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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書是一位指責罪惡的上帝，向罪發出了怒吼，

最終的目的是要引導百姓 預備自己來迎見神最終的目的是要引導百姓 ─ 預備自己來迎見神。

第三到六章 控訴以色列的罪、宣告他們的刑罰…
 三3 8 先知奉神的命發預言 三3-8 先知奉神的命發預言，

百姓懂得回應神的話語嗎？

先知宣告百姓如何在伯特利祭壇犯罪 三9-15 先知宣告百姓如何在伯特利祭壇犯罪，

愈發獻祭就愈發的犯罪，神說要向他們討罪

強調他們如何欺壓窮困 第四章強調他們如何欺壓窮困

先知開始責備他們在信仰當中的失敗 ─

四4 以色列人哪，任你們往伯特利去犯罪，
到吉甲加增罪過。

那不是上帝所要的獻祭，

他們一面獻祭卻一面犯罪他們一面獻祭卻一面犯罪…
虛有其表的宗教，是上帝所不喜悅的

四6-11 五次的降災當中重複提到 ─
神使他們缺糧 可是你們仍不歸向我神使他們缺糧，可是你們仍不歸向我

神使他們乾旱，可是你們仍不歸向我

神使他們的收成 穀物遭了極大的損失神使他們的收成、穀物遭了極大的損失，

又不歸向神

神降瘟疫 歸神降瘟疫，他們仍不歸向神

在這許多災難警戒當中，

四12 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

神責備他們 ─ 你們仍不歸向我！

四12 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

以色列啊，我既這樣行，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

這是阿摩司書的鑰節，

神的審判不是要恐嚇百姓

是要呼籲百姓 ─ 預備自己、歸向神

當代百姓，不懂得在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來尋求祂、

在神可親近的時候來親近祂；在神可親近的時候來親近祂；

第五到六章先知的哀嘆，面對自己所傳

審判的信息 充滿了哀嘆之情審判的信息，充滿了哀嘆之情…

五1-2 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無人攙扶。
以色列家的城發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

發出一百的，只剩十個。

描述以色列家離棄神、不懂得歸向神的時候，他們的慘況。

4 耶和華向以色列家如此說：你們要尋求我，就必存活。

百姓不斷的去尋求自己所雕刻的偶像跟假神…

14 你們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這樣，你們要求善 不要求惡 就 存活 這樣

耶和華萬軍之神必照你們所說的與你們同在。

可是，百姓又如何呢？可是，百姓又如何呢？

10 你們怨恨那在城門口責備人的，憎惡那說正直話的。



當百姓不懂得尋求神的時候，

卻對上帝的作為有 個不準確的期待卻對上帝的作為有一個不準確的期待 ─
想望耶和華的日子來到，認為上帝是站在我這一邊，

上帝要照顧我 眷顧我 幫助我上帝要照顧我、眷顧我、幫助我；

可是先知提醒 ─ 百姓並沒有預備自己來迎見神…

五18-19 想望耶和華日子來到的有禍了！
你們為何想望耶和華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沒有光明，

景況好像人躲避獅子又遇見熊，

或是進房屋以手靠牆，就被蛇咬。

既幽默又反諷的描述百姓的情境 ─
不懂得來尋求神，落在極大的患難中，不懂得來尋求神 落在極大的患難中

還有錯誤的期待 ─ 以為上帝要成為他們的幫助

卻沒有想到 ─ 上帝也要刑罰、審判，卻沒有想到  上帝也要刑罰 審判，

這一群背逆、作惡、離棄神的人

他們自以為在獻祭、行禮如儀當中，上帝應該照顧我們吧？

五21-22a 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
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我卻不悅納。

24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北國百姓作惡多端 先知不斷的說有禍了 ─北國百姓作惡多端…先知不斷的說有禍了

六1 國為列國之首，人最著名，且為以色列家所歸向，
在錫安和撒馬利亞山安逸無慮的 有禍了！在錫安和撒馬利亞山安逸無慮的，有禍了！

4 你們躺臥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
8 我必將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敵人。8 我必將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敵人。

先知的哀嘆百姓不知悔改，而神的審判臨到，

六14 以色列家啊，我必興起一國攻擊你們！

亞述要成為神手中怒氣的棍，亞述要成為神手中怒氣的棍，

來責打、責罰神的選民。

從 第七章到第八章五個審判性的異象，
上帝宣告要在他們當中所做的事情上帝宣告要在他們當中所做的事情…

第一個異象 ─ 蝗災，上帝要降下蝗蟲，

先知看見了、就代求，

耶和華就後悔說 ─ 這災可免了

第二個異象 ─ 火，神要用火來消滅以色列家，

先知再度代求，神也就後悔，說 ─ 這災可免了先知再度代求 神也就後悔 說  這災可免了

第三個異象 ─ 準繩的異象，
當上帝話語的準繩來度量選民的時候當上帝話語的準繩來度量選民的時候，

他們實在是不合格、沒有辦法達到神公義的標準，

七9b 以色列的聖所必然荒廢；
我必興起，用刀攻擊耶羅波安的家。

七8b 耶和華對我說：「我必不再寬恕他們。」

第三個異象之後有一段插句 ─ 伯特利的祭司亞瑪謝，

打發人來到以色列王耶羅波安那裡 來控告阿摩司打發人來到以色列王耶羅波安那裡，來控告阿摩司，

阿摩司從南國到北國傳講神的信息，是不被接受的。

七12-15 亞瑪謝又對阿摩司說：「你這先見哪，要逃往猶大地去，
在那裡糊口，在那裡說預言，卻不要在伯特利再說預言；

因為這裡有王的聖所，有王的宮殿。」

阿摩司對亞瑪謝說：「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門徒。

我是牧人 是 桑樹的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樹的。

耶和華選召我，使我不跟從羊群，

對我說：『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說預言對我說：『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說預言。』」

這真是一個該罰的國 ─ 不聽神的話、

拒絕神的先知，以至上帝透過阿摩司，再次宣告審判的信息，

七17b 你的地必有人用繩子量了分取，七17b 你的地必有人用繩子量了分取，
以色列民定被擄去離開本地。



第四個異象 ─ 夏果… 7019 qayits

8:2b 我說：「看見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華說：
「我民以色列的結局到了，我必不再寬恕他們。」我民以色列的結局到了 我必不再寬恕他們 」

7093 qets 阿摩司看到了 qayits，
神說 對 qets 很快就到了！神說，對，qets 很快就到了！

八11b-12 主耶和華說：「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
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他們必飄流，往來奔跑，

尋求耶和華的話，卻尋不著。」

這邊非常可悲嘆的 ─
神的話非常真確的傳講給他們，神的話非常真確的傳講給他們，

可是他們不聽從

至終要被擄掠、來到他們的結局，至終要被擄掠、來到他們的結局，

那個時候再來尋找神的話，就再也找不著了！

第五個異象 ─ 祭壇

九1 我看見主站在祭壇旁邊；他說：你要擊打柱頂，
使門檻震動，打碎柱頂，落在眾人頭上；

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殺戮，無一人能逃避，無一人能逃脫。

伯特利、吉甲的壇，都不是正確向神獻祭敬拜的壇，

以至於這個壇要被擊碎、要受審判，神要除盡這一切。

九8 9 主耶和華的眼目察看這有罪的國，必將這國從地上滅絕，九8-9 主耶和華的眼目察看這有罪的國，必將這國從地上滅絕，
卻不將雅各家滅絕淨盡。這是耶和華說的。

我必出令，將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國中，我必出令 將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國中

好像用篩子篩穀，連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篩子來篩麥子的目的是好的 ─要把糠秕揚淨了，篩子來篩麥子的目的是好的 ─ 要把糠秕揚淨了，

被擄、漂流、分散，才能把拜偶像的罪煉淨

暗示上帝透過審判，帶來潔淨的效果，暗示上帝透過審判，帶來潔淨的效果，

使他的選民能夠被神煉淨

九11-15 結語 ─ 神的目的不是要滅絕淨盡，

神的目的在煉淨之後 要帶來復興神的目的在煉淨之後、要帶來復興…

九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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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是一位合神心意的王，

以色列歷史的黃金歲月，要在歷史當中重現。

上帝要帶來的復興的應許 ─

以色列歷史的黃金歲月 要在歷史當中重現

不但消極的除去罪惡

更積極的上帝掌權，我們更能夠明白 ─
主耶穌來到的時刻、

眾民所期待這位大衛的子孫，

上帝依約行事、要帶來的恢復以及復興的盼望

九12 使以色列人得以東所餘剩的和所有稱為我名下的國。

以以東為代表的外邦列國，都要被上帝所治理，

成為神名下的國 ─ 讓我們認識，神的國的特權。

九13-15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耕種的必接續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接續撒種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必流奶。

以東

踹葡萄的 接續撒種的 大 要滴下甜酒 小 都 流奶流奶

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擄的歸回；

他們必重修荒廢的城邑居住，栽種葡萄園，

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園，吃其中的果子。

我要將他們栽於本地，他們不再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來。

呼應 申命記二八章以色列人在約的祝福當中，

神使他們手所做的、所耕的地、五穀豐富的成為祝福。神使他們手所做的 所耕的地 五穀豐富的成為祝福

上帝的審判至終的目的 ─ 帶來煉淨的效果，

以色列人跟上帝關係的恢復，以色列人跟上帝關係的恢復，

使他們再次是一個蒙福的選民。



也許讀這些審判經文，總覺得上帝不是憐憫的…
可是在上帝每次要執行審判之前 用多少經文可是在上帝每次要執行審判之前，用多少經文、

差遣多少先知，來警戒、呼籲百姓悔改，

在在表明了神的憐憫 再 再 的在在表明了神的憐憫 ─ 人一而再、再而三的

拒絕悔改、拒絕先知的呼召，審判才臨到！

救贖歷史救贖歷史所發生的審判事件，反而喚醒聖經的讀者 ─

審判跟憐憫，不是相對的、不是矛盾的。

救贖歷史救贖歷史所發生的審判事件，反而喚醒聖經的讀者

抓住上帝可尋找的時候，回轉、歸向祂

逃避至終、滅亡性、恆久的最後審判逃避至終 滅亡性 恆久的最後審判

阿摩司書審判信息的宣告 ─
引導當時的百姓，如何預備迎見神引導當時的百姓，如何預備迎見神

今天一樣對我們說話，如何預備自己來迎見神！

我們不是只是期望那個復興，我們不是只是期望那個復興，

真知道在復興之前，需要被神潔淨、被神將罪惡煉淨。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

求你開我們的眼睛，求你開我們的眼睛

唯有當我們認識你自己審判、

在審判當中認識你的公義，在審判當中認識你的公義，

我們才明白你的憐恤，

能夠認識你自己赦罪的恩典能夠認識你自己赦罪的恩典。

求主引導憐憫屬你的孩子，

讓我們始終可以在你的話語當中 ─
被你餵養、使我們的生命得飽足。

謝謝主，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的聖名，阿們。

被你餵養 使我們的生命得飽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