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燕红牧师
2019年6月30日

哈巴谷书





那鸿书

审判的对象：尼尼微

信息：亚述虽看似如日中天所向
披靡，无神能挡无人能敌，但耶
和华预言必速速将其全然毁灭并
为自己的百姓带来复兴。

信息预期发挥功效的对象：犹大

目的：鼓励犹大不要倚靠列强要
倚靠神，因为看似无人能敌的亚
述很快就要在神的审判中全然毁

灭。



西番雅书

审判的对象：万国万族

信息：所有恶者都必在
耶和华的日子被神除灭，
唯有谦卑的余民方能生
还。

信息预期发挥功效的对
象：犹大

目的: 鼓励犹大悔改顺
服神，作脱离审判的谦
卑余民。



哈
巴
谷
书

成书时间：公元前609-605之间
约雅敬王在位时期

信息对象：南国犹大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1:1）

哈巴谷开篇就被赋予“先知”的头衔不
像先知书更像哀歌

哈巴谷：“拥抱”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惟义人因
信得生。” (2:4)

被新约引用三次（罗
1:17，加3:11，希
10:38）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第一轮问答（1:1-11）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第二轮问答（1:12-2:20）

哈巴谷因信超越艰难处境而颂赞神 (3章)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God our Father has made all things depend on faith so that whoever 
has faith will have everything, and whoever does not have faith will have nothing.”
——Martin Luther (2011). “Martin Luther: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 p.58, Anchor

（“我们的父神将对他的信心作为一切的基础，以至于有信心的人便拥有一切，没
信心的人便一无所有。”——马丁.路德）



I.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第一轮问答（1:1-11）

1.  哈巴谷因百姓的罪而痛苦并质疑神(1:1-4）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I.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第一轮问答（1:1-11）

2. 神回应哈巴谷的质疑（1:5-11）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I.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第一轮问答（1:1-11）
• 信心使义人生发对罪的敏感为罪的哀痛

• 为自己的罪哀痛

• 为我们即将邀请的慕道友深陷罪中而哀痛

• 信心使义人在为罪哀痛中转向唯一能除去罪恶的神

• 神使用“巴比伦人”管教神的百姓

• 今天神如何管教我们？

• 审判是神为除去人的罪所赐下的恩典【审判是神国度降临前的阵痛，
消灭所有不悔改的罪人，洁净悔改的罪人（义人）。】



II.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第二轮问答（1:12-2:20）

1. 哈巴谷继续第二轮质疑神(1:12-17)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我要站在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向他诉冤或作回答所疑问的）”

（2:1）

“how I should answer 

when he counters my 

argument”——NET

“And how I may reply when 

I am reproved.”——NASV

II.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第二轮问答（1:12-2:20）

2. 哈巴谷将困惑卸给神后等候神的答复（2:1）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

•

•

•



2 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版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3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应验，并不虚谎。
虽然迟延，还要等候；
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4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
惟义人因信得生。
5迦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
不住在家中，
扩充心欲，好像阴间。
他如死不能知足，
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II.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第二轮问答（1:12-2:20）

3. 神给哈巴谷的答复(2:2-20)

……



第一个
“祸哉”：
杀人流血掳
掠他人财物
的有祸了
——

反被掳掠
（2:6-8）

第二个
“祸哉”：
指望积蓄不
义之财免灾
的有祸了
——

自害己命
(2:9-11)

第三个
“祸哉”：
以残暴和血
腥拓展疆土
的有祸了
——

所得一切
归于虚空
(2:12-13)

第四个
“祸哉”：
辱慢人的有

祸了
——

必被羞辱不
得荣耀

(2:15-17)

第五个
“祸哉”：
雕刻和倚靠
偶像之人有

祸了
——

偶像毫无
功用

(2:18-20)

II.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第二轮问答（1:12-2:20）

3. 神给哈巴谷的答复(2:2-20)

• 用五个祸哉的诗歌宣告了对巴比伦的审判（2:6-20）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用五个祸哉的诗歌宣告了对巴比伦的审判（2:6-20）
“6 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2:6）

祸哉——祸哉——祸哉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2:14）

——祸哉——祸哉

• 巴比伦的倾覆：BC539

• 启示录18章预言了巴比伦（代表抵挡神的世界）的倾覆

• 启示录19:1-3 万国万族的义人为巴比伦倾覆向神献上的哈利路亚赞美诗

II.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第二轮问答（1:12-2:20）

3. 神给哈巴谷的答复(2:2-20)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 我们对神使用比我们更恶的“巴比伦人”管教我
们感到困扰吗？

• 我们如何挪去困扰？
• 哈巴谷屏息静听神对他的回答

“4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
惟义人因信得生。”(2:14)

祸哉——祸哉——祸哉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
满洋海一般。”(2:14）
祸哉——祸哉 (2:19）

“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
前肃敬静默。”(2:20）

II.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第二轮问答（1:12-2:20）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III. 哈巴谷因信超越艰难处境而颂赞神(3章) 

1. 哈巴谷对神的敬畏和祈求(3:1–2)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3:2 LORD, I have heard the report of 
what you did; I am awed, LORD, by 
what you accomplished. In our time 
repeat those deeds; in our time reveal 
them again. But when you cause 
turmoil, remember to show us mercy! 



III. 哈巴谷因信超越艰难处境而颂赞神(3章) 

2.神以向哈巴谷显现的方式回应哈巴谷的祈求 （3:3-15）
——新出埃及神荣耀的显现 (3:3–7)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3神从提幔而来；
圣者从巴兰山临到。

(细拉）
他的荣光遮蔽诸天；
颂赞充满大地。

4他的辉煌如同日光；
从他手里射出光线，
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5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6他站立，量了大地，
观看，赶散万民。
永久的山崩裂；
长存的岭塌陷；
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

7我见古珊的帐棚遭难，
米甸的幔子战兢。



III. 哈巴谷因信超越艰难处境而颂赞神(3章) 

3.神以向哈巴谷显现的方式回应哈巴谷的祈求 （3:3-15）
——神在全地施行审判彰显的威严大能 (3:8–15)

4. 哈巴谷生命被神提升后的颂赞 (3:16–19)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16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战兢，嘴唇发颤，
骨中朽烂；
我在所立之处战兢。
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
犯境之民上来。

17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18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因救我的神喜乐。

19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这歌交与伶长，用丝弦的乐器。



“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
第一轮问答（1:1-11）

哈巴谷因信与神之间的
第二轮问答（1:12-2:20）

哈巴谷因信超越艰难处
境而颂赞神 (3章) 

17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18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因救我的神喜乐。

19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这歌交与伶长，用丝弦的乐器。
（3:17-19）



圣 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