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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罪发出狮吼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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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群置身于某个特定背景的百姓，
向
群置身于某个特定背景的百姓
传讲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向他们晓谕。
当时的时代背景
当时的时代背景…
 阿摩司所传讲信息的最初对象 ─
主前 760年，生活于北国的以色列百姓
年 生活于北国的 色列 姓
 阿摩司并不是专业的宗教人员，
既不是先知、祭司，更不是北国以色列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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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b

上帝真的不是受传统思想束缚的神，
挑选了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人物 成为他的代言人
挑选了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人物，成为他的代言人，
这一个南国的农夫、修理桑树的牧羊人，
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前往
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
对当地生活优沃的百姓，宣讲责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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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南国做王的是乌西雅王，
带动一段辉煌的岁月，几乎恢复所罗门王治下的版图领域，
煌的岁
所 门
经济、政治、军事上前途一片看好，
社会繁荣。
不过从阿摩司的信息 ─ 在繁荣社会之下，
道德灵性、百姓生活的情境，每况愈下 ─
 社会出现贫富悬殊、弱肉强食、审判不公
 宗教信仰是一种混杂的情势，
当时北国的百姓是敬奉耶和华神，
当时北国的百姓是敬奉耶和华神
同时也有异教偶像崇拜的问题存在
上帝呼召阿摩司到北国 ─ 陌生的情境中，
他非常勇敢、直言不诲的，
说出神的心意，特别是审判方面的责备。

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司得默示论以色列。

阿摩司虽然是一个农夫，可是在阿摩司书可以看到 ─
知识相当的丰富，对于非利士、亚兰的历史、
知识相当的丰富
非利士 亚兰
史
尼罗河每年泛溢，都有所认知
 经常往返各地做羊毛的买卖、桑树果园的经营
 工作服事主要在北国的伯特利、首都撒玛利亚


一1

大地震前两年，

考古学家跟天文学家发现，主前 763/6/15 曾经发生日蚀，
可能某些大自然现象提醒神的百姓 ─ 上帝有话要说，
上帝对百姓背逆、犯罪的情境，先知开始呼吁悔改。
阿摩司有强烈的使命感，敢言、直言不畏权势，
 责备北国的君王、宗教领袖的不是
责备北国的君王 宗教领袖的不是
 唯有先知，能勇敢的奉神的名说话，
这个世代才有机会修正自己的弊病，
这个世代才有机会修正自己的弊病
能够从罪恶当中来转回

这卷书我们称做向罪发出狮吼的神…
一2a

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

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上帝
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上帝，
对罪恶发出了斥责。

神不是一个无情的判官 ─ 看到罪，立刻施行刑罚；
他差遣先知来责备人 目的要唤醒人 转向神 离弃罪
他差遣先知来责备人，目的要唤醒人、转向神、离弃罪。

阿摩司书一开始的审判，是法官的判决 ─
对以色列选民的邻邦，用重复格式做出宣判…
邻邦
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地犯罪，
马
，
我必不免去她的刑罚；因为她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
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
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闩，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
一3-5a

正典的上下文 ─ 珥三16 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
 神对外邦列国发出吼叫、审判罪恶
 使他的百姓得着荫蔽，要做以色列人的保障

阿摩司书
对着列邦、选民的审判
 第三到六章 上帝指责选民的罪以及刑罚
 第七到九章 是五个审判的异象
全书都是神对罪恶的审判 ─
上帝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

后面都是重复的格式，提到 ─
亚兰、非利士、推罗、以东、亚扪、摩押…
他们如何 番四次的犯罪，
他们如何三番四次的犯罪，
神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为他们做了…，我必要来刑罚审判。

 第一、二章

阿摩司的受书人 ─ 北国以色列的群众，
听见上帝要审判周围的邻邦，肯定非常欢喜…
不过突然转向对选民 ─
犹大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 不遵守他的律例
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
一样的格式，对外邦、对选民，上帝是不偏待人的
5 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
我却要降火在犹大 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
二4

对南国犹大，之后转向北国以色列人
6

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
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 为一双鞋卖了穷人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
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

法庭上法官对着不同的被告来宣判 ─ 神要审判！
法庭

二11

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
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
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

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的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
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的第
君王耶罗波安，
为了不要百姓回到南国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神，
 他就在但和伯特利设立金牛犊的崇拜，
来代替耶路撒冷的崇拜
 立凡民为祭司，
不再是利未支派亚伦后裔做祭司
 更改节期，不再是正月十四日守逾越节
更改节期 不再是正月十四日守逾越节
上帝是不是已经忘记他们、不理他们了？
并没有，神仍然在他们中间兴起先知 ─
北国没有先知，神就兴起了
从南国到北国去服事的阿摩司先知。

拿细耳人 民数记第六章 ─ 除了在利未人跟祭司之外，
以色列人当中不论男女，可以许愿，
以色列人当中不论男女
可以许愿
 特别到会幕面前来亲近神、事奉神
 不一定是终身，可能一段岁月、一段期限
不 定是终身
能 段岁月
段期限
旧约中像撒母耳，出生就是拿细耳人。
北国选民面对先知跟拿细耳人，是如何对待呢？
二12

透过先知，宣告以色列的罪与罚…
为什么上帝要求以色列神的选民 比要求外邦人多些呢？
为什么上帝要求以色列神的选民，比要求外邦人多些呢？
第三章到第六章

以色列人哪，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
听 和
话
因为神的拯救，以至于神与他们立约…
2 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
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
三1

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
给拿细耳人酒喝
说预言

3

拿细耳人条例当中，提到他们不喝酒，离俗归神为圣；
；
他们却给拿细耳人喝酒
 先知都是传神的信息，是人所不爱听


我们大部份用这个经文讲到 ─
夫妻之间、同工之间同心同行
 不过这处经文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阿摩司以农夫、牧羊人本色，
讲述先知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讲述先知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用比喻的方式说…


当时北国的宗教信仰、属灵状况，了解 ─
为什么上帝要差遣阿摩司来责备他们、
为什么上帝要差遣阿摩司来责备他们
为什么要审判刑罚他们！

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
少壮狮子若无所得 岂能从洞中发声呢？
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
5 若没有机槛，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
网罗若无所得 岂能从地上翻起呢？
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
6 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
灾祸若临到 城 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
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
三4

这几节经文是典型的同义平行句
这几节经文是典型的同义平行句，
另外有一个进阶的形式 ─ 从外围逐渐导向核心…
 让你看见 事出必有因，不要只看表面，
去认识其中更深的原因
 阿摩司带来警戒的信息，彷佛城中吹角
阿摩司带来警戒的信息 彷佛城中吹角
 百姓要不要惊恐呢？
这是因为灾祸要临到 ─ 上帝要降灾了
这就是先知当时在做的事情。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三7 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
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 众先知就 无所行
三3

进阶平行句当中的高潮，上帝做事有一个原则 ─
先把要做的事指示先知 先知宣讲之后神才做
先把要做的事指示先知，先知宣讲之后神才做。
 创世记 神不就是先说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
神在创造当中 先说 然后事就成了
神在创造当中，先说、然后事就成了
 神要审判，透过先知先宣告审判、才行审判
上帝是愿意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神。
帝
得救
沦 神
三8

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
吼 ，
，

先知听命、发预言说话
 受众听见了神的话，有所回应吗？还不知要
受众听见了神的话 有所回应吗？还不知要
恐惧、颤惊、回头、离恶、行善、归向神吗！
阿摩司书让我们看见向罪发出吼叫的神，
阿摩司书让我们看见向罪发出吼叫的神
他呼吁人 ─要懂得敬畏、转向神。


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来仰望你，
我们来仰望你

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你的话语，
我们不爱听、不喜欢听；
但求主怜悯我们 ─
† 让我们穿越这些审判的信息、懂得你的心意
† 让我们透过先知的宣讲、明白你是等候饶恕的神，
你乐意饶恕每一个转向你、寻求你、悔改的人
谢谢主 引导我们在先知的话语里
谢谢主，引导我们在先知的话语里，
在你审判的作为当中认识你的公义，
认识你在审判当中的怜悯。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