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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是上帝的约的执行者，

圣经当中的先知书不大容易读…
 上帝讲话的对象是在主前第九、第八世纪，
上帝讲话的对象是在主前第九 第八世纪
当时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不一样
 要装上当代人的耳朵，听听他们听到什么，
要装上当代人的耳朵 听听他们听到什么
我们才容易明白先知书卷的信息

诸蔡筱枫师母

圣经当中有五卷大先知、十二卷小先知，
书卷的名称就是这些先知的名字，
 往往是上帝有话先对这位先知说，
先知等于代表上帝，对当代的百姓来说话
 有时是先知自己写，譬如 ─
先知耶利米有书记巴录，耶利米讲、巴录记
上帝跟人、跟先知，有非常丰富的互动…
上帝使用先知的特性 生命 传递他的信息
上帝使用先知的特性、生命，传递他的信息，
然后准确的透过文字，表达出上帝给当代的心意。

上帝透过立约，作这个国家、民族、每一个百姓的神
 他们作神的子民，有很特别的国民生活须知 ─ 摩西五经，
教导选民食衣住行、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上帝为他们有一个完整的计画

别误会 ─ 立了约 上帝就是管东管西、这个不准、那个不准，
 五经是帮助以色列人去建构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帮助以色列人去建构了 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是只有作礼拜、敬拜上帝，才被约来管
 上帝这个约 巨细靡遗引导百姓，过一个蒙福的生活
巨细靡遗引导百姓 过 个蒙福的生活
 作神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当以色列百姓偏离的时候，
当以色列百姓偏离的时候
上帝就会透过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百姓

这个国家有没有按照上帝所启示来生活呢？

先知不会凭着自己的喜好，随便骂人、空口说白话，

因为以色列人、犹大人是上帝立约的选民，
因为以色列人
犹大人是上帝立约的选民
跟上帝有一个特别的关系 ─ 都写在摩西五经里，


答案就在历史书卷 ─ 不见得完全按照上帝的心意在生活，
破坏了上帝跟他们立约的关系。
在这个背景之下，上帝差派先知，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上帝差派先知
代表上帝提醒他们说 ─
 神的约是这样子教导、吩咐我们的
神的约是这样子教导 吩咐我们的
 应当如何回到这个约的当中，恢复跟上帝的关系

他蒙上帝选召、非常清楚知道 ─
自己所说的话是代表上帝在说话。
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志 ─ 每
每一件事情
件事情、每
每一句话
句话，
在上帝面前领受了，而且准确的来分享，
 不是只有说的时候才是讲上帝的话
 而是生活的方式、态度，就是作上帝的代言人

先知书的特质不见得都是讲未来的事情、都是未卜先知 ─
未来弥赛亚的预言，不超过百分之二
未来弥赛亚的预言
不超过百分之二
 预言遥远、后来新约时代，不超过百分之五
 还没有发生的我们的未来，低于百分之一
还没有发生的我们的未来 低于百分之
我们不能存着看水晶球 ─
 知道世界的终末、我们的未来
知道世界的终末 我们的未来
 先知书卷的写作、特质，不是专门讲未来…


读先知书就好比今天报纸的社论 ─
 报纸头版会讲到当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第三版有社论，
往往是年高德劭 长辈的人物
往往是年高德劭、长辈的人物，
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作一些评注

先知书很像当代报纸的社论。
很像当代报纸的社论

 圣经当中的先知书卷，是写下来的神的话语，

先知的书卷是十七卷，
先知的书卷是十七卷
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都是耶利米写的，
所以 共有十六位先知
所以一共有十六位先知
 我们必须随着历史年代的进展来了解 ─
他们在那个世代当中遇见什么样的挑战跟难题，
他们在那个世代当中遇见什么样的挑战跟难题
然后上帝的话如何传递给这位先知
 最早的先知比较公认是俄巴底亚，主前八百五十年
最早的先知比较公认是俄巴底亚 主前 百五十年


 列王执政时，有很多的先知 ─ 以利亚、以利沙，

并没有写下以利亚书、以利沙书，
而是以行动来服事那个世代
 祭司在圣殿当中帮助百姓，活出圣洁的生活
在读圣经的先知书卷，背景的部分可以了解一下，
背景的部分可以了解一下
更了解以上帝为他们国的神，这个国家是如何运作的。

先知书很像当代报纸的社论
约 书为例 ─ 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
约珥书
报纸头版新闻报导蝗灾…
 先知代表上帝说话，就开始解释…
所以第三版的社论，针对第一版蝗虫之灾赋予它意义


在当时发生了一些事情，往往配合圣经中的历史书 ─
哪 个王在作王 是好 是坏 跟邻国的关系
哪一个王在作王，是好、是坏，跟邻国的关系…
 一定有先知的故事，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先知针对当代的议题、教导当时的百姓
先知针对当代的议题 教导当时的百姓 ─
我们要从这里面学习什么样的功课

先知书的特性 ─ 一定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在这个历史的背景当中上帝说话，
在
个 史 背景 中上帝说话，
提醒、教导我们属灵、道德的功课。

先知书卷的内容
1 控诉 ─ 上帝像法官、父亲，责备子民
1.
上帝像法官 父亲 责备子民 ─ 做了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事情
破坏了环境、人际之间的和谐、跟神之间的关系
2. 审判 ─ 当人做错事，上帝会有审判…
 他其实可以直接审判、直接惩罚
 可是上帝在先知书卷当中，
透过先知通知 ─ 上帝要降罚，
多次多方透过先知，苦口婆心的劝勉…
当读先知书卷，读到
当读先知书卷
读到控诉、上帝要
上帝要审判的经文，
的经文
字里行间更让我们体会 ─
 上帝是多么的疼惜他所创造的世人，
上帝是多么的疼惜他所创造的世人
多么渴望不用施行审判、不要降罚
 让百姓懂得悔改、脱离罪，
让百姓懂得悔改 脱离罪
以致于拯救自己脱离即将要临的审判

3. 训示 ─ 很多的教导、训示…
提醒在错误当中继续延续下去 上帝会如何来审判
提醒在错误当中继续延续下去，上帝会如何来审判
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 ─
 要如何认识上帝、回转离开我们的恶行
要如何认识上帝 回转离开我们的恶行
 上帝给我们机会 ─ 审判的目的不是审判，
是希望可以不用审判 让百姓
是希望可以不用审判，让百姓
懂得领受训诲、教训，可以离恶行善
4. 结局 ─ 复兴盼望的训勉 ─ 当我们懂得离恶行善，
活在上帝所治理的次序当中，是蒙福的；
以致于上帝宣告 ─
 罪要服了刑罚，会有审判
 审判洁净了罪，带来的就是光明的前景

神的话如何对当时社会劝勉、产生效应，
如何对当时社会劝勉 产生效应
今天主的话，一样对我们的心灵在说话。

透过先知书卷，可以明白关于上帝的点点滴滴，
更重要的 ─ 可以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
可以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们的上帝是超越我们理性的。

神跟人之间的互动是多么的丰富
之间的 动是多么的丰富 ─
† 上帝呼吁人要回转
† 先知的书卷会代表百姓，恳切的祷告寻求上帝
† 上帝会回应先知的祷告
原来我们的信仰生活是这样的丰富。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上帝要求我们
在我
的信仰 活当 ，
要求我 ─
 对神有回应，对他的话有回应
 可以转向他，可以跟上帝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
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学习主的话的人，
不是只有理性头脑当中知道很多，
不是只有理性头脑当中知道很多
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更丰富的。

先知书卷除了用文字记下来 ─
耶和华如此说，先知记录之外，
耶和华如此说
先知记录之外
上帝会要先知做一些事情…
何西阿书
书─
用何西阿的生平、甚至婚姻状况，
来 递 帝
来传递上帝的信息
息
 约珥书 ─
上帝要先知去号召全国出来有一个哀歌，
在上帝面前恳切地呼求


先知当代的信息是带有动作的，
先知会用他的行动来传递上帝的话语
用他的行 来传
帝的 语
我们今天很愿意以主的话来分享福音、服事教会，
让我们不是只有用口传 也懂得用生活 动作 存留
让我们不是只有用口传，也懂得用生活、动作、存留，
来表明上帝的丰富、上帝对这个世代的怜恤、爱。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祷告

让我们成为会求告你、属于你的人。
透过先知的书卷，提醒我们 ─
† 在这个世代中，你继续在说话、继续在行事
† 让每一个认识你的儿女，可以活出你的丰富，
使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 是亲密的 是直接的
使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是直接的
在我们自己所经历到生命中低沈黑夜的时刻，
你也提醒我们 ─ 可以转向你、求告你，
以致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表扬 ─
原来我们是属于你的那个光明跟荣美！
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