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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9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吴献章博士
10 论到这救恩，
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
11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
后来得荣耀，是指着甚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12 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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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 ‧先知的权威‧先知的典范

─ 这些先知是受感，
先知书开始都纪录先知蒙召，受感写下先知书，
他们的经历成为我们苦难中的避难所
先知的信息托住教会任何读先知书的人

彼得前书是写信给在小亚细亚寄居的人，

彼得前书第一章

罗马帝国要逼迫他们，他借着先知来鼓励他们。
 第一世纪之后教会的人，从先知书得到坚固
 路廿四 ─ 本来想离开耶路撒冷的以马忤斯两个门徒，
本来想离开耶路撒冷的以马忤斯两个门徒

耶稣借着先知书坚固他们…
 徒二 ─ 彼得在五旬节借着约珥书来讲道，
彼得在五旬节借着约珥书来讲道
讲完道三千个人信主
 徒十五 ─ 第
第一次大公会议
次大公会议，为因信称义的神学争议，
为因信称义的神学争议
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引用阿摩司书第九章，
用先知书来肯定保罗所传因信称义的神学是对的

先知书可以 ─
坚固软弱的信徒、帮助布道、平息争议。

 旧约的先知是职份
 新约仍然有先知的恩赐，
新约仍然有先知的恩赐

功能是伏在使徒下面、仍然可能说预言
 旧约的先知等于新约的使徒，都
旧约的先知等于新约的使徒 都写圣经，

使徒跟先知说话跟为人同等重要
 都传达天上的眼光，决定他们的信息本身
都传达天上的眼光 决定他们的信息本身
眼光的焦点指着主说的 ─


彼前一11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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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本先知书都有弥赛亚的信息、预言，
都是指着十字架的耶稣说的。
每本先知书不是单单只是给犹太人、当时时代，
是给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
是给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
论到这救恩，
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彼前一10

众先知已经预告 ─
在耶稣之后的人要得救恩，
在耶稣之后的人要得救恩
 预言的中心是救恩
 预言的重点都跟
重点
神国有关的

彼前一10

考察的重点比使徒的范畴、视野更庞大，
的重点比使徒的范畴 视野更庞大

预言的重点 ─

读先知书很简单 ─
对当时时代很失望，叫人把盼望放在弥赛亚，
先知的角色指向弥赛亚。
先知的角色指向弥赛亚

是耶稣第一次降临跟第二次降临，
撒迦利亚书 到八章 ─ 耶稣第一次降临，
撒迦利亚书一到八章
耶稣第 次降临
九到十四章 ─ 耶稣第二次降临。

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
是指着甚么时候 并怎样的时候
是指着甚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彼前一11b

焦点是
是救恩何时出现，跟施洗约翰一样
现，跟
翰 样─
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的代表，预告耶稣要再来。

寻求的重点
的重点一直在耶稣
直在耶稣，
不是他们自己、不只是当时的时代。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 ‧先知的权威‧先知的典范

读先知书的时候一个重点 ─
来
，
他们用天上的眼光来劝勉、鼓励、安慰、甚至责备，
好让他们能够盼望要来的基督。

详细的寻求考察…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权威 ‧先知的典范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
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来一1-3

希伯来书开始的时候就在谈权威 ─

弥赛亚什么特征呢？
从受苦到得荣耀、十字架，
先知的角色跟福音书 保罗书信
先知的角色跟福音书、保罗书信、
五经、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完全一致，
先知的角色要传扬耶稣受苦到荣耀。
先知的角色要传扬耶稣受苦到荣耀

 上帝借着古时众先知，
上帝借着古时众先知，一次一次的权威来晓谕列祖
次 次的权威来晓谕列祖
 先知是上帝所挑的，代表上帝有权威，来劝勉、晓谕…
 权威是先知主要背后的背书

他讲话代表上帝，因此常常受质疑，
申命记要人来质疑 ─先知到底是不是从上帝来的？
先知到底是不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确实会有假先知。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权威 ‧先知的典范

受质疑的权威，是每一个先知都会碰到的，
 摩西受以色列人的质疑 ─为什么跟古实的女子结婚、

为什么带领我们出埃及过红海、旷野漂流四十年…
 以利亚受质疑 ─ 你是谁
 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礼拜，
受苦之前也是受质疑
 保罗写加拉太书，都要证明我是上帝所差来的使徒
每一个先知都是上帝透过他们透明的管道。
并不是他们没有性情 ─
耶利米是流泪的先知，以西结满有爱国心…
先知真正的权威是透明的，上帝透过这器皿传下去，
上帝透过摩西、约书亚、以利亚、以利沙…
上帝透过摩西、约书亚、以利亚、以利沙
先知的权威不是他们本身有的，权柄在于上帝。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权威 ‧先知的典范

你我要被上帝用 学习先知
你我要被上帝用，学习先知：
1. 权威的源头是上帝 ─ 耶和华如此说，是先知书的特征；
 先知说话是上帝在说话，就像 创一 要有光就有光
 每一个先知的蒙召是他事奉的起点，
要让后面人包括自己知道 ─ 我是上帝所膏、上帝所差
2. 权柄的流通是神众仆、透过的是众先知
 从以赛亚一直到玛拉基都是器皿，不会彼此争竞…
 没一个先知是逞英雄的，
提后二24 主的仆人不可争竞，
彼得被保罗在 加
加二 责备过，仍然顺服
责备过，仍然顺服上帝
帝
彼后三15-16 保罗所说的都是上帝来的，
权柄绝对不能被否定
先知的灵是互相支持、互相顺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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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要被上帝用，学习先知：
3. 权柄的冲击在神子民 ─ 目标是
晓谕列祖、晓谕教会、晓谕我们，
 虽然是两千年前的众先知，仍然可以对我们说话
 希伯来书就肯定不只是给列祖，也给我们、晓谕我们
先知不只是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其实是超越时空、给现在的人仍然传神的道。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罗十五4

先知事奉、摩西事奉，是为了神的子民；
传道人、保罗、彼得事奉，是为了上帝的教会。
。

权柄是为了建造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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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柄的实现在神子
4.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
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来一1-3

每一个先知都巴不得看到弥赛亚来，
我们比先知更有福气 ─ 他们没有看到，
他们没有看到
我们在十字架后面看到，接受他的血、认识他的权柄…
我们
先知在耶稣之前 都在预告耶稣两次再来，
先知在耶稣之前，都在预告
我们介于两次再来中间的人，正好就是先知说 ─
 他们会满足，他们所传的道实现了
他们会满足 他们所传的道实现了
 他们关心的是神的儿子能够显现降临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权威‧先知的典范

最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米该雅，列王纪上廿二1 - 8 ─
1 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争战。
2 到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
犹大 约沙法
以色列
3 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末是属我们的吗？

我们岂可静坐不动 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
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
4 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吗？」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
5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6 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约有四百人，
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 约有四百人
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7 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8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音拉的儿子米该雅，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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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北战争，南军的领导李将军，
美国南北战争
南军的领导李将军
打完仗以后到一个圣公会 ─ 白人教会。
林肯说黑奴解放了
林肯说黑奴解放了，一个黑人进入那白人教会，
个黑人进入那白人教会
擘饼时间，这个黑人到前面拿饼跟杯，所有人都议论纷纷
议论纷纷…
…
群起愤怒，准备把这个人揪出去的时候，
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站出来 ─ 他是白人，
跟黑人一样拿饼跟杯 ─ 证明你我都是耶稣所爱的。
大家抬头一看，李将军，英雄本色！
 以利亚对四百五十个，不妥协
 约书亚跟迦勒，二比十个探子，不妥协
 挪亚不妥协、耶利米不妥协

1. 神的儿女要学习先知 ─ 不向群众妥协
要看神情超过民情，不要看民调、要关心神调。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权威‧先知的典范

四百个先知被亚哈召来要抵挡米该雅，
个先知被 哈召来要抵挡米该雅
米该雅一个人对四百个。
列王纪上廿二章 ─ 亚哈死之前预告他必死的人，
哈
告他必 的
就是米该雅。
从米该雅被召，就发觉先知的典范 ─ 英雄本色
本色！
上帝召我、告诉我说：你们的王会死…
米该雅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
般。」
」

王上廿二17

他讲的确实是凶言、不是吉语、不好听，
但是上帝召我，他硬着头皮、
对亚哈说 ─ 除非你悔改。
找到真理，泰山崩于前色不变。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权威‧先知的典范

2. 不向权位低头
这个权位、政治人物，亚哈拉约沙法，
然后下面的人都支援亚哈之后，
约沙法上勾了 ─回去被责备的…
亚哈用政治手腕、也用群众牌 ─ 四百个，王有权位，
但是米该雅头很硬 ─ 领袖很孤单的，先知更孤单，
领袖很孤单的 先知更孤单
米该雅忠言逆耳，他的关键 ─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

王上廿二19

他在宝座上、他才是万王之王，因此不向权位低头。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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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向罪恶虚假低头
为什么耶和华的灵一离开之后，邪灵来引诱亚哈，
好像亚哈说谎话是从上帝来的？其实不尽然！
 亚哈该得不得 ─ 基列的拉末在二十章已经打败他们，
可以得到便哈达手下的殖民产地
 二十一章的拿伯事件，不该得的去得 ─ 贪
所以米该雅不向亚哈的罪恶虚假低头，
亚哈是给自己的堕落所弄坏的。
没有想到，亚哈出去给暗中射的箭射死，
米该雅平安回来 度过人生的那一关
米该雅平安回来，度过人生的那
关。

英雄本色 ─ 向上帝说是，
不向堕落、不向群众、不向罪恶低头。

亲爱的主，
帮助所有看先知书的人 ─
 更多明白你的角色
 顺服你在我们身上的权柄
 传达主的道、见证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