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巴底亚书
神对以东的审判
1
2
3
4
5
6
1:1 俄巴底亚 得了默示 。耶和华神 论 以东 说：
以东步向灭亡
我从耶和华那里听到信息，
7
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 ：
8
「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争战 。
1

俄巴底亚书的著作日期十分难确定。书中既无直接指出时代背景，亦无作
者身份的历史旁证，著作日期只能从内证追索。书中所写的以东犹大为敌发生于何
时？许多 19 世纪的学者将本书事件联至王下 8:20 的记录（参代下 21:16-17）：
「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若这是俄巴底亚书的
背景，本书就是主前 9 世纪的作品，因约兰 Jehoram 在主前 852-841 年间作王。但
这观点提供的证据不十分有力，大部份的现代旧约学者不接受第 9 世纪的背景。从
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到现代，许多的圣经学者为本书的历史情况是第 6 世纪
巴比伦入犹大的事件（参诗 137:7; 哀 4:18-22; 结 25:12-14; 35:1-15）。这情况下，
俄巴底亚是描写以东协助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虽然我们必须承认俄巴底亚书写在
第 6 世纪一点无法证明，但书中细节与此看法相当吻合。其他的著作日期如第 8 世
纪阿哈斯（Ahaz）年间（主前 732-716）或是放逐期后的第 5 世纪更少说服力。将
本书与耶 49:1-22 比较，明显地指出两书的彼此依赖，不过究竟是耶利米引用俄巴
底亚，还是俄巴底亚引用耶利米，就不大清楚了。无论如何，俄巴底亚书和利米书
49 章的关系可能建议是第 6 世纪的背景。
2

俄巴底亚（Ohadiah）名字是「耶和华的仆人」。旧约中有十数人以此为
名，但无一能被明确地指为本书作者。事实上，有关先知的身份和历史背景，我们
所知甚少。
3

原文作「俄巴底亚的异像」（KJV, NAB, NASB, NIV, NRSV）；TEV 作
「这是俄巴底亚的预言」。
4

原文作’( יְהוִ ה ֲא ֹדנָיadonay yehvih)「上主，上主」，根据犹大传统 作「主
神」或「耶和华神」。NIV, TEV, NLT 作「全能主」。
5

原文的前置词 le 应译作「有关」（论）（KJV, ASV, NASB, NRSV,
NLT），或「致于」（NIV, NCV, TEV, CEV）以东（Edom），而不是「对以东
说」，虽然书中诉多是直接对以东说的。
6

以东这名字是从希伯来文「红」的字根而来。以东位于死海之南，其地多
石崖，是天然的军事屏障。本区的砂岗石带有红色。以东人是雅各哥哥以扫的后裔
（创 25:19-26）
7

「说」字不在原文，添入以求清晰。

1:2 耶和华说

9

10

我必使你以东为弱国 ，被人大大藐视！
11
1:3 住在山穴的安稳中 ，
12
居所在安全高处的啊 ，
13
你狂傲的心 欺骗了自己，
14
15
心想 ：『无人能将我拉下地去 ！』
16
1:4 你虽如大鹰高飞 ，
17
在星宿之间搭窝 ，
我也必从那里拉下你来。」
这是耶和华说的。
18
19
1:5「盗贼 若夜间来你那里 ，
20
只会偷窃他们所看中的 ！
摘葡萄的来收成，
21
必会剩下些葡萄给穷人 ！
22
但你们必全然毁灭 ！
8

原文作「起来，让我们兴起与她争战」。

9

原文无「耶和华说」字样；添入以指明发言人。

10

原文作「我必使你在列国中为小」（NAB, NASB, NIV）；NRSV 作「列
国中最不济的」；NCV 作「列国中最小的」。
11

原文作「在岩石的隐密处」。KJV, NAB, NASB, NIV, NRSV 作「在岩石
缝间」；NCV 作「在岩山洞中」；CEV 作「山寨」。原文「岩石」是 sela’与以东
名城 Sela 同音。这有天险无法取入之城是古代居民高傲的原因。
12

原文作「他的居所在高处」； NASB 作「在你居所的崇高处」；NRSV 作
「他的居所在高峯」。
13

原文作「你心的狂傲」；NAB, NIV 作「你心的骄傲」；NASB 作「你心
的高傲」。
14

原文作「那对自己的心说」

15

原文作「谁能拉下我来？」。以东人夸认无人能攻破他们的天然防卫。但
骄傲蒙蔽了他们，考虑不到耶和华为战士的大能。
16

古代近东常以鹰象征力量和迅捷。

17

MT 古卷作「你的窝虽搭在星宿之间」

18

俄巴底亚用两个例证指出以东将要面对的全然覆没。盗贼和收割者总会多
少留下一点，以东要面对灾难却不如此。耶 49:9-10 的描写与本处几乎相同。
19

原文作「若盗来你那里，若夜间的贼」。叠句是加强语气。

20

原文作「难道他们不是只偷够量的？」

21

这些幻想中的偷盗和收成所余下的和以东灾后的一无所有成为强烈的对
照。神审判后的以东必一无所存。根据摩西律法，收割者必要留下谷粒在田间由穷
人拾取（利 19:9; 23:22; 得 2）；摘葡萄和橄榄亦守此例（利 19:10; 申 24:21）。有
关摘葡萄余下的可参士 8:2；耶 6:9；49:9；弥 7:1。

1:6 以扫的人

23

24

25

26

如何被掳掠一光 ！他们 隐藏的宝物必被搜出 ！
27
28
29
1:7 与你结盟的 都逼 你离境 ；
30
与你定约的 欺骗你，且胜过你；
31
32
你信靠的朋友 ，设下埋伏陷害你 ；
33
都在你意料之外 ！」
34
35
1:8 耶和华说：「到那日 ，我必除去以东的智慧人 ，
除灭从以扫山的谋士！
36
37
1:9 提幔 哪，你的战士必散裂，以致以扫山的人都被剪除 。
以东恶待犹大
38
1:10 因你向亲属雅各 强暴杀戮，
22

原文作「啊！你必如何被剪除」。希伯来文古卷放本句在两例之间，是俄
巴底亚的插话。这类的文句结构在希伯来文是优雅的，在英语架构上却甚牵强，故
本译本将之置于两例之后。
23

原文作「以扫」代表以东全族；如第 10 节的「雅各」代表以色列人。

24

原文作「以扫必何等被搜查」；NAB 作「他们是何等的搜查以扫」。原
文( חָ פַ שׂkhafas )「搜查」指劫掠（王上 20:6）。
25

原文作「他」指以扫。（KJV, NASB, NIV, NRSV）

26

原文「搜出」（NASB, NRSV）；NIV 作「劫掠」；TEV 作「抢掠」；
NLT 作「找出拿去」。本处描写征服的兵士洗劫的城市。
27

原文作「所有与你立约的人」；KJV, ASV 作「你的盟友」。

28

原文作「送」；NASV 作「送行」；NAB 作「赶」；NIV 作「逼使」。

29

原文作「到边境」。（NASB, NIV, NRSV）

30

原文作「与你和平的人」指政治∕军事联盟或有友好条约的人。

31

原文作「与你同吃饼（饭）的人」指「朋友」。KJV 作「他们那吃你饼
的」；NIV 作「那些吃你饼的」；TEV 作「那些与你同吃的朋友」。
32

原文作「设陷阱」。（NIV, NRSV）。原文( מָ זוֹרmazor) （本处译作「埋
伏」）不在希伯来文圣经之内。本字可能指「散开」（为了埋伏），或是「张
网」，「置跘脚石」，「束缚」。
33

原文作「他一点都不知道」。

34

或作「那时候」

35

原文作「明白」；NIV 作「明白人」；毫无疑问是指宫廷中以东王的政治
∕军事的参谋。古代近东这样的「明白人」（智慧人）通常亦用占卜巫术（赛 3:3,
47:10, 13）。古代的以东亦以智慧称着；本处可能也是指此（参耶 49:7）。
36

「提缦」Teman 和示拉 Sela 同为以东名城。提缦之名从以扫之孙而得（创
36:11）。本处以人名代替全以东。
37

原文作「剪除」（KJV, NASB, NRSV）；NIV, NLT 作「剪去」；CEV 作
「抹去」。

39

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被灭绝 到永远。
40
1:11 当外邦人俘虏雅各的军队 ，
41
外人进入他的城门 ，
42
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 ，
43
44
你竟站在一旁 ，像与他们同伙 。
45
46
47
1:12 你亲属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幸灾乐祸 ；
48
犹大人被灭的日子 ，你不当因此欢乐；
49
50
他们遇祸的日子 ，你不当说夸大的话 。
51
52
1:13 我民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 ；
53
他们 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联同讥笑他们受苦；
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
54
55
56
1:14 你不当站在岔路口 ，杀害 他们中间逃脱的 。
38

原文作「你的兄弟雅各」（NAB, NASB, NIV, NRSV）；NCV 作「你的亲
属以色列人」。
39

原文作「剪除」

40

「军队」或作「财富」

41

原文作「众城门」

42

拈阄似是抽签签决定分配财产和管理。

43

原文作「你站定（袖手旁观）的日子」；NAB 作「你站在一旁的日

子」。
44

原文作「像他们中间一人」；NASB 作「你也像他们中间一人」。

45

12-14 节有 8 项禁令（「不当」）总括了耶和华对以东的控告。每个「不
当」都指出一项以东对兄弟犹大所不应该做的。正是因这些的触犯，耶和华提出审
判以东。本处都是指过去的独犯，不是指未来的禁令。
46

原文作「你兄弟的日子，他遭难的日子」，意指「你兄弟遭难的日子」。
原文「灾难」是( נָכְ ר ֹוnokhro)与 11 节的「外邦人」( נָכְ ִריםnokherim)可能是谐音字的
使用。
47

原文作「定睛」有享受之意；或「笑目相对」。

48

原文作「他们灭亡的日子」（KJV, NASB, NIV）；NAB, NRSV 作「他们
荒废的日子」。
49

原文作「患难的日子」；NASB 作「忧患的日子」。

50

原文作「用口夸张」

51

原文作「患难的日子」；本词「遭灾」在本节连用三次，原文「忧患」
是 ’edam 与以东 Edom 是谐音字。
52

城门代表全城。

53

「他们」原文作「他」代表全体；本节内三次均同。

54

原文「岔路」是( פֶּ ֶרקpereq) ，只出现在本处及鸿 3:1（该处作「抢
夺」）；本处似指「岔路」或战略性的交界。以东人在那里抓捕耶路撒冷的难民。

57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抓难民。
耶和华的日子
58
59
1:15 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万国 ！
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
60
你必十足得到你所行配得的 。
61
62
1:16 你们 在我圣山怎样喝了 ，
63
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地喝 ；
大喝大咽；他们就好像从来未曾做过。
64
1:17 但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余民 ，
55

原文作「剪除」（KJV, NRSV）；NASB, NIV 作「剪下」。

56

原文作「逃民」；NEB, CEV 作「难民」。

57

原文作「患难的日子」（KJV, ASV）

58

原文( יוֹםyom)「日子」在 11-14 节重 复 10 次（本译本中 8 次），均指犹大
∕耶路撒冷遭难，以东趁火抢劫的日子。每次都形容为犹大（遭难）的日子。本处
「日子」又再出现，但却是「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审判以东不人道的罪的日
子。「耶和华的日子」通常是耶和华审判的专用名词，有时指作末日的审判，但可
（有时）用指历史性的审判。
59

神的审判不只限于以东。以东固然要受该当的刑罚，但「耶和华的日子」
也包括对万国的审判。
60

原文作「你所行的要回到你自己的头上」。15-16 两节是逆转的例子，公
义的伸张藉回报显出。这是预言反对外邦的主旨。
61

本节的「你们」不清楚是谁，有以下的三种可能：（1）字面上似乎是以
东，与上节并全书相连。但每次提到以东都是用第二身单数的「你」；原文本处的
「喝」( ְשׁתִ יתֶ םshetitem)是众数的「你们」，可能是不只以东还包括其他国家。不过
下句另「万国的字眼」，「你们」就不大可能包括万国。（2）将原文的复式改作
单式的( ָשָׁ תִ ית, shatita)，本句就单指以东如何在锡安山（圣山）上庆祝耶路撒冷的攻
陷；16 下就形容正如以东胜利的喝饮，有一日万国（包括以东）要喝饮审判的
杯。这解释的难处是要将同一节的杯分作两用（庆祝和审判）。（3）「你们」指
放逐归回的犹大。正如神的子民被迫喝饮神忿怒的杯，羞辱犹大的万国也要喝同样
的杯。问题却是预言中从无提及神的子民，这解释颇值再思。
62

「喝」是描写冒犯耶路撒冷圣的亵渎行为。下句的「喝」是指万国要受神
的审判。他们要喝饮神施刑之杯。
63

本处将审判比作喝醉人的酒，万国要常常（不断）喝。酒喝多了，人会神
智不清跌跌撞撞，神的审判同样使万国昏乱失去方向。这比喻在耶利米书 49:12 有
同样的延伸；该处描写将临以东的审判：「倘若那不该喝我盛怒的杯的也一定要
喝。…你们绝不能避免惩罚，却一定要喝我盛怒的杯。」。俄巴底亚书与耶 49:122 有关以东的预言有许多平行处，故可参照耶米书解释八节的疑点。
64

原文作「必有一难民」，单式代表全体。NCV 作「有些必逃离审判」。

那山也必再成圣。
65
66
雅各的后裔 必克服 ，
67
那些克服他们的人 。
1:18 雅各家必成为大火；
约瑟家必为火焰。
以扫家必如碎秸，
火必将他烧着吞灭；
68
以扫家必无余剩 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69
70
1:19 南地的人 ，必得以扫山为业 ；
71
高原的人 ，必得非利士地为业，
他们也得以法莲地和撒马利亚地；
72
便雅悯人必得基列 为业。
73
1:20 放逐的以色列堡垒中的人 ，
74
必得迦南人的地直到撒勒法 。
75
住在西法拉 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

65

原文作「家」（多数英译本）；NCV, TEV「雅各的人民」。「家」字出
现在 8 节 4 次。
66

原文作「逐出」；本字根用于下句，示意刑罚与罪行相称。

67

本译本根据原文( מו ִֹרשֵׁ יהֶ םmorishehem) 「那些逐出他们的」。MT 古卷用
( מו ָֹרשֵׁ יהֶ םmorashehem) 「他们的产业」(KJV, ASV, NASB)
68

原文作「必无生还者」；NAB 作「无人生还」。

69

原文 Negev；ASV 作「南部」；NCV, TEV 作「犹大南部」。原文无
「人」字。Negev 通常译作「南地」指住在当地的人。「南地」是犹大南干燥炎热
之区。
70

原文( י ַָרשׁyarash)「得为业」在 19-20 节用了 3 次为强调。这「得」有用暴
力武力获「得」的含意。俄巴底亚描写一戏剧性的逆转：从前克服犹大夺去她财产
的敌人，将要被犹大克服又夺去他们的财产。刑罚必照罪行的样式。
71

原文 Shephelah 是从海岸平原上拔至巴勒斯坦山根的地带。旧约时代以本
区作犹大和非利士分野。
72

基列（Gilead）是约旦河东岸的山区，今日的约旦的所在。

73

或作「军队」（TEV）；KJV, NAB, NASB 作「礼宾」；NIV 作「同
人」。有的建议将 MT 原文的( הַ חֵ לhakhel)「堡垒」读作地名( הָ לָהhalah ) (NRSV) ，
那是第 8 世纪时许多犹大人流放之地（王下 7:6; 18:11; 代上 5:26）。MT 这字是从
( הַ יִלhayil)「力量」而来，通常用指军队（出 14:17; 撒上 17:20; 撒下 8:9），军事堡
垒（撒下 20:15；22:33），首领（出 18:21），甚或财富产业（俄 1:11, 13）。
74

撒勒法（Zarephath）是腓尼基的 Phoenician 海岸城市，位于西顿 Sidon 之
南约 16 公里（10 英里）。

1:21 被拯救的人

76

必上到锡安山，
77
统治以扫山 。
78
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

75

西法拉（Sepharad）实址不详。各建议包括：西班牙的一区，希腊的斯巴
达（Sparta），或小亚细亚的撒狄（Sardis）。提及本地的理由似为虽然这地离耶
路撒冷遥远，耶和华却使该地放逐的犹大人归回参与俄巴底亚描述的复兴。
76

原文( מוּשָׁ עִ יםmusha’im) 作「已被拯救的人」 (NRSV, CEV)。NASB, NIV,
NLT 依循 MT 古卷的( מו ִֹשׁעִ יםmoshi’im) 作「拯救者（众数）」。
77

原文「审判」，是「统治」之意。

78

或作「耶和华就作王统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