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認識預言，必須要認識聖經裡有一種人 ─ 先知，

樂在讀經

在舊約裡，是神的代言人、神的發言人。

第十二講 預言及啟示文體之讀經
10 秒後自動播放

舊約有三種人 ─ 先知、祭司、君王，都要被膏立，
就是被神所設立，透過一種儀式把人分別出來…


先知是替神說話、傳神話語的人，
把神的心意說給人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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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右上角
切換全螢幕

替人在上帝面前說話，
求告、求赦免、讚美神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前後換片、暫停

祭司是替人獻祭、把人帶到上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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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是神所設立，
代表神對人的管理跟權柄

耶利米書第一章 1-10
便雅憫地亞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兒子耶利米的話記在下面。
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約西亞在位十三年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
從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在位的時候，
直到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
就是十一年五月間耶路撒冷人被擄的時候，
耶和華的話也常臨到耶利米。耶利米說，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
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
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
「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
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這是很典型、最明顯的講到 ─ 先知是神把他呼召出來的…
先知 不是自願說我要作先知，是被神召出來的
 當他說的時候，是奉耶和華的名說話，
所說的話，從神來的
 不代表先知每個行為都是對的、都是好的，
沒有一句話是出於自己的 ─ 不是
 耶和華要他說的時候，他就說耶和華要他說的話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說，
耶和華如此說…」

耶二1-2a

先知在講話的時候會說 ─

耶和華說、耶和華對我說、
耶和華臨到我、要我說，
不是他自己說的話。

到了新約時代，也看到有先知…

先知不只是未卜先知，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耶穌是最大的先知，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替神說，
祂本身就是神、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

因為神是亙古到永遠、創造時間的那一位，
在神沒有過去、沒有未來。


先知講出未來的事情，一點都不希奇！



先知說的話從神來的，既然沒有時間概念，
當然講到一些過去、現在、未來的事情
這個如果清楚的話，讀先知書就不太有問題，


否則會一直有一個疑問 ─
到底是說過去、還是現在、還是未來，
有的時候分不清楚的



先知的重點不是在於時間，
在於他說的話是替神說的

 太五17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
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

 太七15

怎麼判斷一個人是真先知、還是假先知呢？
最準確的是他的生活見證 ─
太七16a 憑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太七21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
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並不是他說的話準確不準確，
主耶穌講生活的見證，才是判斷先知的標準。

使徒行傳以後還有沒有先知呢？有！

預言 ─ 先知所說的話，與先知的恩賜理論上是一致的。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
「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

舊約時代 神要如何引導或處理這個世代，

徒十三1-2

這是教會歷史安提阿教會所發生的事情，
他們一起聚集的時候，有幾位是先知和教師。

現在還有嗎？從功能性，還有類似先知的事奉…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弗四7

先知的恩賜 ─ 傳神話語的恩賜，
臨到一個人，他能準確的傳出神的話、解明神的道
 可以求先知講道的恩賜 ─ 功能性的，
不是哪個人是先知，是有先知恩賜放在這個人身上


有說好的、也有說不好的…
 不能說只是講到未來，是宣告神的心意
 神對人類的判斷、對人作為的回應，把神的想法講出來
1. 宣告 ─ 宣告出上帝的心意、想法，沒有時間性。
當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作猶大王的時候，
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到猶大和耶路撒冷。
這個宣告不管現在、過去、未來…
天哪，要聽！地啊，側耳而聽！
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他們竟悖逆我。
他們竟悖逆我。
耶和華神向天地控訴，是沒有時間性的

賽一1-2

2. 未來的事情 ─ 宣判事情還沒有到，就變成預言

新約 ─ 講到先知恩賜、傳神話語的時候，也是如此…
教會的牧師、講員、主日學的老師，
都在做一件事情 ─ 把聖經解釋出來，
 一解明出來，就說出神的心意
 重點並不在於說出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徒二一10-15 先知亞迦布
說到保羅的前途、前面會遇到什麼危險。
 就個人或事件，預先說出將來怎麼樣，這個很少
 當他說完之後，保羅仍然去耶路撒冷
告訴我們未來的事，影響不大；
告訴我們神心裡面所想的事，影響很大，
讀聖經的時候知道 ─
神要我們怎麼樣活、活出神的心意來。

先知書跟聖卷的區隔 ─
z 聖卷是 人向神的表達
z 先知書是 神向人所說的話，

前先知書 ─ 約書亞記、士師記、
撒母耳記上下、列王紀上下，
以記載歷史的方式來表明神的心意
 後先知書 ─ 以賽亞書、耶利米書、
以西結書、十二小先知書 (算一卷)
上帝對於 這一群人、這一時代、
這一區域、這一個民族的判斷，
稱為先知書


一直到七十士譯本，
才變成現在中文聖經的編排順序。
新約的先知書屬於啟示文學…

聖經有哪些是先知書？
z 聖經所看的先知書，

大先知書，五卷；小先知書，十二卷
z 事實上替神說話的記載，並不只這幾本書，

或者除了詩歌智慧書，大部分的聖經都是先知書
z 舊約聖經在主耶穌的時代不是這樣分的…

耶穌對他們說：
「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路二四44

在耶穌的時代，舊約只分為三大部分：
律法、先知、聖卷，沒有歷史書
z 到現在為止，猶太人的舊約還是這樣分的

先知書的中心信息是什麼呢？
整個先知書有一個核心 ─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代七14

當人悔改，就蒙赦免；
人如果不悔改，就滅亡。

耶穌基督來了以後，
願意透過耶穌基督得著救贖的，就蒙赦免，
什麼事都沒有做，只有悔改、只有相信
 沒有悔改的話，人會因自己的罪而滅亡，
不是因為神的審判而滅亡


從舊約時代，到耶穌、新約、末世、主再來的日子，
神的心意是 不悔改就滅亡，悔改就蒙赦免，都是一樣…
亞哈是很壞的王，神透過以利亞審判亞哈，
19 你殺了人，又得他的產業嗎？又要對他說，耶和華如此說，
狗在何處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處舔你的血。
27-29 亞哈聽見這話，就撕裂衣服，禁食，
身穿麻布，睡臥也穿著麻布，並且緩緩而行。
而行。
耶和華的話臨到提斯比人以利亞說：
「亞哈在我面前這樣自卑，你看見了嗎？
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還在世的時候，我不降這禍；
到他兒子的時候，我必降這禍與他的家。」
列王紀上二一章

因為人悔改，他就被赦免 ─
當人照神的心意來活的時候，看起來神會改變，
其實神沒有改變，因為原則是確定的，只是人轉變了，
人一轉變，神就按照祂的原則 ─ 看起來就轉變了。

如果在幾百年前，有個人走在路上口中唸唸有詞，
我們覺得 這個人恐怕腦筋有問題；
可是今天，有人拿著手機、
口中唸唸有詞 ─ 他正在講電話。
五百年前的未來就是現在，
 絕對想不到現在的狀態 ─ 一直在進步
 啟示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仍然不明白
保羅說 ─ 神向我啟示，神打開讓我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外邦人跟猶太人要和好這一件事情…
 是沒有人知道的，但是神向保羅啟示
 以後慢慢大家就明白了，原來是這個意思
 到現在還有很多人不明白，
為什麼外邦人跟猶太人要合在一起？

弗三1-6

啟示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啟示文體，什麼叫作啟示 Reveal？
一個東西握在手上，用一個布把它蓋住，
要人猜這裡面是什麼？一定猜不到
 啟示就是 把布拿掉，除去隱藏物的掩蓋使它露出來


神把一些人未知的事情，啟示、揭示出來，
記載在聖經當中，我們一看說 ─
可能會有這件事，或原來是這樣，稱為啟示文體。
上帝透過人的記載，
 把未來所要發生的事情讓人現在知道
 所謂知道也不是完全清楚，因為那是未來的事情
但以理書、啟示錄是啟示書，
以西結書 二八到二九章、約珥書 二到三章、
撒迦利亞書 九到十四章，都有類似這個情況。

有一個啟示是我們現在還不明白的 ─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第一次再來、第二次再來…
記載的時候，有耶穌再來的現象，
其實指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時候，
時候，
當混在一起，我們看不清楚，連記載的人也未必清楚。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列在啟示書

─
 只注意到末世，至今都還沒有應驗的，重在未來
 啟示文學有個特性 ─ 今世要結束了，神國要來臨了，
彌賽亞最後得勝的事情快要發生了

先知預言重點 ─ 把百姓屬靈生命帶回神的面前，
指責罪惡，指責當代的領袖、百姓
如何解釋啟示文體就很難，讀聖經的時候，
 簡單的讀了，趕快用在自己身上
 比較難的，存敬畏的心禱告，求神給知識和智慧來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