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书的解经与释经 ─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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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律法之下已经启示了他自己，
 这个国家民族，按上帝的律法被建立后，
这
家 族 按上帝的律法被建立后
是否偏离了律法、是否走偏了？
 先知书较广的历史背景
较广的 史背景 ─
在约的前提之下，上帝透过先知来指正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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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段比较广的历史背景当中，，
从主前第九世纪 到主前第五世纪 有一些特点
有 些特点 ─
1. 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现象中，处于动乱状态，
以至先知针对当时的现象，
给予神的指示、警戒、训勉
2. 他们在信仰上对上帝极度的不忠诚、
漠视五经中所启示的约，
先知必须要起来执行这个约
3 人口
3.
人口、国界不断变化，受到周围列强的欺凌
国界不断变化 受到周围列强的欺凌 ─
南方的埃及，先后北方来的亚述、巴比伦，
神的选民需要神的话，
神的选民需要神的话
于是神兴起先知来宣告他的言语，
使得当代百姓可以从先知的话语 ─
不只是从五经当中，可以了解

在 主前第九世纪 到 主前第五世纪 这段时间，
密集的先知著作，
 显明这些先知都是盟约的执行者
明 些先知都是盟约的执行者
 上帝透过写作的先知，写下这段历史纪录 ─
先知宣告对当代的警戒、上帝的 意，
先知宣告对当代的警戒、上帝的心意，
交织成这段时间历史的纪录

4. 已经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 ─ 在 主前930年 开始，
 不断有纷争，是先知最密集被上帝兴起服事的年代
不断有纷争 是先知最密集被上帝兴起服事的年代
 北国以色列 主前722年、南国犹大 主前586年 被掳
并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的选民，
并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的选民
先知服事，说明当时信仰中的疑惑…
申四25-31 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彷佛甚么形像，

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
你们必在过约旦河
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尽行除灭。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
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事奉人手所造的神，
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
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
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
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
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
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
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

在这样的经文中让我们明白 ─
 先知受神的启示成为神的代言人，
先知受神的启示成为神的代言人
都有比较广博的历史背景
 申命记明确的说明日后历史的发展
在真正的悲剧发生之前，
上帝多次多方差遣先知晓谕百姓，
从这个比较广博的历史背景，可以了解 ─
 虽然先知所讲的信息是控诉、是审判
 公义的上帝要执行审判时，不需要通知人类的，
可是他竟多次多方的知会，透过先知来启示、来晓谕
从广博的历史背景
从广博的历史背景、
这么多的先知在这段密集的时间被神兴起，
我们可以了解 ─
他是怜悯的上帝、他不希望施行审判。

何五8-9 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

特殊的历史背景 ─
个别神的晓谕，都有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对象
个别神的晓谕
都有特定的时间 地点 环境 对象
 当时什么样的情势，以至于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说话？


何五8-10 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

说：便雅悯哪，有仇敌在你后头！
在责罚的日子 以法莲必变为荒场；
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
我在以色列支派中，指示将来必成的事。
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
我必将忿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

这是他们面对争战的时候，上帝所提出的警戒…
这是他们面对争战的时候
上帝所提出的警戒
 时间主前734年，传讲对象是北国以色列人 ─ 以法莲
 犹大首都耶路撒冷、到以色列错误崇拜中心伯特利路上，
犹大首都耶路撒冷 到以色列错误崇拜中心伯特利路上
其中几个城市 ─ 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宗教中心
 审判对象 ─ 在这里进行了虚假的敬拜
每一个地方，我们都需要了解特定的历史背景…

王下十六5 亚兰王和以色列王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围困亚哈斯 却不能胜他
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

便雅悯哪 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 以法莲必变为荒场
便雅悯哪，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

基比亚、基遍 ─ 所罗门王曾经在这个地方献祭，
梦中上帝对他说话 王上三4-5
 拉玛 ─ 撒母耳经常巡回审判以色列人的地点之一 撒上七17
 伯亚文 ─ 是伯特利的别名，是双关语…
 伯特利是神的殿，神在那里向雅各显现
 又称伯亚文因为成为北国金牛犊敬拜地点，
意思是罪恶之家 ─ 越敬拜、越累积罪恶
所以上帝命令说 ─ 在这几个重要地点要遭受攻击

犹大因为获得当时超级强国亚述的协助，
才能够打败以色列、亚兰的侵略，
上帝借着何西阿
在北国便雅悯境内的几个城市提醒 ─
毁灭必然会临到！



这是当代何西阿的听众明白，我们反倒不是那么清楚，
这是当代何西阿的听众明白
我们反倒不是那么清楚
可以利用串珠圣经、经文汇编、电脑经文检索，
很容易找出这几个地方有过什么历史事件，
很容易找出这几个地方有过什么历史事件
以至于先知要提出这几个地点来做这样的训示。

犹大要占领所侵略的土地…

申十九4；廿七17

律法所禁止
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
挪移
我必将忿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

何五10

从南到北在两个国家，
在他们错误的敬拜当中，
上帝透过何西阿来晓谕他们…

文意脉络 ─ 分辨整段经文会有特别、个别的上帝的晓谕，
有时先知开始一段上帝的晓谕，他会标注日期
有时先知开始
段上帝的晓谕 他会标注日期
 有些不见得有日期、特别的标题，需要从上下文来看


上帝透过先知有三个段落的晓谕…
─ 要为他们做哀歌
4- 17鼓励人要寻求蒙福的路，
4要寻求我就必存活、
6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8要寻求
后面提醒 ─ 当不懂得寻求神的时候，
就落在神的刑罚、警戒之下

阿摩司书第五章

1-3上帝跟他说

18-27提出有
有祸了！明显的转折…
18a 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这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形式，
这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形式
去分辨他的文意脉络。

先知的晓谕文体是用诗歌的体裁，有比较丰富的表达方式 ─
 包含同义平行句、反义平行句、综合平行句
包含同义平行句 反义平行句 综合平行句
 用当时熟悉的地名、特殊修词模式、哀歌 ─宣告审判
 有时先知会用个人的生平、动作
有时先知会用个人的生平 动作 ─叙事、故事体裁
叙事 故事体裁
 有时会交织着，譬如：耶利米书…
 上帝的话对耶利米说 ─ 诗歌体裁
 耶利米对神的话有所回应 ─ 向神祷告
 先知宣讲神话语 ─ 讲章的形式
 百姓听了先知的话，回应 ─ 叙事文体
 耶利米被百姓拒绝、陷害
利米被 姓拒绝 陷害 ─ 回头向神祷告
 神又会回应耶利米的祷告…
当整片阅读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整个的起承转合，
 先知不是只是上帝的传声筒，对领受的信息是有感觉的
 面对百姓的拒绝，先知又如何处理…

在文意脉络里，找出个别的神谕…
 先知有的时候会控诉百姓
 控诉之后、会有神审判的晓谕
 之后往往会有劝勉 ─ 劝勉百姓要寻求神
 然后会有一段讲到之后复兴的应许
原则上会有这不同上帝晓谕的形式存在
原则上会有这不同上帝晓谕的形式存在。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都比较喜欢读应许的、安慰的、复兴的
 可是不得不承认 ─
神的复兴，往往在审判、罪被洁净之后，
复兴会临到！
我们必须好好面对先知的信息 ─
怎样条理分明的，说明了上帝做事的计划，
怎样条理分明的
说明了上帝做事的计划
更让我们体会上帝的心肠…

先知书的释经 ─ 有点像读书信的原则…
在 个 个段落 先知讲到当百姓拒绝神的话
在一个一个段落，先知讲到当百姓拒绝神的话，
审判在不久的将来要发生，在更久的将来，审判发生、
罪恶被除尽之后 上帝要赐下复兴的应许
罪恶被除尽之后，上帝要赐下复兴的应许。
先知所讲的预言，好像是一重一重山峰 ─
对先知而言，都是他们当代的未来。
希伯来文法，动作已经完成、就会用完成式，
希伯来文法
动作已经完成、就会用完成式
说话的时候动作还没有完成，就会用未完成式；
先知宣告信息的当下，对他而言都是未来，
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 ─
 先知的未来，他并不是用未完成式
先知的未来 他并不是用未完成式
 对先知而言，神的话安定在天 ─
所预言的未来 先知全部都是用完成式来表达
所预言的未来，先知全部都是用完成式来表达，
先知看见神的话安定在天，没有一句徒然返回！

对今天两千年之后的读者，是我们的过去…
对我们的时间表 言 ─
对我们的时间表而言

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祷告

你透过先知让我们看见 ─

今天的读者

没有一件事情对你而言是失败；

先知的观点
被
掳

归
回

耶
稣
来

新
天
新
地

谢谢耶稣 透过先知的书卷 ─
谢谢耶稣，透过先知的书卷
† 你开启我们看见你在历史中说话
† 你也借着历史在说话
引导我们有一个准确的眼光

先知的预言，不是按照我们所认为时间的次序来发展…
有的时候会跳动 ─ 对先知而言都是未来！
在做先知书信息，特别对应验的时间点，
 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从解经到释经是适合的
到
什 样 方式， 解 到释 是
 上帝透过先知书，让我们看见他是历史的掌权者

来看今天的自己，
如何成为你自 的 篇信息。
如何成为你自己的一篇信息。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