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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小先知書 第一堂、簡介 

一、聖經中的小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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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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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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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的工作：(1) 傳達神的旨意: 將神的啟示，警告，預言寫下傳達。(2) 教師: 教導百姓神的

典章律例。(3) 守望者: 為百姓向神祈求，禱告。(4) 代求者: 代替人在神面前認罪禱告。 

小先知書是舊約聖經最後十二卷書的總稱，稱為小先知書並不是因為寫這些書信的先知身份

地位比較小，而是因為這些書卷的篇幅比較短，這些書卷也是先知從神得啟示的記錄。 

 

(一) 小先知書的分類 

1. 被擄以前(王國時期)的小先知書: 

(1) 對以色列國(北國)說預言的先知書:約珥書，阿摩司書，何西阿書 

      主前 722 年北國亡於亞述，主前 612 年亞述亡於巴比倫 

(2) 對猶大國(南國)說預言的先知書:俄巴底亞書，彌迦書，那鴻書，西番雅書，哈巴谷書 

      主前 586 年南國亡於巴比倫，主前 539 年巴比倫亡於波斯 

 (3) 向尼尼微說預言的先知書:約拿書 

2. 被擄以後(歸回時期)的小先知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 

    主前 516 年聖殿重建完成，主前 445 年尼希米「歸回」 

(二) 小知書的時代背景 

1. 當時的選民隨從外邦人拜偶像巴力 

2. 社會上沒有公平，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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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時的以色列民在遇到危難時，沒有倚靠神，反而向外邦人求助 

 (三) 小知書的內容 

1. 勸告的信息: 勸告百姓與君王，離棄罪惡偶像歸向真神，過聖潔公義的生活 

2. 警告的信息: 認識神的公義，告訴選民悖逆離棄神的結果，審判的嚴重，希望他們能悔改 

3. 安慰的信息: 認識神的慈愛，安慰選民雖然因離棄神而受到懲罰，神的愛永不改變 

4. 預言的信息: 預言彌賽亞(耶穌基督)的降生與再來，預言以色列民最終因悔改而蒙神拯救 

 

二、小先知書各卷信息 

1. 何西阿書 (名:耶和華是救恩; 時: 755-715B.C.;  地: 撒瑪利亞與耶路撒冷; 共 14 章) 

破裂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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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城和所多瑪、蛾摩拉同被毀滅) 

 

2. 約珥書 (名: 耶和華是神; 時: 835-796B.C.;  地: 耶路撒冷; 共 3 章) 

耶和華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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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哀哉、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來到。 

 

3. 阿摩司書 (名: 負擔; 時: 765-750B.C.;  地: 耶路撒冷附近的提哥亞; 共 9 章) 

預備迎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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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俄巴底亞書 (名: 耶和華的僕人; 時: 840 或 586B.C;  地: 耶路撒冷; 共 1 章) 

以東的滅亡: 指出以東的罪行必招惹神的審判，藉此安慰受害之百姓。 

俄 21 必有拯救者上到錫安山、審判以掃山‧國度就歸耶和華了。 

 

5. 約拿書 (名: 鴿子; 時: 755B.C.;  地: 尼尼微; 共 4 章) 

尼尼微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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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彌迦書 (名: 有誰能像耶和華; 時: 739-686B.C.;  地: 耶路撒冷; 共 7 章) 

有何神像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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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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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那鴻書 (名: 安慰和報復; 時: 630-612B.C.;  地: 耶路撒冷; 共 3 章) 

亞述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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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耶和華是忌邪施報的 神‧耶和華施報大有忿怒‧向他的敵人施報、向他的仇敵懷

怒。 

 

8. 哈巴谷書 (名: 抱住; 時: 605B.C.;  地: 耶路撒冷; 共 3 章) 

巴比倫的滅亡: 指出神為何使用巴比倫作審判猶大之工具及其結局，藉此安慰在巴比倫陰影

下之百姓。 

哈 2:4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因信得生。 

 

9. 西番雅書 (名: 耶和華所隱藏的; 時: 625B.C.;  地: 耶路撒冷; 共 3 章) 

神忿怒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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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哈該書 (名: 耶和華的節期; 時: 520B.C.;  地: 耶路撒冷; 共 2 章) 

重建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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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撒迦利亞書 (名: 耶和華紀念; 時: 520-475B.C.;  地: 耶路撒冷; 共 14 章) 

重建聖民: 指出耶路撒冷將來在神國度內之榮美，旨在鼓勵當時百姓熱心建殿，因那是神國

度之中心。 

亞 8: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錫安心裏極其火熱‧我為他火熱、向他的仇敵發烈怒。 

 

12. 瑪拉基書 (名: 我的使者; 時: 425B.C.;  地: 耶路撒冷; 共 4 章) 

以色列的墮落: 指出耶路撒冷之宗教與道德的敗壞，宣告神的審判速臨，勸告及早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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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約中引用小先知書 

何西阿書: 

何 1:10 然而以色列的人數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數‧從前在甚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

是我的子民、將來在那裏必對他們說、你們是永生 神的兒子。(羅 9:26) 

何 2:23 我必將他種在這地、素不蒙憐憫的、我必憐憫、本非我民的、我必對他說、你是我

的民、他必說、你是我的 神。(羅 9:25 就像 神在何西阿書上說、) 

何 6:6 我喜愛良善、〔或作憐恤〕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 神、勝於燔祭。(太 9:13；12:7

主耶穌引經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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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11:1 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太 2:15 應驗) 

何 13:14我必救贖他們脫離陰間、救贖他們脫離死亡‧死亡阿、你的災害在那裏呢‧陰間哪、

你的毀滅在那裏呢‧在我眼前決無後悔之事。(林前 15:55 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裏) 

約珥書: 

珥 2: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豫言‧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

夢‧少年人要見異象‧29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30 在天

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31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32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

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

和華所召的。(徒 2:16-21 彼得引, 羅 10:13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阿摩司書: 

摩 5:25 以色列家阿、你們在曠野四十年、豈是將祭物和供物獻給我呢。26 你們抬著為自己

所造之摩洛的帳幕、和偶像的龕、並你們的神星。27 所以我要把你們擄到大馬色以

外‧這是耶和華名為萬軍之 神說的。(徒 7:42-42 司提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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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使以色列人得以東所餘剩的、和所有稱為我名下的國‧此乃

行這事的耶和華說的。(徒 15:16-17 雅各引正如經上所寫的、) 

約拿書: 

拿 1:17 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太 12:39-40；路 11:29-30) 

哈巴谷書: 

哈 1:5 耶和華說、你們要向列國中觀看、大大驚奇‧因為在你們的時候、我行一件事、雖

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不信。(徒 13:41 保羅引) 

哈 2:4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因信得生。(羅 1:17；加 3:11；來 10:38) 

撒迦利亞書: 

亞 9: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

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太

21:4-5 應驗) 

亞 11:12我對他們說、你們若以為美、就給我工價、不然、就罷了。於是他們給了三十塊錢、

作為我的工價。(太 26:15；27:8-10 應驗) 

亞 12:10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

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約 19:34，37) 

亞 13:7 萬軍之耶和華說、刀劍哪、應當興起、攻擊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擊打牧人、羊

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太 26:31 主耶穌引) 

瑪拉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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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1:10；路 7:27 主

耶穌引經上記著說、) 

瑪 4:5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6 他必

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太 11:14；路 7:27) 

  

作業一: 請預讀十二卷小先知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