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本
Language: 普通话 (Mandarin)
Provided by: Bible League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Copy
Taken from the Chinese Easy-To-Read Version © 1999, 2015 by Bible League
International.
PDF generated on 2017-08-22 from source ﬁles dated 2017-08-22.
bdb32995-f4ba-56e2-91a0-dc951ee9a4e2
ISBN: 978-1-5313-1304-3

1

⻄番雅书
以下是亚们的⼉⼦约⻄亚做犹⼤王期

1 间，主给⻄番雅的默⽰。⻄番雅是古
⽰的⼉⼦，古⽰是基⼤利的⼉⼦，基⼤
利是亚玛利雅的⼉⼦，亚玛利雅是希⻄
家的⼉⼦。
主审判⺠众的⽇⼦
2 主说: “我要彻底毁灭地上的万物，

3 我要毁灭⼈类、⾛兽、空中的⻜禽和海

中的⻥类，
我要剪除⼀切恶⼈和导致他们犯罪的事
物，
我要从⼤地上灭绝全⼈类。”
主这样宣布了。
4 主说: “我要伸出我的⼿去惩罚犹⼤和耶
路撒冷的居⺠，
我要彻底除掉那些还在崇拜巴⼒的⼈，
使他们再也不能拿迦南⼈的祭司跟以⾊
列⼈的祭司相提并论。
5 我要灭绝那些在屋顶上拜星的⼈，
和那些既在主的⾯前发誓敬拜，
却⼜奉⽶勒公*的名发誓的⼈。
6 我要灭绝所有不追随主、不寻求主、不
求告主的⼈。”
7 你们要在⾄⾼的主的⾯前保持静默，
因为主的⽇就要降临了。
他已经准备好了他的祭物，
也已经使他选召来的⼈分别为圣。
8 主说: “到了我—你们的主享祭的⽇⼦，
我将惩罚王公贵戚和所有穿异族服装的
⼈。
9 在那⼀天，我必惩罚那些在门槛上跳
跃，
和以强暴欺诈充斥他们的主的居所†的
⼈。”
10 主 说: “那 时， ⻥ 门 将 传 出 呼 救 的 声
⾳，
新区将传出绝望的哀号，
耶路撒冷周围的⼭上都传来建筑物倒塌
的巨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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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玛⾰提施的居⺠啊，你们哀哭吧，

因为你们这些豪商巨贾都将⾯临灭顶之
灾了。
12 那时，我要点起灯在耶路撒冷搜寻，
我要惩罚那些⾃以为是的⼈。
他们在⼼⾥说:
‘主既不会降福，也不会降祸。’
13 他们的财产将被抢劫，
他们的房⼦将被摧毁。
他们造了房⼦，⾃⼰却住不进；
他们栽种葡萄园，⾃⼰却喝不到出产的
酒。”
14 主的伟⼤的⽇⼦临近了，
⻢上就要降临了！
主⽇的喧嚣是惨厉的，
即便勇⼠也要为之胆战。
15 那将是忿怒的⽇⼦，
是充满苦难和灾祸的⽇⼦，
是摧残和毁灭的⽇⼦，
是⿊暗和悲苦的⽇⼦，
是愁云密布的⽇⼦。
16 那⼀天将响起号声和战⽃的呐喊，
是进攻设防的城市和⾼⼤的塔楼的⽇
⼦。
17 主说: “我将降灾在⺠众的⾝上，
他们将像盲⼈⼀样摸索⾏路。”
由于犹⼤⼈得罪了主，
他们的⾎要像灰尘⼀样泼撒满地，
他们的⼫体犹如遍野的粪⼟。
18 他们的⾦银财富也救不了他们的命。
在主发怒的⽇⼦⾥，
在他妒嫉的怒⽕中，
整个世界都将被毁灭。
他将彻底消灭世上所有的⼈。
上帝要⺠众改变他们的⽣活
1‒2 不知羞耻的⺠众啊，

2 快集合起来吧。

趁主发怒的⽇⼦还没有到来，
趁主的烈怒还没有临到你们，
趁你们还没有像糠秕⼀样被卷⾛，
快集合起来吧！
3 所有谦卑的和维护主的正义的⼈啊，

⽶勒公 亚扪⼈的神。
主的居所 意为⼈们崇拜上帝或假神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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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寻求主，
要寻求正直和谦卑。
这样，在主发怒的⽇⼦，
或许你们可以逃脱。
主将惩罚以⾊列的邻邦
4 迦萨城将被遗弃，

亚实基伦将被毁灭，
亚实突⼈将在昭昭天⽇下被赶⾛，
以⾰伦⼈将被灭绝。
5 基利提⼈啊，你这沿海⽽居的⺠族要有
祸了！
迦南啊，你这⾮利⼠⼈之地将被毁灭，
你们将⽆⼀幸免！
6 沿海之地将变成牧场，
那⾥有牧⼈的营盘和⽺群的栅栏。
7 它将归属犹⼤的遗⺠。
他们⽩天在那⾥放⽺，
晚上在亚实基伦的房屋⾥憩息。
因为主—他们的上帝眷顾他们，
他要把他们失去的⼀切还给他们。
8 全能的主—以⾊列的上帝说:
“我听⻅了摩押⼈的嘲笑和亚扪⼈的辱
骂。
他们侮辱我的⼦⺠，
窥视他们的⼟地。
9 所以，我指着我的永⽣发誓:
摩押和亚扪⼀定要像所多玛和蛾摩拉*⼀
样被毁灭。
它们的国⼟将永远成为满布刺草和盐坑
的荒废之地。
我的遗存的⼦⺠将掠夺他们，
并把他们的⼟地据为⾃⼰的产业。”
10 这就是他们现在狂傲⾃⼤的下场，
因为他们侮辱和嘲笑了全能的主的⼦
⺠。
11 他们将会惧怕主，
因为主要除灭⼤地上的⼀切神明，
让所有⼈都在各⾃的⼟地上，
从遥远的海岸边，向他敬拜。
12 主 说: “你 们 古 实 ⼈ 也 要 死 在 我 的 ⼑
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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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将把⼿伸向北⽅。

他将毁灭亚述，
他要使尼尼微城成为荒凉⼲旱的旷野，
14 成为牲畜和各类野兽躺卧的地⽅。
猫头鹰栖息在废弃的⽯柱上，
窗户⾥不时传出它的啼号；
乌鸦蹲在门槛上嚎叫，
上⾯的⾹柏⽊已经裸露剥落。
15 每⼀个过路⼈都会惊愕地挥⼿叹息，
难道这就是那往⽇充满欢乐的城？
难道这就是那安居⽆忧的城？
它曾经⾃夸: “我在世上⽆与伦⽐！”
如今怎么竟成了野兽躺卧的荒芜之地？
耶路撒冷的未来
耶路撒冷啊，你这叛逆的污秽的城！
你欺压别⼈，
2 不听从命令，
不领受教诲，
不信仰主，
不亲近⾃⼰上帝。
3 你的⾸领们像咆哮的狮⼦，
你的法官们像夜间的豺狼，
他们贪得⽆厌，
连⼀根⾻头都不留到早晨。
4 先知†们既傲慢⼜诡诈；
祭司们亵渎圣物，歪曲律法。
5 但住在这⾥的主是正直的，
他绝不做不义的事。
每天早晨，他都显明他的公义，从不间
断。
但邪恶的⼈毫不知耻。
6 主说: “我除灭了列国，
摧毁了它们的城堡，
使它们的街上荒寂⽆⼈。
它们的城市被沦为废墟，
从此不再有⼈居住。
7 我想你们⼀定会因此⽽敬畏我，
接受我的管教。
那么，我将不再把我本想给他们的惩罚
加给他们，
他们的家园也就不会被毁灭。

3

所多玛和蛾摩拉 因为这两座城的⼈很邪恶，所以上帝毁灭了这两座城。
先知 受上帝所召成为上帝特殊的仆⼈的⼈，上帝⽤梦和异象向他们显⽰教导⺠
众的事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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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们却变本加厉，
仍然我⾏我素。”
8 主说: “等着吧，
终有⼀天我要起来指控你。
我已经决定召集万⺠万国，
向他们显明我的义愤，
发泄我的烈怒。
我的妒嫉之⽕将毁掉全世界。
9 那时，我要除掉⺠众⼝中不洁的⾔词，
好让他们能求告我的名，
⼀⼼⼀意地侍奉我。
10 我的⼦⺠虽然已经流散，
却依然向我祈祷，
他们将从古实诸河流域来向我献祭。
11 那时，你—耶路撒冷，
就不必再因过去对我犯下的罪⽽羞愧，
也不会再在我的圣⼭*如此狂傲⽆度，
因为我已经除掉了你们当中的狂傲之
徒。
12 我只在你中间留下温顺谦卑的⼈，
他们将只依赖我的名。
13 这些剩下的以⾊列⼈不做恶事，
不说谎⾔，不⾏欺诈。
他们将像⽺群⼀样⾃由⾃在地吃草躺
卧，
不再受⼈惊吓。”
幸福之歌
14 歌唱吧，耶路撒冷！

欢呼吧，以⾊列！

*3:11

圣⼭ 锡安，建在耶路撒冷。

⻄番雅书 3:20

尽情地欢呼庆祝吧，耶路撒冷！
15 主已经免除了对你的审判，
他已经收回了本准备派来惩治你的仇
敌。
主—以⾊列的君王与你同在，
你再也不必惧怕任何灾难。
16 到那⼀天，⼈们将对耶路撒冷说:
“锡安啊，要坚强，不要害怕！
17‒18 主—你们的上帝就在你中间。
他就是拯救你的勇⼠，
他将因你⽽欢唱，
他将更新对你的爱，
他将像⼈在过节时那样因喜爱你⽽发出
快乐的呼喊。
我将除去对你的嘲弄，
制⽌对你的辱骂。
19 那时，我要消灭⼀切欺压你的⼈，
我要拯救我的被伤害的⼦⺠，
我要把这些失散在世界各地的⼈聚集在
⼀起，
让他们在⼀向受⼈凌辱的各个地⽅恢复
名誉，受⼈尊重。
20 我要把你们领回来，聚在⼀处，
要让你们在世界⺠族之林中享有你们的
地位和声誉。
我要实现这⼀切，
让你们亲眼看⻅我将把属于你们的财富
赐还给你们。”
主这样宣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