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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珥书
蝗虫将毁灭庄稼
以下是主给比土珥的儿子约珥的
默示。
2
长老们哪，你们听着，
这块土地上的全体居民哪，
你们听着；
在你们这一生中或在你们祖
先的年代里可曾发生过
这种事情？
3
你们要把这一切告诉你们的
子孙后代，
让你们的子孙后代再告诉他
们的子子孙孙。
4
成群的蝗虫结队而来；
壮虫吃剩的，成虫来吃；
成虫吃剩的，青虫来吃；
青虫吃剩的，幼虫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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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袭来
5
醉醺醺的人哪，醒来哭泣吧！
你们这些好酒的人哪，
对着你们的甜酒哀号吧，
因为它已经被从你们的嘴里
夺走了！
6
一个强大的国家侵入了我们
的国土，
它的士兵多得数不胜数。
它有狮子一样的大口，
有狮子一样的牙齿；
7
它把我的葡萄树毁成一团乱
枝，
又砍倒了我的无花果树，
剥光了树皮，露出白色的枝
条。

民众哭泣
8
痛哭吧！
象新婚的少妇身披麻衣
为死去的年轻的丈夫一样哀
哭吧！
9
素祭和奠祭在圣殿*里绝迹，
侍奉主的祭司们因此而悲伤
不已。
10
田野荒芜了，
土地干裂了，
庄稼毁坏了，
新酒枯竭了，
橄榄油用尽了。
11
农夫们哪，你们哀伤吧！
葡萄园的园丁啊，你们痛哭
吧！
地里的大麦、小麦和庄稼都
毁了，收成没有了；
12
葡萄树枯干了，
无花果树萎蓑了，
石榴树、棕树、苹果树―所
有的果树都枯死了；
人的喜乐也都消失了。
13
祭司们哪，穿上麻衣痛哭
吧，
侍奉祭坛的人们哪，
你们哀号吧；
来吧，我的上帝的仆人们，
你们要穿上麻衣苦度长夜，
因为不再有素祭和奠祭献到
你们上帝的圣殿里了！
圣殿：座落在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崇拜的特殊建
筑物，

约珥书 1:14-2:14

825
蝗虫带来可怕的毁灭
14
你们要安排禁食，召开集会，
召集长老和所有的居民，把他们带
到主－你们的上帝的圣殿里，向主
祈祷。
15
因为主的日临近了！
无情的毁灭将由全能者而来，这
是可怕的一天！16 食物不是从我们的
眼皮底下消失了吗？喜乐不是从我们
上帝的圣殿里消失了吗？17谷种在地
里烂掉了，庄稼枯萎了；谷仓倒塌
了，成了废墟。
18
牲畜在哀鸣，牛群找不到草场，
到处 乱窜；羊 群在日渐 衰弱。 19 主
啊，我向你呼求∶旷野里的草场已经
被火烧光，田野上的树木也都被火吞
没；20 甚至野兽都在向你求告，因为
河流已经干涸，旷野里的草场已经被
火烧光。
主到来之日
在锡安吹响你们的号吧！
在我的圣山上大声呼喊吧！
要让所有这块土地上的居民
悚然而惧，
因为主的日就要来临了！
2
那将是黑暗阴森的一天，
是乌云密布的一天；
象黑暗弥漫在山岭上，
那是强大的敌军在前进，
它们的声势空前绝后，
3
象吞噬一切的火；
它未到之前，土地象伊甸
园，
它经过之后，成了荒凉的旷
野；
一切都逃脱不了它们。
4
它们望去如同马群，
象骑兵一样奔跑；
5
它们四处跳跃，发出喧嚣，
象在山顶上奔驰的战车，
象吞噬干草的火舌，
象严阵以待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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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在它们的面前吓得发抖，
没有人不惊慌失色。
它们象士兵投入战斗，
爬上城墙，径直向前，
既不偏离方向，
也不彼此拥挤，
各自保持自己的路线。
即使有人中箭倒下，
其余的人仍然毫不退缩。
它们冲进城里，越过城墙，
爬上屋顶，象贼一样破窗而
入。
在它们面前，
大地震动，诸天颤抖，
日月无光，星辰昏暗。
主喝令他的军队；
他的军队不计其数，
强大无比。
主的日如此大而可畏，
谁能承受得起？

主要民众改悔
12
主说∶
“即使现在，你们仍然可以禁
食、哭泣、哀号，
诚心诚意地归依我。”
13
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
而不是你们的衣服；*
你们要归向主－你们的上帝；
他宽容而仁慈，
不轻易发怒，
有着丰盛的爱，
随时会改变施行惩罚的心
意。
14
或许他会改变主意中止已经
预定的惩罚，
给你们留下一份赐福，
使你们可以用来向主
－你们的上帝献上素祭和奠
祭。
你们要...你们的衣服：表示他们的悲伤，此处
上帝要人们为他们做的恶事表示真诚的悲哀。

约珥书 2:15-31
向主祈祷
15
在锡安吹响你们的号吧！
你们要安排禁食，召开集会，
16
要把民众召集到一起举行圣
会，
要扶老携幼，抱着婴儿，
新婚夫妇也要走出他们的洞
房。
17
侍奉主的祭司们要在祭坛和圣
殿门廊之间哭泣祷告∶
“主啊，求你怜悯你的子民。
不要让你自己的产业受人轻
蔑，
不要让它成为列国的笑柄。
不要让异族人嘲笑说∶
‘他们的上帝在哪儿？’”
主将复兴这块土地
18
那时，主会挂念他的土地，
怜悯他的子民。
19
他会应答他的子民说∶
“我会赐给你们粮食、酒和橄
榄油，
足够你们享用；
我不会再让你们在列国中间
受人凌辱。
20
我将把来自北方的军队远远
地赶离你们，
把他们赶到干旱荒凉的地方；
前队赶入死海，
后队赶入地中海。
由于他们造成的累累危害，
他们的尸体将烂掉，臭气冲
天。”
这块土地将更新
21
土地呀，不要害怕，
尽情地欢乐吧！
因为主已经成就了大事。
22
野兽啊，不要害怕，
旷野上的草场将重新青翠，
果树上依旧要果实累累。
无花果树和葡萄树都会再结
出最好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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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安的儿女们哪，
为主－你们的上帝尽情地欢
笑吧！
他将象以往一样给你们降下
春霖秋雨，
这雨水就是他慈爱的象征。
打谷场上将堆满五谷，
榨槽里将溢出新酒和橄榄
油。
我将补偿你们在蝗灾年间失
去的收成，
那是我派去惩罚你们的大军。
你们将永远有丰富的食物，
饱餐足食；
你们要赞美为你们成就奇事
的主－
你们的上帝的名。
主说∶“我的子民将永远不
会再蒙羞受辱，
你们就会知道我就在你们当
中。
我是主，是你们的上帝，
除了我没有别的上帝。
我的子民将永远不会再蒙羞
受辱。

上帝把自己的灵赐给所有的人
28
“今后，我要把我的灵赐给每
一个人，
好让你们的儿女都能讲说预
言；
老年人能在梦中得兆，
年轻人能看见异象*。
29
即便是奴仆和使女，
他们的身上也有我的灵。
30
“我要在天上和地上显示神
迹，
有血，有火，有浓烟，
31
太阳暗昧，月色如血。
这一切都必在大而可畏的主
的日来临之前出现。”
异象：类似梦，上帝用此对人们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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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求告主的名的人都必然得
救；
因为主说过，
在锡安山上有避难处，
而主所选召的人就在幸存者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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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许下惩罚犹大的敌人的诺言
主说∶“当我复兴犹大和耶路撒
冷的繁荣的时候， 2 我要召集万
国，把他们都带到约沙法谷 *来。我
要在那里以我的子民和我的产业－以
色列的名义，按照他们应得的罪审判
他们。因为他们曾把我的子民驱逐到
列国中，瓜分我的土地，3 并且为我
的子民拈阄；他们卖了男孩去嫖妓，
卖了女孩去酗酒。
4
“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各处的人
哪，你们想对我做什么？想报复我
吗？还是想跟我作对？我立刻就会让
你们所做的一切落在你们自己的头
上！ 5 你们抢走了我的金银，又夺走
了我的宝物，把它们放在你们的神
庙里。
6
“你们把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
给希腊人，迫使他们背井离乡。7 现
在，我要把他们从被卖去的地方带回
来，按照你们对待他们的方式惩罚你
们 。 8 我 将把 你们 的 子女 卖 给犹 大
人，他们再把你们的子女转卖给远方
的示巴人。”这一切必定实现，因为
主这样宣布了。

3

备战
9

10

你们要向万国宣告∶
准备应战吧！
召集你们的战士，
动员你们所有的军力投入战
斗。
把你们的犁头打成刀剑，
把你们的镰刀打成枪矛，
约沙法谷：此名为“上帝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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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虚弱无力的人也说∶
“我也算个勇士！”
来吧，你们这些四周的邻
国，
都到这里来吧！
主啊，求你使你的勇士降临！
“让列国做好准备，
向约沙法谷进军吧！
我要在那里开庭，
审判所有犹大的邻国。
“庄稼熟了*就要挥镰割掉，
酿酒池满了就要践踏里面的
葡萄；
酒桶里的酒已经满溢
―他们的罪太大了！”
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定罪谷，
因为主的日就要降临在那里。
日月昏暗，星辰无光，
主将从锡安发出怒吼，
从耶路撒冷发出他的雷鸣，
天地将颤抖；
但主将是他子民的庇护所，
是以色列人的平安之地。
“你们就会知道我是主，
是你们的上帝，
我住在我的圣山锡安山上。
耶路撒冷城将归圣，
异族人将永远不可能再侵占
它。”

许给犹大的新生活
18
那时，高山上将滴下甜酒，
山谷里将流淌牛奶，
犹大的大河小溪里水声
潺潺，
有一股泉水要从主的圣殿里
流出来，
灌溉什亭谷。
19
埃及将变为荒地，
以东将成为旷野，
因为他们曾向犹大人施暴，
庄稼熟了：用此比作审判的时刻。

约珥书 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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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土地上流了无辜者
的血。
犹大将永远人烟簇集，
耶路撒冷人将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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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饶恕他们流血的罪吗？
我指着我在锡安的居所发誓，
我决不会让杀人者逍遥法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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