信得生(⼆4)

四、以信心等待得勝的結局(三17~19)

神學議題： 哈巴谷是⼀位敢對神的作為質疑的先知，他心中的兩個疑問是為

何神對猶大的罪 孽置之不理，其次是比以色列⼈更不義的迦勒底⼈，如何能

成為神責罰的工具？簡單的 說他質疑公義的神，怎能容讓邪惡的存在？神如

能何在不仁不義的環境中，保持緘默？ 首先在哈 2:3 中，他說：「 因為這默

示有⼀定的⽇期、快要應驗、並不虛謊；雖然遲延、 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



到、不再遲延。」他學到歷史會邁向⼀個終點，在神認為適宜的 時間中公義

必得勝。其次在哈 2:12，他說：「以⼈⾎建城、以罪孽立邑的有禍了。」他

看 到生活在狂妄、流⼈⾎中的⺠族國家，他們驕傲的心態將是他們敗亡的原

因。接著在哈 2:4 中，他說：「 迦勒底⼈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因信

得生。」他明白靠著信心生 活，就能明白即使難以理解的事情，都掌握在神

的⼿中；追求屬靈的安全，才是⼈類生 活的幸福之道。哈巴谷瞭解儘管歷史

的謎語，永遠找不到理性的答案，但神是美善的， 祂的百姓因祂的救恩與力

量而喜樂；因為神聖善的永恆性，是⼀項永不改變的歷史事實。



天道研經_海富林 P 69

哈巴谷書說明了，首先，神會使用⼈⺠與國家來執行祂的審判，不管在⼈眼

中這 個審判是否公平，上帝終究會審判並逞罰惡者；其次，上帝在執行祂公

義的審判時，說 明了祂具有對全⼈類、對所有國家的統治權，惡⼈短暫的得

勢，絲毫不會影響上帝的治 權。最後唯有堅信上帝是道德的準則，才能接受

上帝奧秘的行動；這項行動必定帶來⼈ 類的拯救，激發⼈敬拜上帝的心9。

在哈巴古書中的基督；救恩這個字在本書共出現三次（哈 3:13~18），太

1:21 耶穌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當基督

再來時，這個世界將充 滿著認識上主榮耀的知識，好像⽔充滿洋海⼀般（哈

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