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厄爾和約納先知書

岳厄爾（ Joel）
、及約納（ Jonah）兩卷書雖然同被視為先知書，但它們各有其特色 。
兩者的文體更是完全不同：岳厄爾先知書如同其他先知書一樣，是以上主的神諭為主，
另有一些勸告和安慰的言論；而約納先知書則有如一個故事， 詳細地記載了先知如何
違抗天主的命令，最終接受天主的派遣，往尼尼微城 1 去宣佈天主的旨意。雖然這兩卷
書都沒有明確指出兩位先知所處的時代，但它們的內容，卻明顯地反映出充軍回國以
至公元前三世紀末期的景況。本文現從歷史背景 、作者和成書時間、內容結構和中心
思想四方面，把這兩卷書作一簡單的介紹。

一、歷史背景
充軍到巴比倫的猶大人民，約於公元前五三八年得到波斯王居魯士二世（ Cyrus II）
的准許 ，可以回國定居之後，雖然有部份仍留在充軍的地方， 但是，回到國內的猶大
人，先後在幾位領袖：則魯巴貝耳（Zerubbabel）
、耶叔亞（ Joshua）和乃赫米雅（ Nehemiah）
等人的領導下，分別重修了聖殿（ 約公元前五一五年）和耶路撒冷城（約公元前四四
五年）。
可是，自波斯王坎拜栖茲二世（ Cambyses II）於公元前五二二年去世後，因國內有
勢力者，群起爭奪王位而引致國家和社會動盪不安。雖然達理阿一世（ Darius I）在即
位後， 曾力圖重整國家的秩序；但是國勢卻仍然逐漸的衰落。 社會的不安， 影響了整
個波斯帝國。不過，耶路撒冷聖殿的重建工作完成後，猶大人團體的宗教制度、節期 、
祭獻和禮儀都得以恢復。
當希臘帝國取代了波斯帝國而控制了中東一帶後，南部的猶大人和北部的撒瑪黎
雅人，在團體和宗教上的矛盾亦逐漸加深了。撒瑪黎雅人更在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為王時，在鄰近舍根（Shechem）的革黎斤山（Mount Gerizim）上建造了他們的
聖殿，在那裏舉行他們的祭獻。因此，猶大人和撒瑪黎雅人便正式的決裂。自此以後 ，
南部的猶大人再不視北部的撒瑪黎雅人為兄弟，待他們如同外邦人一樣。
由於希臘帝國控制了中東一帶， 這一帶的區域在那時起， 無論是文化思想、社會
組織和結構、城市規劃和建築等， 都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然 而，在亞歷山大於公元
前三二三年去世以後 ，他的將領們在國內互相爭戰，為建立自己的國家。最 後，經歷
了多次內戰後，希臘帝國共分為三個國家，由不同的將領所統治：於歐洲希臘原來版
圖地區的安提貢王朝（ Antigonids）
、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一帶的色婁苛王朝（Seleucids）
及在埃及的仆托肋米王朝（Ptolemies）。這三個國家建立以後 ，彼此之間仍常有爭端和
戰爭， 同時，由於巴勒斯坦一帶是交通要塞，因而成了三國必爭之地。連綿的戰爭，
使當地的人民生活極不安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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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和成書時間
岳厄爾的原意是「雅威是天主」，這卷書的第一節便提及書中所記載的一切，是上
主傳給培突耳 （Pethuel）的兒子岳厄爾的說話和言論。這位岳厄爾 ，並不是撒慕爾的
兒子（參閱撒上 8:2）。可是聖經的其他部份中，卻沒有記述有關岳厄爾的個人資料或
事蹟， 所以對於岳厄爾執行先知職務的時間，便不容易確定。 不過，書的內容反映出
這卷書是充軍期後的作品。首先， 它沒有提及北以色列或南猶大的君王和宮庭等，也
沒有提及巴比倫帝國 。但是，在警告人民時，卻多次以司祭為首；並且，更稱司祭為
上主的僕人（ 岳 1:9,13-14; 2:17）。這顯出當時的北以色列和南猶大已經滅亡，再沒有
君王執政， 司祭便成了以色列民的領導人物。 另外，書中提及的提洛（Tyre） 和漆冬
（Sidon）兩個城市的存在，這表示這兩個城市仍未被消滅。事實上 ，這兩個城市都是
在希臘帝國被消滅的 ：提洛在公元前三三二年被亞歷山大所滅 ，漆冬則在公元前三四
三年為阿爾色斯（ Artaxerxes III Ochus）所毀。故此，大部份學者認為岳厄耳先知書，
應是在充軍回國以後，亞歷山大控制了聖地一帶之間的時期內完成的。 3
約納這名字原意為「鴿子」，書中所述的約納是阿米泰（Amittai）的兒子，這與列
下 14:25 提及的約納先知的名字相同，而且先知父親的名字也相同。這個巧合很容易
令人認為兩者是同一個人，而且相信這卷約納先知書，就是列王紀下所描述的年代（約
公元前七八三年）期間寫成的。然而，書的內容卻顯出約納先知書是較為後期的作品。
首先，這卷書中很明顯地，反映出一種普世得救的觀念（納 4:11），這觀念被視為公元
前第五 世紀中，一些作者對充軍回國後產生的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 （如厄下 13:1-3）
所作出的回應。再者 ，作者在書中的行文和用詞上，採用了一些晚期阿剌美文的詞語
或它的語風：如「水手」
（納 1:5）、「 諭令」
（納 3:7）和「上天的天主」
（納 1:9 ）等 。
這都顯示出約納先知書是充軍回國後的著作。另外，在德訓篇中（德 49:10）提及了十
二先知遺骸的說話，這反映出在德訓篇作者寫書的時候（約公元前二百年），十二先知
書已完成，而且成了一個對十二位先知專稱的術語。由此可見 ，約納先知書成書的日
期應是公元前五世紀與三世紀之間 ，而作者也並非約納先知本人。但是，成書時間則
仍未能確定。 4

三、內容結構
全書共有四章的岳厄爾先知書， 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份： 第一部份描述了在上主
的日子中，要發生的種種災禍 （岳 1:1-2:27）；第二部份則指出上主的慈愛，在祂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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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祂會審判各民族和施行拯救（岳 3:1-4:21）。這卷書的作者在提及岳厄爾時（岳
1:1）
，也同時開始了天主藉著他所說的話。他說出了自蝗蟲開始，各種不同災禍的來臨
（岳 1:2 -12）；並且，勸告司祭和人民要悔改和做補贖（岳 1:13-20）。在指出了上主的
日 子 來 臨 時 ，要 發 生 的 種 種可怕的事情後 ， 作 者 再 次 勸 告 人 民 要 悔 改 和 做 補 贖 （ 岳
2:1-17），更特別指出了天主對祂人民的慈愛和憐憫（岳 2:18-26）與及他們受苦的原因
（岳 2:27）
。在第二部份中，作者描述了上主的仁慈，祂要把祂的神傾注在眾人身上（岳
3:1-5）。天主更要審判各民族，懲罰作惡的民族（岳 4:1-14）。但是，祂卻要拯救以色
列民，成為他們的堡壘，他們必安居在福地之中（岳 4:15-21）。
約納先知書共有四章，全書可分為二個部份： 首先是記述了約納違背天主命令後
的遭遇（納 1:1 -2:11）。第二部份則描述了約納在奉了天主的命令向尼尼微人作出警告
後的事蹟（納 3:1 -4:11）。當天主第一次要求約納往尼尼微城向當地的人宣佈天主的意
旨後，約納便為了逃避上主而乘船往塔爾史士（Tarshish），但是，在海上卻遇上了大風
浪（納 1:1 -6）。為了平息風浪，船上的人把約納丟進海裏（納 1:7-16），約納且被大魚
所吞下，在魚腹中渡過了三天三夜（納 2:1-2）後，才被吐出來（納 2:11）。在這部份
中，作者記載了約納的祈禱文（納 2:3-10）。緊接著約納的脫險，第二部份的開始 ，便
描述了天主再命令約納往尼尼微城 。這次約納順從了天主而沒有作出逃避的行動；同
時，尼尼微城的人也因聽了他的警告而全體悔改（納 3:1-10）。然而，即使約納知道天
主是慈悲和寬仁的， 但他卻仍然對天主的做法感到不滿，因為他不願尼尼微城的人得
救。而 且，他也因一棵植物的枯萎而發怒， 更認為自己是合理的（納 4:1 -9）。不過，
這正突顯出天主的的特質，就如天主在最後一段說話中指出， 祂對世人是如何的慈愛
和憐惜（納 4:10-11）。

四、中心思想
岳厄爾先知書全書都圍繞著上主的日子，書中指出這日子的可怕，巨大天災的出
現，令各民族都受到災害。這是由於人犯罪，離開上主，朝拜外邦神祇的原故。這日
子更是上主審判各個民族的日子， 祂要懲罰那些曾經欺負祂選民的民族。不 過，由於
上主的慈愛，只要祂的選民願意悔改，上主仍會接納他們，作他們的避難所和堡壘，
使他們能夠再次復興起來。另一方面，在這日子中，上主要將祂的神傾注在所有人身
上，讓他們能見神視和說先知的說話。上主並會使所有呼叫祂名號的人，都可得救。
約納先知書強調天主是創造主， 是萬物的主宰 。祂是萬民的主，祂愛惜所有人，
不管他們是以色列人 ，或是尼尼微人。若人犯罪 ，祂會加以懲罰。但是，在懲罰他們
以前， 祂會先派遣使者或先知去警告他們。若犯罪者願意悔改皈依上主，便會免受處
罰。然 而，作為上主所揀選的使者或先知，他的責任是傳遞上主的訊息，他不可以逃
避責任 。而且，上主派遣他是作使者或先知，他不是作判官去審判他人，也不應歧視
那些罪人。因為天主是慈悲和寬仁的，他願意接納悔改的人。 另外，人所擁有的事物
都是上主所恩賜的， 人不應因失去而忿怒，反而要接受事情的發生，並尋求天主的旨
意。
（取自《荒漠燃荊：丙年》
，香港：展福（香港）有限公司，2000，(59)-(6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