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用释经学实用释经学实用释经学实用释经学 第廿六课第廿六课……

先知书：在以色列执行盟约先知书：在以色列执行盟约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 暂停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旧约圣经有十七卷先知书，每卷都以先知的名字命名，
写作从主前第九世纪 到主前第五世纪 不等写作从主前第九世纪 到主前第五世纪 不等，

在当代成为上帝的代言人
有五卷大先知书 十二卷小先知书有五卷大先知书、十二卷小先知书，

分为大、小，纯粹就篇幅而言

长的放前面 短的放后面 跟年代没有直接关系 长的放前面、短的放后面，跟年代没有直接关系

 十二卷小先知书，在希伯来经卷是一卷书

随着以色列、犹大，两个国家历史发展，
先知被上帝呼召出来，身兼数职 ─先知被上帝呼召出来，身兼数职

预言家，预告未来

教师 教导百姓上帝做事的原则教师，教导百姓上帝做事的原则

守望者，以色列人偏离神的命令，为他们守望

代求者 上帝即将刑罚百姓 在上帝面前代求代求者，上帝即将刑罚百姓，在上帝面前代求

用不同的方式，向以色列的百姓说话

先知的预言并不是完全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

如果把先知书中上帝的晓谕做统计如果把先知书中上帝的晓谕做统计：

预言弥赛亚 ─ 不超过2%
描述新约时代的篇幅 超过描述新约时代的篇幅 ─ 不超过5%

预言未来事件的发生 ─ 不超过1%

对当代，都是关乎以色列、周围列邦不久的未来，

就时间而言，已经是我们的过去了，

所以不是要对我们的未来做预测。

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 代表上帝来说话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代表上帝来说话，
 上帝有话要对百姓来说，是透过先知来发言

对当代的百姓对当代的百姓 ─
从 主前第九世纪 到 主前第五世纪，

对他们做了 些预视未来的神的晓谕对他们做了一些预视未来的神的晓谕

十七卷先知书，
并没有囊括旧约历史里所知道的先知并没有囊括旧约历史里所知道的先知，

譬如：以利亚、以利沙，

大卫王时期先知迦得 拿单大卫王时期先知迦得、拿单，

不是旧约时代服事的先知，都成为先知书卷的作者
历史书当中的先知，

是以行动来表达上帝对当代的信息

旧约历史书，希伯来经卷称做前先知书，
叙述非常多先知的行踪，叙述非常多先知的行踪，

以先知的角度来陈述历史；

希伯来经卷中的后先知书希伯来经卷中的后先知书，

就是旧约的先知书卷，

上帝呼召他们 把神的话传递给他们上帝呼召他们、把神的话传递给他们，

他们在历史的处境当中，向当代的百姓说话。



研读先知书卷要穿越的难题，就是历史问题，
他们面对 同社会 国家挑战 跟今天 同他们面对不同社会、国家挑战，跟今天不同，

譬如：先知以赛亚呼吁当时的亚哈斯王，

国际危机是 以色列国 亚兰国国际危机是北方以色列国、更北亚兰国，

他们挥军南下要来攻打犹大国
 亚哈斯向更北方的强权亚述帝国搬救兵

在这历史背景中，以赛亚传递神的信息 ─
呼吁亚哈斯不要去倚靠亚述王，而要求告、信靠上帝

彷佛是我们今天读报纸的时候彷佛是我们今天读报纸的时候…
必须从头版 当时所发生的国家大事，

来了解三版社论 ─来了解三版社论
先知所要陈述上帝的心意为何

旧约先知书做适当的解释的时刻旧约先知书做适当的解释的时刻，

需要了解历史背景

先知预言的功用 ─ 约的执行者、中保的角色

摩西在西乃之约就相当于中保的角色摩西在西乃之约就相当于中保的角色，

传递神立约的信息、教导百姓认识神的约、守神的约，

是众先知的典范是众先知的典范。

往后上帝所呼召的先知，宣告百姓

离 会落在 中偏离神的约，会落在律法的咒诅当中

先知是重新讲论神的话，

先知书先知书会用诗歌的体裁，

重复呼吁百姓约的内容

在利廿六、申四、廿八以下 神跟百姓订立西乃之约的当下，
上帝提醒百姓 ─上帝提醒百姓
 当听从神的话、按神的律法来生活，是蒙福的状态

当破坏这个约 不只破坏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破坏这个约，不只破坏跟神之间的关系，

也破坏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关系，会落在约的咒诅中

先知说话的模式 ─ 会说明以色列的罪、神对他的爱，
呼吁他们离罪 回到神跟人所立的约 准确 和谐的关系呼吁他们离罪，回到神跟人所立的约，准确、和谐的关系，

这是先知发出预言非常重要的背景 ─ 会有责备，

责备的原则是根据神在之前所立订的约责备的原则是根据神在之前所立订的约。

先知是传神的话、传递神的信息，成为神的代言人 ─先知是传神的话、传递神的信息，成为神的代言人
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

并不是说自己的观点、强调自己的权柄

诗歌传递的是一种浓浓的情感 ─

并不是说自己的观点、强调自己的权柄

神的晓谕以诗歌体裁来陈述表达，在文以载道的特性中，

诗歌传递的是 种浓浓的情感
包含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伤痛、

先知对百姓不能悔改的愤怒先知对百姓不能悔改的愤怒

 不是只是上帝的传声筒而已，

乃是传递上帝的信息 ─乃是传递上帝的信息 ─
包含神的心意、上帝爱世人的心怀

先知所承担的责任，是跟社会有关的 ─
并不是要做社会改革 并不是 个革命先烈 并不是要做社会改革、并不是一个革命先烈

乃是提醒 ─今天的生活偏离了上帝的心意
先知并不是只管天上事 只讲天上事先知并不是只管天上事、只讲天上事，

所讲、所论的，都是当代的社会处境…
先知非常脚踏实地 跟当代有关的他从不避讳先知非常脚踏实地，跟当代有关的他从不避讳！

上帝对当时的人，生活、策略、公平与否，都非常关切；
先知代表神发言，是跟当代社会处境息息相关的。

先知的信息不是创新 ─ 就是根据摩西五经先知的信息不是创新  就是根据摩西五经，
百姓偏离的时候，先知代表上帝提醒百姓 ─

神的标准 上帝心意 需要回到神的标准神的标准、上帝心意，需要回到神的标准，

不是追求表面利益、和谐

先知的信息有不同的修辞 方式先知的信息有不同的修辞、方式，

他是重新强调上帝立约的内容



先知信息的类型…
控诉 指责当代百姓的过犯控诉 ─ 指责当代百姓的过犯，

拜偶像、虚有其表的献祭、不行公义

审判 像法庭的检察官 宣告上帝将要施行的刑罚跟审判审判 ─ 像法庭的检察官，宣告上帝将要施行的刑罚跟审判，

都是根据五经中咒诅的经文

训示、劝勉 ─ 期待百姓听见神的话有所回应，
呼吁他们回转归向神、停止恶行

结局 ─ 预示未来，包含未来将临的审判，

 百姓能够回头、悔改，审判就不会发生，审

 终究他们没有悔改，遥远指向审判之后，

有复兴盼望的预言

先知的文体复杂、丰富，交织着不同的内容 ─
从控诉 跳到审判 又转向未来的结局

有复兴盼望的预言

从控诉、跳到审判，又转向未来的结局，

了解先知的信息有这些特性，才能够体会丰富性、多样性。

先知传递信息，不只是用口传，有时会用象征性的行动 ─
 做 些表演性的动作 来传递上帝的心意 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来传递上帝的心意

 最多表演性的象征性行动的是以西结书，

在被掳的处境 用行动来传递信息 在被掳的处境，用行动来传递信息
 行动之后，上下文都有上帝直接指示 ─

每 个行动信息 其中的意义是什么每一个行动信息，其中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今天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会有一个困难 ─
 觉得先知总是在骂人、在宣告审判

 认为旧约的上帝比较凶、都是在审判，

新约的上帝比较慈爱、好像恩典时代来临了

当认清上帝公义的法则 上帝对罪的审判当认清上帝公义的法则、上帝对罪的审判，
才能够体会什么是恩典，

否则把上帝珍贵的恩典都给浪费了否则把上帝珍贵的恩典都给浪费了，

认为是廉价的恩典！

上帝透过先知传递 ─ 他要审判、要劝勉百姓回头，
很多控诉性经文的时候很多控诉性经文的时候，

我们需要学习抽丝拨茧的穿越修辞丛林，

往往是智慧文学中的诗歌体裁 文以载道往往是智慧文学中的诗歌体裁、文以载道 ─
 表达出上帝好像是父亲，因儿女背道而伤心…

先知传递信息时 有这份浓浓的情感在其中 先知传递信息时，有这份浓浓的情感在其中

何西阿有一个象征性的行动 ─上帝叫他去娶淫妇为妻，
上帝自己解释：神的百姓就好像是淫妇一样，

明知道他们会背叛他行淫离弃神，仍与他们立约

百姓真的行淫得罪神、离弃神时，仍将他们收回

上帝的角色是一个受伤的恋人 为爱付出代价 ─上帝的角色是 个受伤的恋人，为爱付出代价
因为爱他的百姓、被背叛、受伤了，伤心当下必须刑罚 ─

不是只为审判 是为了除去罪恶 使百姓回到所立的约不是只为审判，是为了除去罪恶，使百姓回到所立的约，

跟买赎他们的上帝恢复和谐、亲密、稳定的关系。

旧约的先知文学当中，
充满非常多不 样的文体 陈述着不同的内容充满非常多不一样的文体、陈述着不同的内容，

表达非常丰富的神要给当代的信息…

我们在研读先知书，解经、释经的时刻，

更多的体会上帝如何文以载道 ─
 透过当代百姓能够明白文学的体裁，

穿越文字带出上帝丰富的信息

 不是白纸黑字的律法、

刻板的好像审判的判决书条文

其中有上帝这位疼爱百姓的天父 ─
为爱付了极高的代价，

我们先了解先知信息的性质 功用 先知这个人

多次多方的差遣先知晓谕百姓…

我们先了解先知信息的性质、功用、先知这个人，
更能了解先知书的信息。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祷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有时必须很惊讶的承认 ─ 跟你好像不是那么熟，
把审判的上帝 跟施怜悯的上帝 分得远远的！

祷告祷告
把审判的上帝，跟施怜悯的上帝，分得远远的！

但在先知信息的书卷当中，我们真的认识 ─
 审判的上帝 也是施怜悯的上帝 审判的上帝，也是施怜悯的上帝

 施怜悯的上帝，却不得不审判犯罪悖逆的百姓

亲爱的耶稣 求你帮助我们 ─亲爱的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认识你的话语，
† 透过你的话语，真正认识上帝爱世人的心† 透过你的话语，真正认识上帝爱世人的心
† 你的爱当中包含了怜悯、包含了公义

引导我们可以活出属你子民的荣美，
可以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分辨在现今的世代你给我们的信息。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