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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预言，必须要认识圣经里有一种人 ─ 先知，

在旧约里，是神的代言人、神的发言人。

旧约有三种人 先知 祭司 君王 都要被膏立旧约有三种人 ─ 先知、祭司、君王，都要被膏立，
就是被神所设立，透过一种仪式把人分别出来…

先知是替神说话 传神话语的人先知是替神说话、传神话语的人，

把神的心意说给人

祭司是替人献祭、把人带到上帝面前，

替人在上帝面前说话，替人在上帝面前说话，

求告、求赦免、赞美神

君王是神所设立，
代表神对人的管理跟权柄代表神对人的管理跟权柄

耶利米书 第一章 1-10
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 中 家的 耶利米的话记在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
犹大王亚们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
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
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甚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
「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这是很典型、最明显的讲到 ─ 先知是神把他呼召出来的…
先知 是自愿说我要作先知 是被神召出来的先知 不是自愿说我要作先知，是被神召出来的

当他说的时候，是奉耶和华的名说话，
所说的话 从神来的所说的话，从神来的
 不代表先知每个行为都是对的、都是好的，

没有 句话是出于自己的 不是没有一句话是出于自己的 ─ 不是
 耶和华要他说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

耶二1-2a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

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如此说…」

先知在讲话的时候会说 ─先知在讲话的时候会说
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我说、
耶和华临到我、要我说，耶和华临到我、要我说，

不是他自己说的话。



先知不只是未卜先知，

因为神是亘古到永远、创造时间的那一位，

在神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先知讲出未来的事情，一点都不希奇！

先知说的话从神来的，既然没有时间概念，先知说的话从神来的，既然没有时间概念，

当然讲到一些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

这个如果清楚的话，读先知书就不太有问题，

否则会一直有一个疑问 ─否则会 直有 个疑问
到底是说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

有的时候分不清楚的有的时候分不清楚的

先知的重点不是在于时间，

在于他说的话是替神说的在于他说的话是替神说的

到了新约时代，也看到有先知…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太五17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耶稣是最大的先知 说的每 句话都是替神说耶稣是最大的先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替神说，

他本身就是神、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

 太七15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怎么判断一个人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
最准确的是他的生活见证 ─最准确的是他的生活见证

太七16a 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太七21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太七21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并不是他说的话准确不准确并不是他说的话准确不准确，

主耶稣讲生活的见证，才是判断先知的标准。

使徒行传以后还有没有先知呢？有！

安提 的教会 知徒十三1-2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

这是教会历史安提阿教会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有几位是先知和教师。

现在还有吗？从功能性 还有类似先知的事奉现在还有吗？从功能性，还有类似先知的事奉…

弗四7 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
11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先知的恩赐 ─ 传神话语的恩赐，先知的恩赐 传神话语的恩赐，
临到一个人，他能准确的传出神的话、解明神的道

可以求先知讲道的恩赐 ─ 功能性的，可以求先知讲道的 赐 功能性的，

不是哪个人是先知，是有先知恩赐放在这个人身上

预言 ─ 先知所说的话，与先知的恩赐理论上是一致的。

旧约时代神要如何引导或处理这个世代，
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
 不能说只是讲到未来，是宣告神的心意
 神对人类的判断、对人作为的回应，把神的想法讲出来神对 类的判断、对 作为的 应，把神的想法讲 来

1. 宣告 ─ 宣告出上帝的心意、想法，没有时间性。

赛一1-2 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这个宣告不管现在 过去 未来这个宣告不管现在、过去、未来…
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

因为耶和华说 我养育儿女 将他们养大 他们竟悖逆我他们竟悖逆我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他们竟悖逆我。
耶和华神向天地控诉，是没有时间性的

2. 未来的事情 ─ 宣判事情还没有到，就变成预言



新约 ─ 讲到先知恩赐、传神话语的时候，也是如此…

教会的牧师、讲员、主日学的老师，
都在做一件事情 ─ 把圣经解释出来，

 一解明出来，就说出神的心意
重点并不在于说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徒二一10-15 先知亚迦布
说到保罗的前途、前面会遇到什么危险。
 就个人或事件，预先说出将来怎么样，这个很少
 当他说完之后，保罗仍然去耶路撒冷

告诉我们未来的事，影响不大；
神心 所想的事告诉我们神心里面所想的事，影响很大，

读圣经的时候知道 ─
神要我们怎么样活、活出神的心意来。

圣经有哪些是先知书？

圣经所看的先知书，

大先知书，五卷；小先知书，十二卷

事实上替神说话的记载，并不只这几本书，

或者除了诗歌智慧书，大部分的圣经都是先知书或者除 诗歌智慧书， 部分 都是先知书

旧约圣经在主耶稣的时代不是这样分的…

路 耶稣对他们说路二四44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在耶稣的时代，旧约只分为三大部分：
律法、先知、圣卷，没有历史书

到现在为止，犹太人的旧约还是这样分的

先知书 跟圣卷 的区隔 ─
圣卷是人向神的表达圣卷是人向神的表达

先知书是神向人所说的话，

前先知书前先知书 ─ 约书亚记、士师记、
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

以记载历史的方式来表明神的心意
后先知书 ─ 以赛亚书、耶利米书、

以西结书、十二小先知书 (算一卷)

上帝对于这一群人、这一时代、

这一区域、这一个民族的判断，

称为先知书
一直到七十士译本，

才变成现在中文圣经的编排顺序。

新约的先知书属于启示文学…

先知书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

整个先知书有一个核心 ─

代七14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代七14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当人悔改，就蒙赦免；当人悔改，就蒙赦免；
人如果不悔改，就灭亡。

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愿意透过耶稣基督得着救赎的，就蒙赦免，

什么事都没有做，只有悔改、只有相信

没有悔改的话，人会因自己的罪而灭亡，

不是因为神的审判而灭亡



从旧约时代，到耶稣、新约、末世、主再来的日子，
神的心意是不悔改就灭亡 悔改就蒙赦免 都是一样神的心意是不悔改就灭亡，悔改就蒙赦免，都是一样…

列王纪上二一章 亚哈是很坏的王，神透过以利亚审判亚哈，
你杀了人 又得他的产业吗 又要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19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

27 29亚哈听见这话 就撕裂衣服 禁食27-29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禁食，
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而行。行。

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

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 ，我不降这祸；
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

因为人悔改 他就被赦免 ─因为人悔改，他就被赦免
当人照神的心意来活的时候，看起来神会改变，

其实神没有改变 因为原则是确定的 只是人转变了其实神没有改变，因为原则是确定的，只是人转变了，

人一转变，神就按照他的原则 ─ 看起来就转变了。

启示文体，什么叫作启示 Reveal？
 一个东西握在手上，用一个布把它盖住，

要人猜这里面是什么？一定猜不到
启示就是把布拿掉，除去隐藏物的掩盖使它露出来

神把一些人未知的事情，启示、揭示出来，

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一看说 ─
可能会有这件事，或原来是这样，称为启示文体。可能会有 件事，或原来是 样，称为启示文体。

上帝透过人的记载，
把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让人现在知道把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让人现在知道
 所谓知道也不是完全清楚，因为那是未来的事情

但以理书、启示录是启示书，
以西结书 二八到二九章、约珥书 二到三章、

撒迦利亚书 九到十四章，都有类似这个情况。

如果在几百年前，有个人走在路上口中念念有词，
我们觉得这个人恐怕脑筋有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人恐怕脑筋有问题；

可是今天，有人拿着手机、

口中念念有词 他正在讲电话口中念念有词 ─ 他正在讲电话。

五百年前的未来就是现在，
绝对想不到现在的状态 ─ 一直在进步

启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仍然不明白

弗三1-6 保罗说 ─ 神向我启示，神打开让我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和好这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和好这 件事情…
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神向保罗启示

以后慢慢大家就明白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以后慢慢大家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意思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合在一起？为什么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合在 起？

启示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有一个启示是我们现在还不明白的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第一次再来 第二次再来第 次再来、第二次再来…

记载的时候，有耶稣再来的现象，

其实指主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时候其实指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时候，

当混在一起，我们看不清楚，连记载的人也未必清楚。

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列在启示书 ─
只注意到末世，至今都还没有应验的，重在未来
启示文学有个特性 今 结束了 神国 来 了启示文学有个特性 ─今世要结束了，神国要来临了，

弥赛亚 后得胜的事情快要发生了

先知预言重点 ─ 把百姓属灵生命带回神的面前，

指责罪恶，指责当代的领袖、百姓

如何解释启示文体就很难，读圣经的时候，
简单的读了 赶快用在自己身上简单的读了，赶快用在自己身上

比较难的，存敬畏的心祷告，求神给知识和智慧来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