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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摩司书1:11

阿摩司书

简介

1⼤地震之前两年，在乌⻄雅做犹⼤王、耶罗波安做以⾊列王期间，提哥
亚城的⼀个牧⼈阿摩司在异象*中得到有
关以⾊列的信息。以下是阿摩司的话。
2主犹如狮⼦，从锡安†发出怒吼，
从耶路撒冷发出雷鸣般的轰响。
牧⼈的草场枯萎了，
迦密⼭‡的⼭顶⼀⽚⼲枯焦⻩。

对亚兰的惩罚
3主说:
“⼤⻢⼠⾰¶⼈⼀再犯罪，
我⼀定要惩罚他们，
因为他们曾像⽤铁制的打⾕⼯具打粮⾷
那样毁灭了基列⼈。

4因此，我要降⽕在哈薛王§戒备森严的
禁城⾥，

彻底烧掉便哈达王**的宫殿。
5我要折断⼤⻢⼠⾰††城门的门闩，
废掉亚⽂平原‡‡和伯伊甸¶¶的王者，
把亚兰⼈放逐到吉珥去。”
主这样宣布了。

对⾮利⼠的惩罚
6主说:
“迦萨⼈多次犯罪§§，
我⼀定要惩罚他们。
因为他们竟掳⾛所有的⼈，
把他们卖给以东*⼈为奴。
7因此，我要降⽕在迦萨的城墙上，
彻底烧毁它的城堡。
8我要废掉亚实突†和亚实基伦‡的王
者，

反复惩罚以⾰伦¶，
剩下的⾮利⼠⼈也都不得活命。”
主上帝这样宣布了。

对推罗的惩罚
9主说:
“推罗⼈⼀再犯罪，
我⼀定要惩罚他们。
因为他们不顾兄弟间的盟约，
竟然掳⾛所有的⼈，
把他们卖给以东⼈为奴。
10因此，我要降⽕在推罗的城墙上，
彻底烧毁它的城堡。”

对以东⼈的惩罚
11主说:

*1:1异象类似梦，上帝借此对⼈们讲话。
†1:2锡安耶路撒冷建在此⼭的东南地区，有时也指住在耶路撒冷的上帝的⼦⺠。
‡1:2迦密⼭北以⾊列的⼀座⼭。此名意为“上帝的葡萄园，”表⽰那曾是⼀座⾮常肥
沃的⼭。
¶1:3⼤⻢⼠⾰亚兰（亚述）的⾸都。
§1:4 哈薛王 亚兰（叙利亚）的国王。他谋杀了哈达篡夺王位。⻅《列王纪下》
8:7。
**1:4 便哈达王便哈达王⼆世，哈薛的⼉⼦，亚兰（叙利亚）的国王。⻅《君王纪
下》13:3。
††1:5⼤⻢⼠⾰亚兰的⾸都。
‡‡1:5 亚⽂平原此名在希伯来⽂中发⾳像“邪恶⼭⾕。”可能是个真的地⽅或者是侮
辱⼤⻢⼠⾰的⼀个名字。
¶¶1:5 伯伊甸此名在希伯来⽂中发⾳像“欢乐之居。”可能是个真的亚兰城市或者是
侮辱⼤⻢⼠⾰的另⼀个名字。
§§1:6多次犯罪直译为“三番四次地…”表⽰⼈们犯了许多罪。
*1:6以东以⾊列东南部⼀个⺠族。
†1:8亚实突⾮利⼠的另⼀个重要城市。
‡1:8亚实基伦⾮利⼠的另⼀个重要城市。
¶1:8以⾰伦⾮利⼠的另⼀个重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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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再犯罪，我⼀定要惩罚他们。
因为他们以⼑剑追逼他们的兄弟，
杀害他们的盟友，
像狂怒的野兽⼀样不停地撕咬，
不肯⽌息他们的怨⽓。
12因此，我要降⽕在提幔*城上，
彻底烧毁波斯拉†的宫室。”

对亚扪⼈的惩罚
13主说:
“亚扪⼈‡⼀再犯罪，
我⼀定要惩罚他们。
因为他们为扩张领⼟⽽征伐的时候，
竟在基列剖开孕妇的肚⼦。
14因此，我要降⽕在拉巴¶的城墙上，
彻底烧毁它的城堡。
在那争战的⽇⼦⾥必有众多的呐喊，
在那暴⻛骤⾬的⽇⼦⾥必有狂暴的旋
⻛。

15我要使它的君王和⼤⾂都被掳⾛。”
主这样宣布了。

对摩押⼈的惩罚

2主说:“摩押⼈§⼀再犯罪，
我⼀定要惩罚他们，
因为他们竟把以东王的骸⾻烧成了灰
烬。

2因此，我要降⽕在摩押地，
彻底烧毁加略**的城堡，
摩押将在争战的呐喊声和号⾓声中灭
亡。

3我必废掉它的王者，
处死他所有的⼤⾂。”
主这样宣布了。

对犹⼤⼈的惩罚
4主说:

“犹⼤⼈⼀再犯罪，
我⼀定要惩罚他们。
因为他们拒绝主的管教，
不守主的律法。
他们的祖先也曾追随虚妄，
假先知把他们引⼊了歧途。
5因此，我要降⽕在犹⼤地，
彻底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

对以⾊列⼈的惩罚
6主说:
“以⾊列⼈⼀再犯罪，
我⼀定要惩罚他们。
因为他们竟为⼀点银⼦卖了⽆辜的好
⼈，

为了⼀双鞋卖了穷⼈。
7他们把⽆助的⼈踏⼊尘⼟，
推开需要帮助的⼈。
他们⽗⼦与同⼀个⼥⼦⾏淫，
玷污了我的名。
8他们竟随便在任⼀个祭坛旁铺开从穷⼈
那⾥拿来抵债的⾐服，

躺在上⾯睡觉，
他们竟在上帝的殿宇⾥喝罚来的酒。
9 “以⾊列⼈啊！
我曾亲⾃消灭了你们⾯前的亚摩利⼈。
尽管他们像⾹柏树那样⾼⼤，
像橡树那样强壮，
我仍然彻底消灭了他们。
10我亲⾃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
在旷野⾥带领了你们四⼗年，
⼜把亚摩利⼈的⼟地赐给了你们。
11我在你们的后代中拣选了先知，

*1:12提幔以东北部地区的⼀座城。
†1:12波斯拉以东南部地区的⼀座城。
‡1:13亚扪⼈罗得的⼉⼦便亚⽶的后代。⻅《创世记》19:38。
¶1:14拉巴亚扪⼈的⾸都。
§2:1摩押⼈摩押是以⾊列东部的⼀个国家，摩押⼈是罗得⼉⼦摩押的后代。⻅《创
世记》19:37。
**2:2加略摩押的⼀座城，可能是摩押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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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你们最优秀的⻘年中培养了拿细⽿
⼈*。

难道不是这样吗？
12然⽽，你们却指使拿细⽿⼈喝酒，
不准先知演说预⾔。”
13 “现在，你们在我的重荷下悲伤叹息，
就像载满庄稼的⻋⼦压过⼀样。
14敏捷的⼈跑不掉，
有⼒的⼈挣不脱，
军⼠⾃⾝难保，
15⼸箭⼿⽴不住脚，
善跑的⼈逃不开，
⻜驰的骑⼠也难逃活命。
16那时，最骁勇的战⼠也会丢掉武器，
仓惶逃遁。”
主这样宣布了。

警告以⾊列⼈

3以⾊列⼈啊，听听主对你们，对他从埃及领出来的这个家族的谴责吧:
2 “在世上的万族之中，
我只拣选了你们，
但你们却背叛了我，
因此，我要因你们的这⼀切罪惩罚你
们。”
以⾊列⼈受惩罚的原因

3两个⼈不同⼼，
会⾛到⼀起吗？
4狮⼦没有发现猎物，会在林中咆哮吗？
壮狮⽖下空⽆⼀物，会在洞中怒吼吗？
5地上没有诱饵，⻜⻦会⾃投罗⽹吗？
⽹中⼀⽆所获，机关会⾃⾏弹起吗？
6号声报警，城中的居⺠会不惊恐吗？
如果不是主的旨意，灾难会降临城中
吗？

7⾄⾼的主⽆论做任何事情，
都必定把他的计划显⽰给他的仆⼈众先
知。

8狮⼦怒吼了，谁能不怕？
主发话了，谁能不说预⾔？

9告诉埃及王宫和亚实突王宫⾥的⼈们:
“你们集合到撒玛利亚周围的⼭上去，
看看城⾥是何等的混乱，
看看⼈们在怎样互相欺诈！”
10主说:
“他们不在乎⾏为是否正直，
他们的宫殿⾥堆满了⽤暴⼒抢来的财
物。”

11因此，⾄⾼的主说:
“仇敌将围攻你们的国⼟，
摧毁你们的防线，
把你们的宫室劫掠⼀空。”
12主说:
“如同牧⽺⼈从狮⼦的嘴⾥抢回两条⽺腿
或⼀截⽿朵，

撒玛利亚的以⾊列⼈的‘得救’也不过像捡
回躺椅的⼀⾓或床腿的⼀块碎⽚。”

13全能的主说: “听着，你们要如此警
告雅各家族（以⾊列）:
14 “当我惩罚以⾊列的罪时，
我将捣毁伯特利†的祭坛，
砍掉祭坛的⾓，
把它们扔在地上。
15我将毁掉他们的冬宫和夏宫，
毁掉他们⽤象⽛装饰的房屋和⾼⼤的房
屋。”

爱享受的⼥⼈

4撒玛利亚⼭上的贵妇啊，你们听着！
你们像巴珊的⺟⽜‡，
压迫穷⼈，欺负弱者，
吩咐⾃⼰的丈夫:
“给我拿喝的来！”
2因此，⾄⾼的主指着⾃⼰的圣洁发誓:
“那⼀天⼀定要来，
有⼈将像钓⻥⼀样⽤钩⼦把你们统统拉
⾛，

3⼀个个径直拖出墙洞，
扔出城外，
赶到哈门那边去。”

*2:11拿细⽿⼈和上帝定下特殊契约的⼈。此名来源希伯来⽂，意为“被分离。”
†3:14伯特利以⾊列的⼀个城镇。此名意为“上帝的居所”。
‡4:1巴珊的⺟⽜此意喻撒玛利亚有钱的⼥⼈。巴珊是约旦河东部⼀个地⽅，以产公
⽜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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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这样宣布了。
4 “以⾊列⼈啊！你们到伯特利去犯罪
吧！

你们到吉甲*去任意犯罪吧！
你们可以每天早晨就献上你们的祭物，
每三天献上你们所得的⼗分之⼀。
5任你们把有酵的饼献作感恩祭，
任你们炫耀你们的⾃愿祭，
因为你们所喜爱的就是如此。”
6主说:
“因此，我把饥荒降到你们所有的城镇
⾥，

使你们处处缺粮，
但你们仍不归依我。
7我在收割前三个⽉就不降⾬⽔，
或在这城降⾬⽽在那城不降⾬，
或使这块⽥有⾬⽽那块⽥⼲枯。
8两三个城的居⺠要步履艰难地凑到⼀个
城去取⽔，

⽽且⽔还不⾜，
但你们仍不归依我。
9 “我⼀再降下热⻛和霉病，
使你们的菜园和葡萄园中⼀⽚枯萎，
我差蝗⾍为害你们的⽆花果树和橄榄
树，

但你们仍不归依我。
10 “我像当年惩罚埃及⼀样在你们当中降
下瘟疫，

⼜使你们的⻘年死于战场，
你们的⻢匹被⼈掳⾛，
你们营中的死⼫臭⽓冲⿐，
但你们仍不归依我。
11 “我像当年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
那样在你们中间施⾏毁灭，
使你们像从⽕堆中抽出的烧焦的柴，
但你们仍不归依我。
12 “所以，我要惩罚你，以⾊列！
⾯对我—你们的上帝！”
13主造了⼭，造了⻛，
他把他的意志显⽰给⼈，

他把晨光变为幽暗，
他⾏⾛于万⼭之巅。
他的名是主—全能的上帝。

为以⾊列⼈唱的挽歌

5以⾊列⼈啊，你们听着，这是我为你们唱的挽歌:
2 “处⼥以⾊列跌倒了，
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她被遗弃在⾃⼰的⼟地上，
没有⼈帮助她重新站起。”
3⾄⾼的主说:
“⼀千名勇⼠出城为以⾊列⽽战只能回来
⼀百⼈，

⼀百⼈出战只能回来⼗⼈。”
主⿎励以⾊列重新归回

4主对以⾊列⼈说:
“只有寻求我，
你们才能⽣存。
5不要去伯特利，
不要去吉甲，
也不要去别是巴‡。
因为吉甲⼈必将被掳⾛，
伯特利也将归于毁灭。”
6到主的⾝边来吧，
这样你们才能⽣存。
否则，他就要像⽕⼀样扑向约瑟的后
代，

烧掉伯特利，
没有⼈能将它扑灭。
7你们这些把公正变成屈辱，
弃正义于不顾的⼈要有祸了！
8‒9上帝造了昴星和参星¶，
是他使幽暗变为光明，
使⽩昼变为⿊夜；
是他聚集⼤海的⽔，
再倾倒在⼤地上；
是他摧毁世上的强者，
使他们的城堡沦为废墟。

*4:4伯特利，吉甲以⾊列⼈崇拜的地⽅，当时他们在此处向假神敬拜。
†4:11所多玛和蛾摩拉那⾥的⼈很邪恶，所以上帝毁灭了这两座城。
‡5:5伯特利，吉甲，别是巴古⼈在此崇拜。亚伯拉罕和雅各在这些地⽅建了祭坛。
但是上帝告诉以⾊列⼈到耶路撒冷的⼤殿去崇拜他。
¶5:8-9昴星和参星著名的两个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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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是主！
以⾊列的罪

10你们仇恨在城门⼝斥责不义的⼈，
你们厌恶讲说公道的⼈，
11你们欺压穷⼈，强取豪夺，
所以，你们虽然建造了优雅的⽯砌楼
房，

却住不进去；
虽然培植了美丽的葡萄园，
却喝不到它出产的酒。
12因为我深知你们的逆⾏之多，
也深知你们的罪恶之重。
你们收受贿赂，压制正义，
在法庭上冤屈穷困⽆助的⼈。
13邪恶的世⻛使智者都沉默不⾔。
14你们要追求善良，
摒弃邪恶，
这样，你们才能有⽣路，
全能的主才会像你们所希望的那样与你
们同在。

15你们要弃恶从善，主持公道，
这样，全能的主或许会怜悯约瑟残存的
⼦孙。

忧伤的⽇⼦来临
16⾄⾼的主—全能的上帝说:
“所有的⼴场上都将哭声号啕，
所有的街道上都将哀声不绝，
农夫和陪哭的⼈都跟着⼀起⼤放悲声。
17哭声将遍及所有的葡萄园，
因为我就要经过你们中间了！”

主的审判⽇
18等候主⽇来临的⼈要有祸了！
为什么你们要想望主的⽇？
它对于你们只有⿊暗，没有光明。
19就像⼀个⼈躲过了狮⼦，
⼜碰上了熊；
他回到家⾥，刚把⼿靠在墙上，
⼜遭蛇咬。
20主的⽇是个⿊暗忧伤的⽇⼦，

没有⼀丝光明。
主拒绝以⾊列的崇拜

21主说: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
不能接受它们，
我不欣赏你们的宗教聚会。
22即使你们献上烧化祭*和素祭，
我也不接受，
我甚⾄不屑于看你们作为平安祭献上的
肥畜。

23让你们嘈杂的歌声远离我，
我也不会听你们弹奏的琴声。
24只愿公正能像⼤河滚滚⽽流，
正义能像江河⻓流不息。
25以⾊列⼈啊，在旷野⾥流浪的四⼗年
间，

你们可曾向我奉献过祭牲和祭品？
26但现在，我将让你们带着你们造的那
些偶像—

你们的王撒固神和神明之星迦温神，
27我要把你们放逐到⼤⻢⼠⾰以外的地
⽅去。”

主这样宣布了，全能的上帝是他的名。
以⾊列的好时光被夺⾛

6你们这些在锡安和撒玛利亚享受安逸的⼈要有祸了！
你们⾃以为是列国之⾸的权贵，
以⾊列⼀族要仰你们的⿐息。
2你们去甲尼城†，
然后到⼤哈⻢城‡，
再南下⾮利⼠⼈的迦特城，
哪⼀个不⽐你们强盛？
哪⼀个领⼟不⽐你们⼴⼤？
3你们这些使暴政临近，
却以为降罚的⽇⼦还远的⼈要有祸了！
4你们这些躺在象⽛床上，
靠在安乐椅上，
吃着嫩⽜肥⽺的⼈要有祸了！
5你们这些模仿⼤卫王弹琴唱歌，
谱曲⾃娱的⼈要有祸了！

*5:22烧化祭也译为“燔祭”。
†6:2甲尼城叙利亚北部⼀座很强⼤的城市。
‡6:2哈⻢城叙利亚⼀座很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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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们这些只知⽤⼤碗喝酒，
⽤上等的油抹⾝，
却毫不为约瑟家族的没落哀伤的⼈要有
祸了！

7因此，他们将⾸先被掳⾛，
他们的葬礼庆典和安逸宴乐就此成空。
8⾄⾼的主—全能的上帝曾指着⾃⼰发
誓，他宣布:
“我憎恶以⾊列的傲慢，
我厌弃他们的宫殿。
我要把他们的城和其中的⼀切都交给他
们的仇敌。”

以⾊列⼈将所剩⽆⼏
9⼀幢房⼦⾥即使只剩下⼗个⼈，这
⼗个⼈也都必将死亡。 10当死者的⾄
亲和其他亲属来拖⼫⾸的时候，有⼈问
屋⼦⾥最远处的⼈: “你那⾥还有死⼈没
有？”那⼈答道: “没有了。”*问话的⼈打
断他说: “嘘，我们不可提主的名字。”
11看啊，主就要发命令了！
他要把豪门压得粉碎，
把⼩户也撕成碎⽚。
12⻢能在悬崖上奔跑吗？
⽜能在海洋⾥耕⽥吗？
⽽你们却把公正变成毒药，
使正义的果实变苦。
13那些在罗底巴†沾沾⾃喜的⼈要有祸
了！

他们⾃夸:
“我们不是以⾃⼰的⼒量征服了加宁‡了
吗？”

14因为全能的主是这样说的:
“看啊，以⾊列⼈，
我要兴起异族⼈来攻打你们，
他们将在北起哈⻢隘⼝，
南⾄亚拉伯河的地域⾥蹂躏你们。”

蝗⾍的异象

7主上帝让我看到⼀种景象: 正当王室的早秋作物已经收割，晚秋作物刚刚

出⼟的时候，主造了⼀群蝗⾍。 2在蝗⾍
吃尽地上所有的⻘草之前，我说: “主上
帝啊，求您饶恕我们！雅各这样弱⼩，
怎么经受得住？”
3于是，主改变了⼼意，说: “这灾祸不
会发⽣了！”

⽕的异象
4主上帝⼜让我看⻅⼀种景象: 他让⽕
像⾬⼀样降下，烧⼲了深渊，⼜开始吞
没⼤地。 5我说: “主上帝啊，求您住⼿
吧！雅各这样弱⼩，怎么经受得住？”
6于是，主改变了⼼意，说: “这灾祸不
会发⽣了！”

铅垂线的异象
7主⼜让我看⻅另⼀种景象: 他站在⼀
堵按铅垂线砌就的墙旁边，⼿⾥拿着铅
垂线。 8主问我: “阿摩司，你看⻅了什
么？”
我说: “⼀根铅垂线。”
主对我说: “瞧，我要在我的以⾊列⼦
⺠中间挂起铅垂线，我不再宽容他们的
欺骗⾏为。 9我要夷平以撒的邱坛¶，毁
掉以⾊列的圣处；我要攻击耶罗波安王
室，让他们都将死在我的剑下。”

亚玛谢想阻⽌阿摩司
10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派⼈向以⾊列
王耶罗波安送信说: “阿摩司竟在以⾊列
的中⼼阴谋反对你，他的⾔论为国法所
不容。 11阿摩司说: ‘耶罗波安将死于⼑
下，以⾊列⼈必将从他们的国⼟上被掳
⾛。’”
12亚玛谢对阿摩司说: “你这先知还是
回犹⼤地去说预⾔糊⼝吧！ 13这⾥是宫
廷圣殿，是王的圣所，不准你再在伯特
利演说预⾔。”
14阿摩司答道:“我既不是先知，也不是
先知的门徒，我不过是养牲畜的⼈，也
看管⽆花果树。 15但是，主拣选了我，

*6:10没有了回答可能是: “没有了，祝福主。”但那⼈没把话说完。
†6:13罗底巴⼀个地⽅的名字，意为“没有什么”。
‡6:13加宁⼀个地⽅的名字，意为“⾓”，⾓在此意为⼒量的象征。
¶7:9邱坛崇拜上帝或假神的地⽅。这些地⽅常在⼭上或⼭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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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我继续看管⽺群。他对我说: ‘去吧，
去演说预⾔儆戒我的以⾊列⼦⺠。’
16 “亚玛谢啊，你现在要听听主的话。
你说: ‘不准演说预⾔危害以⾊列，不准传
播对以撒家族不利的话。’
17 “但主说:
‘你的妻⼦将成为城⾥的娼妓，
你的⼉⼥将死于⼑下，
别⼈将⽠分你的⽥地，
⽽你本⼈将客死他乡*。
以⾊列⼈必定要从他们的国⼟上被掳
⾛。’”

成熟的⽔果的异象

8⾄⾼的主⼜让我看⻅了⼀种景象: 我看到⼀筐夏天的⽔果。
2主问我: “阿摩司，你看⻅了什么？”
我答道: “⼀筐夏天的⽔果。”
主对我说: “我的⼦⺠以⾊列⼈的末⽇
到了。我将不再宽恕他们的罪。 3那⼀
天，宫廷⾥的歌声将变为哀号，⼫横遍
野。寂静之中，⼈们将死⼫堆成了堆。”

以⾊列的商⼈只对赚钱感兴趣
4听着，你们这些欺压穷⼈，
把他们逼得⾛投⽆路的⼈啊！
5你们这些商⼈说:
“新⽉节†快点过去吧，
好让我们能去卖粮⾷；
安息⽇快点结束吧，
好让我们打开粮仓做⽣意。
我们可以⽤⼩⽃量⽶，
⽤⼤秤收银，
⽤假天平去骗⼈。
6我们要卖掉从仓底扫起的坏⻨⼦，
我们要让还不起债的穷⼈给我们卖⾝为
奴，

即便那债只值⼀双鞋的价钱。”
7主许下诺⾔，他指着雅各引为荣耀的
名许下这个诺⾔:
“我决不会忘记他们的种种恶⾏。
8⼤地要为此震动，

地上的居⺠要为此悲哀，
⼤地上的⼀切都要像尼罗河⽔⼀样起伏
不停。”

9主上帝说:
“那⼀天，我要使太阳在正午落下，
让⼤地在⽩昼⼀⽚⿊暗；
10我要使你们的节⽇变成哀伤的⽇⼦，
使所有的歌声变成哀歌；
我要使你们披上⿇⾐，
剃光头发，就像为死去的独⼦伤⼼⼀
样。

那将是悲惨的⼀天。”
对主的话的渴望

11⾄⾼的主说:
“看啊，时候就要到了！
我要向这块⼟地降下饥荒。
这不是对⾷物和⽔的饥渴，
⽽是对主的话的渴望。
12他们从地中海找到死海，
从北⽅都找到东⽅。
他们到处寻求主的旨意，
可是却找不到。
13那时，美丽的少⼥和少男将因饥渴⽽
昏乱。

14那些曾指着撒玛利亚‡的罪起誓的⼈
啊，

你们说:
‘但哪，我指着你永⽣的神明起誓。’
或者说:
‘我指着别是巴永⽣的神明起誓。’
你们将倒下去，永远不能再起。”

主站在祭坛边的异象

9我看⻅主站在祭坛旁。主说:“我要击打柱顶，
使整个建筑为之震动；
我要推倒柱⼦，
砸在所有的⼈的头上；
我要⽤剑杀死其余的⼈，
没有⼀个能幸免，
没有⼀个能逃脱。

*7:17他乡直译为“不洁。”
†8:5新⽉节希伯来⽉的第⼀天。在这些⽇⼦举⾏特殊的聚会来崇拜上帝。
‡8:14撒玛利亚⾦⽜犊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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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们⼊了地，
我把他们揪出来；
他们上了天，
我把他们拉下来；
3他们逃到迦密⼭*⼭顶，
我要把他们搜出来；
他们躲到海底，
我要叫海怪咬他们。
4即使他们像牲畜⼀样被仇敌掳⾛了，
我也要让他们在那⾥死于⼑下。
我时时看着他们，
不是为了赐福，⽽是要惩罚他们。”

惩罚将毁灭⼈类
5我的主是全能的主。
他碰⼀碰⼤地，
⼤地就变了形，
整个⼤地像尼罗河⽔⼀样上下起伏，
地上的居⺠都恐惧万分。
6主在天上建造居所，
以穹苍覆盖⼤地。
他聚集⼤海的⽔，
再倾倒在⼤地上。
他的名是主。

主应许灭绝以⾊列
7主说:
“以⾊列⼈啊，对我来说，
你们跟古实⼈没有什么不同。
我把你们领出埃及，
同样也把⾮利⼠⼈领出迦裴托，
把亚兰⼈领出吉珥。
8我察看有罪的国，
将它从地上灭绝，
但我不会将雅各家族灭绝净尽。
9看啊，我要发出命令，

把以⾊列⼈分散到列国中去，
就像把⾕粒放在筛⼦⾥颠簸，
没有⼀粒⽯⼦能够透过筛⼦落到地上。
10我的⼦⺠中间那些说‘灾难不会临到我
们’的罪⼈，

都将死在⼑剑之下！
上帝应许振兴以⾊列国

11 “那时，我要复兴衰微的⼤卫王室，
我要修葺城墙的缺⼝，
重建被毁的建筑物，
使它⼀如往昔，
12让它能够征讨残余的以东⼈和本应属
于我的所有国家。”

主这样宣布了，
他⽴志要实现这⼀切。
13主说:
“时候就要到了！
播种的⼈将催促收割的⼈，
踹酒的⼈在播种季节到来的时候还在踹
酒。

所有的⼭岗都将流淌新酒，
这酒将浸透群⼭。
14我将复兴我的以⾊列⼦⺠。
他们将重建城市，
住在其中；
栽种葡萄园，
喝⾃⼰酿造的酒；
培育果⽊园，
吃⾃⼰⽣产的果实。
15我要我的⼦⺠栽种在他们⾃⼰的⼟地
上，

他们再也不会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被
拔除。”

主—你们的上帝这样宣布了。

*9:3迦密⼭很适宜种植物的⼭区。此名为“上帝的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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