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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書：在以色列執行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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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以色列、猶大，兩個國家歷史發展，
先知被上帝呼召出來
被上帝呼召出來，身兼數職
身兼數職 ─
 預言家，預告未來
 教師，教導百姓上帝做事的原則
 守望者，以色列人偏離神的命令，為他們守望
 代求者，上帝即將刑罰百姓，在上帝面前代求
 用不同的方式，向以色列的百姓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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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聖經有十七卷先知書，每卷都以先知的名字命名，
 寫作從 主前第九世紀 到 主前第五世紀 不等，
不等
在當代成為上帝的代言人
 有五卷大先知書、十二卷小先知書，
有五卷大先知書 十二卷小先知書
分為大、小，純粹就篇幅而言
 長的放前面、短的放後面，跟年代沒有直接關係
長的放前面 短的放後面 跟年代沒有直接關係
 十二卷小先知書，在希伯來經卷是一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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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預言並不是完全預測將來要發生的事，
如果把先知書中上帝的曉諭做統計：
做統計
 預言彌賽亞 ─ 不超過 2%
 描述新約時代的篇幅 ─ 不超過 5%
 預言未來事件的發生 ─ 不超過 1%
對當代，都是關乎以色列、周圍列邦不久的未來，
就時間而言，已經是我們的過去了，
所以不是要對我們的未來做預測。
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代表上帝來說話，
代表上帝來說話
 上帝有話要對百姓來說，是透過先知來發言
 對當代的百姓 ─
從 主前第九世紀 到 主前第五世紀，
對他們做了 些預視未來的神的曉諭
對他們做了一些預視未來的神的曉諭

十七卷先知書，
並沒有囊括舊約歷史裡所知道的先知，
並沒有囊括舊約歷史裡所知道的先知
譬如：以利亞、以利沙，
大衛王時期先知迦得 拿單
大衛王時期先知迦得、拿單，
不是舊約時代服事的先知，都成為先知書卷的作者
 歷史書當中的先知，
是以行動來表達上帝對當代的信息


舊約歷史書，希伯來經卷稱做前先知書，
敘述非常多先知的行蹤
敘述非常多先知的行蹤，
以先知的角度來陳述歷史；
希伯來經卷中的後先知書，
就是舊約的先知書卷，
上帝呼召他們、把神的話傳遞給他們，
他們在歷史的處境當中，向當代的百姓說話。

研讀先知書卷要穿越的難題，就是歷史問題，
他們面對不同社會、國家挑戰，跟今天不同，
對
會
家
譬如：先知以賽亞呼籲當時的亞哈斯王，
 國際危機是 北方以色列國、更北亞蘭國，
他們揮軍南下要來攻打猶大國
 亞哈斯向更北方的強權亞述帝國搬救兵
在這歷史背景中，以賽亞傳遞神的信息 ─
呼籲亞哈斯不要去倚靠亞述王，而要求告、信靠上帝
彷彿是我們今天讀報紙的時候
彷彿是我們今天讀報紙的時候…
 必須從頭版 當時所發生的國家大事，
來了解三版社論 ―
先知所要陳述上帝的心意為何
 舊約先知書做適當的解釋的時刻，
需要了解歷史背景

先知說話的模式 ─ 會說明以色列的罪、神對他的愛，
呼籲他們離罪
呼籲他們離罪，回到神跟人所立的約，準確、和諧的關係，
到神跟人所立的約 準確 和諧的關係
這是先知發出預言非常重要的背景 ─ 會有責備，
責備的原則是根據神在 前所 訂的約
責備的原則是根據神在之前所立訂的約。
先知是傳神的話 傳遞神的信息 成為神的代言人 ─
先知是傳神的話、傳遞神的信息，成為神的代言人
 宣告說「耶和華如此說」，
並不是說自己的觀點、強調自己的權柄
並不是說自己的觀點
強調自己的權柄
 神的曉諭以詩歌體裁來陳述表達，在文以載道的特性中，


詩歌傳遞的是
傳遞的是一種濃濃的情感
種濃濃的情感 ─

包含上帝對以色列人的傷痛、
先知對百姓不能悔改的憤怒
 不是只是上帝的傳聲筒而已，
乃是傳遞上帝的信息 ─
包含神的心意、上帝愛世人的心懷

先知預言的功用 ─ 約的執行者、中保的角色
摩西在西乃之約就相當於中保的角色，
就相當於中保的角色
傳遞神立約的信息、教導百姓認識神的約、守神的約，
是眾先知的典範。
先
典範
 往後上帝所呼召的先知，宣告百姓
偏離神的約，會落在律法的咒詛當中
 先知是重新講論神的話，
先知書會用詩歌的體裁，
重複呼籲百姓約的內容
在 利廿六、申四、廿八以下 神跟百姓訂立西乃之約的當下，
上帝提醒百姓 ─
 當聽從神的話、按神的律法來生活，是蒙福的狀態
 當破壞這個約，不只破壞跟神之間的關係，
也破壞人與人、人與大自然關係，會落在約的咒詛中

先知所承擔的責任，是跟社會有關的 ─
 並不是要做社會改革、並不是一個革命先烈
並不是要做社會改革 並不是 個革命先烈
 乃是提醒 ─ 今天的生活偏離了上帝的心意
先知並不是只管天上事 只講天上事
先知並不是只管天上事、只講天上事，
所講、所論的，都是當代的社會處境…
先知非常腳踏實地 跟當代有關的他從不避諱
先知非常腳踏實地，跟當代有關的他從不避諱！
上帝對當時的人，生活、策略、公平與否，都非常關切；
先知代表神發言，是跟當代社會處境息息相關的。
先知的信息不是創新 ─ 就是根據摩西五經，
 百姓偏離的時候，先知代表上帝提醒百姓 ─
神的標準、上帝心意，需要回到神的標準，
不是追求表面利益、和諧
 先知的信息有不同的修辭、方式，
他是重新強調上帝立約的內容

先知信息的類型…
 控訴 ─ 指責當代百姓的過犯，
指責當代百姓的過犯
拜偶像、虛有其表的獻祭、不行公義


審判 ─ 像法庭的檢察官，宣告上帝將要施行的刑罰跟審判，
帝
刑
都是根據五經中咒詛的經文


訓示、勸勉 ─ 期待百姓聽見神的話有所回應，
呼籲他們回轉歸向神、停止惡行



結局 ─ 預示未來，包含未來將臨的審判，
百姓能夠回頭、悔改，審判就不會發生
能夠
悔
審判 不會發生
 終究他們沒有悔改，遙遠指向審判之後，
有復興盼望的預言


先知的文體複雜、豐富，交織著不同的內容 ─
從控訴、跳到審判，又轉向未來的結局，
了解先知的信息有這些特性，才能夠體會豐富性、多樣性。

上帝透過先知傳遞 ─ 祂要審判、要勸勉百姓回頭，
很多控訴性經文的時候，
很多控訴性經文的時候
我們需要學習抽絲撥繭的穿越修辭叢林，
往往是智慧文學中的詩歌體裁 文以載道 ─
往往是智慧文學中的詩歌體裁、文以載道
 表達出上帝好像是父親，因兒女背道而傷心…
 先知傳遞信息時，有這份濃濃的情感在其中
先知傳遞信息時 有這份濃濃的情感在其中

何西阿有一個象徵性的行動 ─ 上帝叫他去娶淫婦為妻，
上帝自己解釋：神的百姓就好像是淫婦一樣，
 明知道他們會背叛祂行淫離棄神，仍與他們立約
 百姓真的行淫得罪神、離棄神時，仍將他們收回
上帝的角色是 個受傷的戀人，為愛付出代價 ─
上帝的角色是一個
因為愛祂的百姓、被背叛、受傷了，傷心當下必須刑罰 ─
不是只為審判，是為了除去罪惡，使百姓回到所立的約，
跟買贖他們的上帝恢復和諧、親密、穩定的關係。

先知傳遞信息，不只是用口傳，有時會用象徵性的行動 ─
 做一些表演性的動作，來傳遞上帝的心意
做 些表演性的動作 來傳遞上帝的心意
 最多表演性的象徵性行動的是以西結書，
 在被擄的處境，用行動來傳遞信息
在被擄的處境 用行動來傳遞信息
 行動之後，上下文都有上帝直接指示 ─
每 個行動信息 其中的意義是什麼
每一個行動信息，其中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今天在讀先知書的時候會有一個困難 ─
 覺得先知總是在罵人、在宣告審判
 認為舊約的上帝比較兇、都是在審判，
新約的上帝比較慈愛、好像恩典時代來臨了
當認清上帝公義的法則、上帝對罪的審判，
才能夠體會什麼是恩典，
否則把上帝珍貴的恩典都給浪費了，
認為是廉價的恩典！

舊約的先知文學當中，
充滿非常多不 樣的文體 陳述著不同的內容
充滿非常多不一樣的文體、陳述著不同的內容，
表達非常豐富的神要給當代的信息…
我們在研讀先知書，解經、釋經的時刻，
更多的體會上帝如何文以載道 ─
 透過當代百姓能夠明白文學的體裁，
穿越文字帶出上帝豐富的信息
 不是白紙黑字的律法、
刻板的好像審判的判決書條文
 其中有上帝這位疼愛百姓的天父 ─

為愛付了極高的代價，
多次多方的差遣先知曉諭百姓…
我們先了解 先知信息的性質、功用、先知這個人，
更能了解先知書的信息。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
我們感謝你

禱告

有時必須很驚訝的承認 ─ 跟你好像不是那麼熟，
把審判的上帝，跟施憐憫的上帝，分得遠遠的！
但在先知信息的書卷當中，我們真的認識 ─
 審判的上帝，也是施憐憫的上帝
 施憐憫的上帝，卻不得不審判犯罪悖逆的百姓
親愛的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
讓我們真正認識你的話語，
† 透過你的話語
透過你的話語，真正認識上帝愛世人的心
真正認識上帝愛世人的心
† 你的愛當中包含了憐憫、包含了公義
引導我們可以活出屬你子民的榮美，
可以有這樣的智慧，能夠分辨在現今的世代你給我們的信息。

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