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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書是小先知書當中的第三卷書，由先知阿摩司所寫成，

向一群置身於某個特定背景的百姓，向一群置身於某個特定背景的百姓，

傳講以色列的神 ─ 耶和華，向他們曉諭。

當時的時代背景當時的時代背景…
阿摩司所傳講信息的最初對象 ─

主前 760 年 生活於北國的 色列百姓主前 760 年，生活於北國的以色列百姓

阿摩司並不是專業的宗教人員，

是先知 祭司 更 是北國 色列的既不是先知、祭司，更不是北國以色列的百姓，

一1b 提哥亞牧人中的阿摩司得默示論以色列。

上帝真的不是受傳統思想束縛的神，

挑選了大家都沒有想到的人物，成為祂的代言人，挑選了大家都沒有想到的人物，成為祂的代言人，

這一個南國的農夫、修理桑樹的牧羊人，

前往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 ─前往 個完全陌生的國家

對當地生活優沃的百姓，宣講責備的信息。

當時北國在耶羅波安二世統治、南國做王的是烏西雅王，

帶動一段輝煌的歲月，幾乎恢復所羅門王治下的版圖領域，帶動一段輝煌的歲月，幾乎恢復所羅門王治下的版圖領域，

經濟、政治、軍事上前途一片看好，

社會繁榮。社會繁榮。

不過從阿摩司的信息 ─在繁榮社會之下，不過從阿摩司的信息  在繁榮社會之下
道德靈性、百姓生活的情境，每況愈下 ─
社會出現貧富懸殊、弱肉強食、審判不公社會出現貧富懸殊 弱肉強食 審判不公

宗教信仰是一種混雜的情勢，

當時北國的百姓是敬奉耶和華神，當時北國的百姓是敬奉耶和華神

同時也有異教偶像崇拜的問題存在

上帝呼召阿摩司到北國 ─ 陌生的情境中，

他非常勇敢、直言不誨的，

說出神的心意，特別是審判方面的責備。

阿摩司雖然是一個農夫，可是在阿摩司書可以看到 ─
知識相當的豐富，對於非利士、亞蘭的歷史、

尼羅河每年氾溢，都有所認知

經常往返各地做羊毛的買賣、桑樹果園的經營

工作服事主要在北國的伯特利、首都撒瑪利亞

一1 大地震前兩年，
考古學家跟天文學家發現，主前 763/6/15曾經發生日蝕，考古學家跟天文學家發現 主前 763/6/15曾經發生日蝕

可能某些大自然現象提醒神的百姓 ─ 上帝有話要說，

上帝對百姓背逆、犯罪的情境，先知開始呼籲悔改。上帝對百姓背逆 犯罪的情境 先知開始呼籲悔改

阿摩司有強烈的使命感，敢言、直言不畏權勢，

責備北國的君王、宗教領袖的不是責備北國的君王、宗教領袖的不是

唯有先知，能勇敢的奉神的名說話，

這個世代才有機會修正自己的弊病這個世代才有機會修正自己的弊病，

能夠從罪惡當中來轉回



這卷書我們稱做向罪發出獅吼的神…

一2a 他說：耶和華必從錫安吼叫。

在耶路撒冷聖殿當中的上帝在耶路撒冷聖殿當中的上帝，

對罪惡發出了斥責。

正典的上下文 ─ 珥三16 耶和華必從錫安吼叫，

神對外邦列國發出吼叫、審判罪惡

使祂的百姓得著蔭蔽，要做以色列人的保障

阿摩司書阿摩司書
 第一、二章 對著列邦、選民的審判

 第三到六章上帝指責選民的罪以及刑罰 第三到六章上帝指責選民的罪以及刑罰

 第七到九章 是五個審判的異象

全書都是神對罪惡的審判 ─全書都是神對罪惡的審判

上帝是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的神！

神不是一個無情的判官 ─ 看到罪，立刻施行刑罰；

祂差遣先知來責備人 目的要喚醒人、轉向神、離棄罪。祂差遣先知來責備人，目的要喚醒人、轉向神、離棄罪。

阿摩司書一開始的審判，是法官的判決 ─
對以色列選民的鄰邦，用重複格式做出宣判…

一3-5a 耶和華如此說：大馬士革三番四次地犯罪，耶和華 大馬士革 番 次 罪
我必不免去她的刑罰；因為她以打糧食的鐵器打過基列。

我卻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燒滅便哈達的宮殿。

我必折斷大馬士革的門閂，剪除亞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權的。

後面都是重複的格式，提到 ─後面都是重複的格式 提到

亞蘭、非利士、推羅、以東、亞捫、摩押…
他們如何三番四次的犯罪，他們如何三番四次的犯罪

神說，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

因為他們做了…，我必要來刑罰審判。因為他們做了… 我必要來刑罰審判

法庭法庭上法官對著不同的被告來宣判 ─ 神要審判！

阿摩司的受書人 ─ 北國以色列的群眾，

聽見上帝要審判周圍的鄰邦，肯定非常歡喜…
不過突然轉向對選民 ─

二4 猶大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
因為他們厭棄耶和華的訓誨 不遵守他的律例。因為他們厭棄耶和華的訓誨，不遵守他的律例。

一樣的格式，對外邦、對選民，上帝是不偏待人的

5 我卻要降火在猶大 燒滅耶路撒冷的宮殿5 我卻要降火在猶大，燒滅耶路撒冷的宮殿。

對南國猶大，之後轉向北國以色列人

6 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

因他們為銀子賣了義人，為一雙鞋賣了窮人。因他們為銀子賣了義人，為一雙鞋賣了窮人。

他們見窮人頭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

阻礙謙卑人的道路。阻礙謙卑人的道路

父子同一個女子行淫，褻瀆我的聖名。

二11 我從你們子弟中興起先知，
又從你們少年人中興起拿細耳人。又從你們少年人中興起拿細耳人。

南北國分裂之後，北國的第一個君王耶羅波安，南北國分裂之後 北國的第 個君王耶羅波安

為了不要百姓回到南國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華神，

他就在但和伯特利設立金牛犢的崇拜，他就在但和伯特利設 金牛犢的崇拜

來代替耶路撒冷的崇拜

立凡民為祭司，立凡民為祭司

不再是利未支派亞倫後裔做祭司

更改節期，不再是正月十四日守逾越節更改節期 不再是正月十四日守逾越節

上帝是不是已經忘記他們、不理他們了？

並沒有，神仍然在他們中間興起先知 ─
北國沒有先知，神就興起了

從南國到北國去服事的阿摩司先知。



拿細耳人 民數記第六章 ─ 除了在利未人跟祭司之外，

以色列人當中不論男女 可以許願以色列人當中不論男女，可以許願，

特別到會幕面前來親近神、事奉神

不 定是終身 可能 段歲月 段期限不一定是終身，可能一段歲月、一段期限

舊約中像撒母耳，出生就是拿細耳人。

北國選民面對先知跟拿細耳人，是如何對待呢？

給拿細耳人酒喝 要說預二12 你們卻給拿細耳人酒喝，囑咐先知說：不要說預言。

拿細耳人條例當中，提到他們不喝酒，離俗歸神為聖；拿細耳人條例當 提 他們不喝酒 離俗歸神為

他們卻給拿細耳人喝酒

先知都是傳神的信息，是人所不愛聽

當時北國的宗教信仰、屬靈狀況，了解 ─
為什麼上帝要差遣阿摩司來責備他們、為什麼上帝要差遣阿摩司來責備他們、

為什麼要審判刑罰他們！

第三章到第六章 透過先知，宣告以色列的罪與罰…
為什麼上帝要求以色列神的選民，比要求外邦人多些呢？為什麼上帝要求以色列神的選民，比要求外邦人多些呢？

三1 以色列人哪，你們全家是我從埃及地領上來的，

當聽耶和華攻擊你們的話。

因為神的拯救，以至於神與他們立約…
2 在地上萬族中，我只認識你們；

因此，我必追討你們的一切罪孽。

3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
我們大部份用這個經文講到 ─我們大部份用這個經文講到

夫妻之間、同工之間同心同行

不過這處經文到底指的是什麼呢？不過這處經文到底指的是什麼呢？

阿摩司以農夫、牧羊人本色，

講述先知跟上帝之間的關係，講述先知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用比喻的方式說…

三4 獅子若非抓食，豈能在林中咆哮呢？

少壯獅子若無所得 豈能從洞中發聲呢？少壯獅子若無所得，豈能從洞中發聲呢？

5 若沒有機檻，雀鳥豈能陷在網羅裡呢？

網羅若無所得 豈能從地上翻起呢網羅若無所得，豈能從地上翻起呢？

6 城中若吹角，百姓豈不驚恐呢？

災禍若臨到 城 豈非 和華 降的災禍若臨到一城，豈非耶和華所降的嗎？

這幾節經文是典型的同義平行句，這幾節經文是典型的同義平行句，

另外有一個進階的形式 ─ 從外圍逐漸導向核心…
讓你看見事出必有因，不要只看表面，讓你看見事出必有因 不要只看表面

去認識其中更深的原因

阿摩司帶來警戒的信息，彷彿城中吹角阿摩司帶來警戒的信息，彷彿城中吹角

百姓要不要驚恐呢？

這是因為災禍要臨到 ─ 上帝要降災了這是因為災禍要臨到  上帝要降災了

這就是先知當時在做的事情。

三3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
三7 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祕指示他的僕人，眾先知就一無所行。三7 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祕指示他的僕人，眾先知就一無所行。

進階平行句當中的高潮，上帝做事有一個原則 ─
先 事 先 先 講 後 才先把要做的事指示先知，先知宣講之後神才做。

 創世記 神不就是先說要有光、然後就有了光，

神在創造當中，先說、然後事就成了

神要審判，透過先知先宣告審判、才行審判

上帝是願意人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的神。

三8 獅子吼叫，誰不懼怕呢？主耶和華發命，誰能不說預言呢？

先知聽命、發預言說話

受眾聽見了神的話，有所回應嗎？還不知要受眾聽見了神的話，有所回應嗎？還不知要

恐懼、顫驚、回頭、離惡、行善、歸向神嗎！

阿摩司書讓我們看見向罪發出吼叫的神，阿摩司書讓我們看見向罪發出吼叫的神，

他呼籲人 ─ 要懂得敬畏、轉向神。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 我們來仰望你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我們來仰望你，

有的時候我們面對你的話語，

我們不愛聽、不喜歡聽；

但求主憐憫我們 ─
† 讓我們穿越這些審判的信息、懂得你的心意

† 讓我們透過先知的宣講、明白你是等候饒恕的神，† 讓我們透過先知的宣講 明白你是等候饒恕的神

你樂意饒恕每一個轉向你、尋求你、悔改的人

謝謝主 引導我們在先知的話語裡謝謝主，引導我們在先知的話語裡，

在你審判的作為當中認識你的公義，

謝謝主 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的聖名 阿們

認識你在審判當中的憐憫。

謝謝主，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