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概論-大先知書 第一堂、先知書簡介
聖經中被稱為先知書的共有十七卷，從以賽亞書起一直到瑪拉基書止。
一、先知書的著者：
「先知」(希伯來文 Nabi )的原文意義是‘如泉湧出’，是指他受聖靈感動，把神的話像活泉
一般湧到外面，「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彼
後一 21)。先知書中的先知都是神在祂的百姓背道墮落的時候所興起的器皿，使他們受了聖
靈的感動，代替神說話，有的是關乎當時當地的事，有的是關乎將來的事。先知書也不一定
專載預言，裏面盡可以有記事、詩歌等等。
先知首論國家不斷背離真神而招神之責罰，再宣告責打後，神如慈母般伸出疼愛之手撫摸傷
處，安慰自己的選民，並以將來彌賽亞國度之顯現，作為最高安慰之焦點。
耶 1:1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甚麼‧我說、我看見一根杏樹枝。12 耶
和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因為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成就。

二、先知書的分類：
(一) 按長短分
先知書共計十七卷，習慣分為二類，即大先知書與小先知書；大先知書為較長之先知書，而
小先知書則為較短。按表面看，這分法頗不合實際，因大先知書中之耶利米哀歌只有五章，
小先知書中之撒迦利亞書則有十四章之長；但耶利米哀歌因是耶利米書的附錄而內容也有預
言，故列在大先知書內，而猶太人傳統卻把但以理書放在歷史書內。
1. 大先知書：以賽亞書，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以西結書，但以理書
2. 小先知書：何西阿書，約珥書，阿摩司書，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彌迦書，那鴻書，
哈巴谷書，西番雅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
(二) 按時期分(約為完書之年)
1. 被擄以前的先知書：
(1) 對以色列國說預言的先知書：
約珥書(830 B.C.)，阿摩司書(750 B.C.)，何西阿書(710 B.C.)
(2) 對猶大國說預言的先知書。耶利米書及耶利米哀歌都是延展到被擄期中的先知書。
俄巴底亞書(840 B.C.)，以賽亞書(680 B.C.)，彌迦書(690 B.C.)，那鴻書(610 B.C.)，
西番雅書(620 B.C.)，耶利米書(560 B.C.)，哈巴谷書(606 B.C.)，耶利米哀歌(585 B.C.)
(3) 向尼尼微說預言的先知書
約拿書(750 B.C.)
2. 被擄期中的先知書：
但以理書(536 B.C.)，以西結書(570 B.C.)
3. 被擄以後的先知書：
哈該書(520 B.C.)，撒迦利亞書(475 B.C.)，瑪拉基書(425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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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知書的內容：
(一) 先知書的預言多半是根據於：
1. 巴勒斯坦的約 (申二九～三十)
申 29:1

這是耶和華在摩押地、吩咐摩西與以色列人立約的話、是在他和他們於何烈山所
立的約之外。
申 29:24 所看見的人、連萬國人、都必問說、耶和華為何向此地這樣行呢．這樣大發烈怒
是甚麼意思呢。25 人必回答說、是因這地的人離棄了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領他
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
申 30:2 你和你的子孫、若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 神、照著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聽從
他的話、3 那時、耶和華你的 神必憐恤你、救回你這被擄的子民、耶和華你的
神要回轉過來、從分散你到的萬民中、將你招聚回來。
2. 大衛的約 (撒下七 8～17)
撒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
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15 但我的慈愛
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
〔原文作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二) 先知書的內容論神藉先知的筆，傳達他管治選民及全地之旨意，故敍述者時而論及選民，
時而論及異邦，內容要題有下列數點：
1. 對選民之警教－把神之警告或責備宣明，使他們能分辨是非，棄惡擇善，使他們知道若不
悔改，日後之受罰不是無緣故的。
2. 對選民之復興－選民雖屢次犯罪，卻仍是選民，此與神無條件的選擇有關，故神必眷顧其
民，責打後使他們復興，驅散後使他們歸回。
3. 對外邦國之審判－外邦國必須明白，他們的存亡均與地上之「中心國」－以色列－有密切
的關係；他們將來的審判皆因對神的選民有仇恨之表現；因此而見外邦國得福與神的選民
有關(參創 12:3 上)，外邦國得咒詛也與神的選民有關(創 12:3 下)。
4. 對彌賽亞來臨－神復興選民之大計與彌賽亞之來臨有極密切之關係；選民雖能歸回，若無
一公義有權能之領導者掌政，他們之復興與歸回終化為烏有；故應許給他們彌賽亞，神的
受膏者，藉著他的政權使選民與萬族得福。
5. 對神國度之建立－先知論述神的國度必會取代選民的國度，也取代地上萬國之國度；因這
國度是以公義和平建立，而期限亦永遠性；這國度必藉彌賽亞建立，在他的政權下必得見
太平盛世之現象，實現天國建於人間。
四、先知書各卷要義與鑰節：
以賽亞書：責備以色列的弊病乃離棄真神、崇拜偶像；並預言將來神的眷顧。
賽 7:14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賽 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
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賽 53:5 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
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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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主要指出猶大拜偶像的罪行，若不悔改，必招惹神的審判。
耶 3:12 你去向北方宣告說、耶和華說、背道的以色列阿、回來罷‧我必不怒目看你們‧
因為我是慈愛的、我必不永遠存怒‧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 31:3 古時〔或作從遠方〕耶和華向以色列〔原文作我〕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
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耶利米哀歌：哀悼耶路撒冷遭神管教之痛苦，藉此向 神求赦免及復原之恩。
哀 1:18 耶和華是公義的‧他這樣待我、是因我違背他的命令。眾民哪、請聽我的話、看
我的痛苦、我的處女和少年人、都被擄去。
哀 5:21 耶和華阿、求你使我們向你回轉、我們便得回轉‧求你復新我們的日子、像古時
一樣。
以西結書：指出以色列敗亡之因與預言將來之復興。
結 1:1
當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結〔原文作我〕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天就開
了、得見 神的異象。
結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給你們肉心。27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
行我的典章。28 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列祖之地、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
你們的 神。
但以理書：指出外邦國度之興衰與神國之建立。
但 2:19 這奧祕的事、就在夜間異象中、給但以理顯明‧但以理便稱頌天上的神‧20 但以
理說、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
但 4:17 這是守望者的所發的命、聖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
何西阿書：指出以色列如淫婦背棄神，但神卻以慈繩愛索把他們牽引回來。
何 11:8 以法蓮哪、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阿、我怎能棄絕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瑪、怎能
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轉意、我的憐愛大大發動。
何 14:4 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因為我的怒氣向他們轉消。
約珥書：因著蝗災指出耶和華審判日子的性質與意義，藉此勸誡百姓悔改。
珥 2:1
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聖山吹出大聲‧國中的居民、都要發顫‧因為耶和華的
日子將到、已經臨近。
珥 2:12 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我。
珥 2:13 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 神‧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
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
阿摩司書：指出國內的不公義，道德的腐敗，與宗教的死沉必招惹神的審判。
摩 4:12 以色列阿、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阿、我既這樣行、你當豫備迎見你的 神。
摩 9:11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重
新修造、像古時一樣‧
俄巴底亞書：指出以東的罪行必招惹神的審判，藉此安慰受害之百姓。
俄 15
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你怎樣行、他也必照樣向你行‧你的報應必歸到你
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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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書：指出神對外邦人之恩慈，以色列人在此的失敗，及需有之態度。
拿 4:2
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阿、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麼‧我知道你是有
恩典、有憐憫的 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
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
拿 4:10 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乾死、你尚
且愛惜‧11 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
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
彌迦書：指出在道德、宗教、及政治黑暗的國家中何謂真正的「屬靈人」。
彌 6:2
山嶺和地永久的根基阿、要聽耶和華爭辯的話‧因為耶和華要與他的百姓爭辯、
與以色列爭論。
彌 7:18 神阿、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
恩‧19 必再憐憫我們、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
那鴻書：指出神將來審判尼尼微的原因與公義，藉此安慰在亞述陰影下之百姓。
鴻 1:15 看哪、有報好信傳平安之人的腳登山、說、猶大阿、可以守你的節期、還你所許
的願罷‧因為那惡人不再從你中間經過‧他已滅絕淨盡了。
哈巴谷書：指出神為何使用巴比倫作審判猶大之工具，藉此安慰在巴比倫陰影下之百姓。
哈 3:2
耶和華阿、我聽見你的名聲、〔名聲或作言語〕就懼怕。耶和華阿、求你在這些
年間復興你的作為、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
西番雅書：因著國家的敗壞，指出神忿怒審判日子的性質與意義，藉此勸誡百姓悔改。
番 2:3
世上遵守耶和華典章的謙卑人哪、你們都當尋求耶和華‧當尋求公義謙卑、或者
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可以隱藏起來。
番 3:14 錫安的民哪、應當歌唱‧以色列阿、應當歡呼‧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滿心歡喜
快樂。
哈該書：鼓勵歸回的餘民努力復工，繼成建造聖殿。
該 1:4
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麼‧
該 1:8
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鼓勵繼成聖殿，以成為將來彌賽亞國度之中心。
亞 1:14 與我說話的天使對我說、你要宣告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耶路撒冷、為
錫安、心裏極其火熱。
亞 1:16 所以耶和華如此說、現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憐憫‧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準
繩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17 你要再宣告說、萬軍之耶和
華如此說、我的城邑、必再豐盛發達‧耶和華必再安慰錫安、揀選耶路撒冷。
瑪拉基書：指出國家宗教生活之失敗及必須及早悔改，因神的審判將臨。
瑪 3:1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豫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
忽然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
瑪 3: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
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作業一: 請預讀五卷大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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