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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第一章 8 - 12

8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

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

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9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吳獻章博士

10論到這救恩，

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 詳細的尋求考察

11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裡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

後來得榮耀，是指著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後來得榮耀 是指著甚麼時候 並怎樣的時候

12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

乃是為你們。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乃是為你們 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

現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

‧先知的重要‧先知的角色 ‧先知的權威 ‧先知的典範

彼得前書是寫信給在小亞細亞寄居的人，

羅馬帝國要逼迫他們，他藉著先知來鼓勵他們。

第一世紀之後教會的人，從先知書得到堅固

 路廿四 ─本來想要離開耶路撒冷的以馬忤斯兩個門徒，門徒，路廿四  本來想要離開耶路撒冷的以馬忤斯兩個門徒門徒

耶穌藉著先知書堅固他們…
 徒二 ─ 彼得在五旬節藉著約珥書來講道， 徒二  彼得在五旬節藉著約珥書來講道，

講完道三千個人信主

 徒十五 ─ 第一次大公會議，為因信稱義的神學爭議， 徒十五  第 次大公會議，為因信稱義的神學爭議，

耶穌肉身的弟弟雅各，引用阿摩司書第九章，

用先知書來肯定保羅所傳因信稱義的神學是對的

先知書可以 ─

用先知書來肯定保羅所傳因信稱義的神學是對的

先知書可以

堅固軟弱的信徒、幫助佈道、平息爭議。

‧先知的重要‧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權威 ‧先知的典範

彼得前書第一章 ─ 這些先知是受感，

先知書開始都紀錄先知蒙召，受感寫下先知書，

他們的經歷成為我們苦難中的避難所

先知的信息托住教會任何讀先知書的人先 的信

舊約的先知是職份

新約仍然有先知的恩賜，新約仍然有先知的恩賜，

功能是伏在使徒下面、仍然可能說預言

舊約的先知等於新約的使徒 都寫聖經舊約的先知等於新約的使徒，都寫聖經，

使徒跟先知說話跟為人同等重要

都傳達天上的眼光 決定他們的信息本身都傳達天上的眼光，決定他們的信息本身

眼光的焦點指著主說的 ─

彼前一11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裡基督的靈…



‧先知的重要‧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權威 ‧先知的典範

每本先知書都有彌賽亞的信息、預言，

都是指著十字架的耶穌說的。都是指著十字架的耶穌說的

每本先知書不是單單只是給猶太人、當時時代，

是給我們歷世歷代的信徒。是給我們歷世歷代的信徒。

彼前 10 論到這救恩彼前一10 論到這救恩，

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

眾先知已經預告 ─ 
在耶穌之後的人要得救恩在耶穌之後的人要得救恩，

預言的中心是救恩

神國預言的重點都跟神國有關的

‧先知的重要‧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權威 ‧先知的典範

彼前一10 詳細的尋求考察…

考察的重點比使徒的範疇、視野更龐大，考察的重點比使徒的範疇 視野更龐大，

是耶穌第一次降臨跟第二次降臨，

撒迦利亞書一到八章 ─ 耶穌第一次降臨，撒迦利亞書 到八章  耶穌第 次降臨，

九到十四章 ─ 耶穌第二次降臨。

預言的重點

彼前一11b 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

是指著甚麼時候 並怎樣的時候

預言的重點 ─

是指著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

焦點是救恩何時出現，跟施洗約翰一樣 ─焦點是救恩何時出現 跟施洗約翰 樣

施洗約翰是最後一個先知的代表，預告耶穌要再來。

尋求的重點一直在耶穌，尋求的重點 直在耶穌

不是他們自己、不只是當時的時代。

‧先知的重要‧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權威 ‧先知的典範

讀先知書的時候一個重點 ─
他們用天上的眼光來勸勉、鼓勵、安慰、甚至責備，們 的眼光來勸勉 勵 安慰 甚 責備

好讓他們能夠盼望要來的基督。

讀先知書很簡單 ─讀先知書很簡單

對當時時代很失望，叫人把盼望放在彌賽亞，

先知的角色指向彌賽亞。先知的角色指向彌賽亞。

彌賽亞什麼特徵呢？彌賽亞什麼特徵呢？

從受苦到得榮耀、十字架，

先知的角色跟福音書 保羅書信先知的角色跟福音書、保羅書信、

五經、歷史書、詩歌智慧書完全一致，

先知的角色要傳揚耶穌受苦到榮耀先知的角色要傳揚耶穌受苦到榮耀。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權威‧先知的典範

來一1-3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

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希伯來書開始的時候就在談權威 ─
上帝藉著古時眾先知，一次一次的權威來曉諭列祖上帝藉著古時眾先知 次 次的權威來曉諭列祖

先知是上帝所挑的，代表上帝有權威，來勸勉、曉諭…
權威是先知主要背後的背書權威是先知主要背後的背書

他講話代表上帝，因此常常受質疑，

申命記要人來質疑 ─ 先知到底是不是從上帝來的？申命記要人來質疑  先知到底是不是從上帝來的？

因為確實會有假先知。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權威‧先知的典範

受質疑的權威，是每一個先知都會碰到的，

摩西受以色列人的質疑 ─ 為什麼跟古實的女子結婚、

為什麼帶領我們出埃及過紅海、曠野漂流四十年…
以利亞受質疑 ─ 你是誰

耶穌騎著驢駒進耶路撒冷的最後一個禮拜，

受苦之前也是受質疑

保羅寫加拉太書，都要證明我是上帝所差來的使徒來的使徒

每一個先知都是上帝透過他們透明的管道。

並不是他們沒有性情 ─
耶利米是流淚的先知，以西結滿有愛國心耶利米是流淚的先知 以西結滿有愛國心…

先知真正的權威是透明的，上帝透過這器皿傳下去，

上帝透過摩西、約書亞、以利亞、以利沙上帝透過摩西 約書亞 以利亞 以利沙…
先知的權威不是他們本身有的，權柄在於上帝。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權威‧先知的典範

你我要被上帝用，學習先知：

1. 權威的源頭是上帝 ─ 耶和華如此說，是先知書的特徵；

 先知說話是上帝在說話，就像創一 ─ 要有光就有光

 每一個先知的蒙召是他事奉的起點，

要讓後面人包括自己知道 ─ 我是上帝所膏、上帝所差

2. 權柄的流通是神眾僕、透過的是眾先知2. 權柄的流通是神眾僕 透過的是眾先知

 從以賽亞一直到瑪拉基都是器皿，不會彼此爭競…
 沒一個先知是逞英雄的， 沒 個先知是逞英雄的，

提後二24 ─ 主的僕人不可爭競，

彼得被保羅在加二 責備過，仍然順服上帝彼得被保羅在加二 責備過，仍然順服上帝

彼後三15-16 ─ 保羅所說的都是上帝來的，

權柄絕對不能被否定權柄絕對不能被否定

先知的靈是互相支持、互相順服的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權威‧先知的典範

你我要被上帝用，學習先知：

3. 權柄的衝擊在神子民 ─ 目標是權柄的衝擊在神子民 目標是

曉諭列祖、曉諭教會、曉諭我們，

 雖然是兩千年前的眾先知，仍然可以對我們說話雖然是兩千年前的眾先知 仍然可以對我們說話

 希伯來書就肯定不只是給列祖，也給我們、曉諭我們

先知不只是時代條件下的產物，先知不只是時代條件下的產物

其實是超越時空、給現在的人仍然傳神的道。

羅十五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羅十五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

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先知事奉、摩西事奉，是為了神的子民；

傳道人、保羅、彼得事奉，是為了上帝的教會。。

權柄是為了建造教會。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權威‧先知的典範

權柄的實現在神子

來一1-3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

4. 權柄的實現在神子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

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是神本體的真像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他洗淨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每一個先知都巴不得看到彌賽亞來，

我們比先知更有福氣 他們沒有看到我們比先知更有福氣 ─ 他們沒有看到，

我們我們在十字架後面看到，接受祂的血、認識祂的權柄…
先知在耶穌之前 都在預告耶穌兩次再來先知在耶穌之前，都在預告耶穌兩次再來，

我們介於兩次再來中間的人，正好就是先知說 ─
他們會滿足 他們所傳的道實 了他們會滿足，他們所傳的道實現了

他們關心的是神的兒子能夠顯現降臨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 ‧先知的權威‧先知的典範

最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米該雅，列王紀上廿二 1 - 8 ─
1 亞蘭國和以色列國三年沒有爭戰。

2到第三年，猶大王約沙法下去見以色列王。

3 以色列王對臣僕說：「你們不知道基列的拉末是屬我們的嗎？

我們豈可靜坐不動，不從亞蘭王手裡奪回來嗎？我們豈可靜坐不動，不從亞蘭王手裡奪回來嗎？」

4 亞哈問約沙法說：「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嗎？」

約沙法對以色列王說：「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民與你的民一樣，我的馬與你的馬一樣。」

5 約沙法對以色列王說：「請你先求問耶和華。」

6於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 約有四百人6於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約有四百人，

問他們說：「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

他們說：「可以上去，因為主必將那城交在王的手裡。」他們說 為 必將那城交在 的手裡 」

7 約沙法說：「這裡不是還有耶和華的先知，我們可以求問他嗎？」

8 以色列王對約沙法說：「還有一個人，是音拉的兒子米該雅，

我們可 託他求問耶和華我們可以託他求問耶和華。

只是我恨他；因為他指著我所說的預言，不說吉語，單說凶言。」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 ‧先知的權威‧先知的典範

四百個先知被亞哈召來要抵擋米該雅，

米該雅一個人對四百個。

列王紀上廿二章 ─ 亞哈死之前預告他必死的人，

就是米該雅。

從米該雅被召，就發覺先知的典範 ─ 英雄本色本色！！

上帝召我、告訴我說：你們的王會死

王上廿二17 米該雅說：「我看見以色列眾民散在山上，

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 般

上帝召我 告訴我說：你們的王會死…

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他講的確實是凶言、不是吉語、不好聽，他講的確實是凶言 不是吉語 不好聽

但是上帝召我，他硬著頭皮、

對亞哈說 ─ 除非你悔改。對亞哈說 除非你悔

找到真理，泰山崩於前色不變。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 ‧先知的權威‧先知的典範

美國南北戰爭，南軍的領導李將軍，

打完仗以後到一個聖公會 ─ 白人教會。

林肯說黑奴解放了，一個黑人進入那白人教會，

擘餅時間，這個黑人到前面拿餅跟杯，所有人都議論紛紛議論紛紛……
群起憤怒，準備把這個人揪出去的時候，

當中有一個非常有名望的人站出來 ─ 他是白人，

跟黑人一樣拿餅跟杯 ─ 證明你我都是耶穌所愛的。

大家抬頭一看，李將軍，英雄本色！

 以利亞對四百五十個，不妥協

 約書亞跟迦勒，二比十個探子，不妥協約書亞跟迦勒 比十個探子 不 協

 挪亞不妥協、耶利米不妥協

1 神的兒女要學習先知 ─ 不向群眾妥協1. 神的兒女要學習先知  不向群眾妥協

要看神情超過民情，不要看民調、要關心神調。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 ‧先知的權威‧先知的典範

2. 不向權位低頭
這個權位、政治人物，亞哈拉約沙法，

然後下面的人都支援亞哈之後，

約沙法上勾了 ─ 回去被責備的…

亞哈用政治手腕、也用群眾牌 ─ 四百個，王有權位，

但是米該雅頭很硬 領袖很孤單的 先知更孤單但是米該雅頭很硬 ─ 領袖很孤單的，先知更孤單，

米該雅忠言逆耳，他的關鍵 ─

王上廿二19 你要聽耶和華的話！

我看見耶和華坐在寶座上，

天上的萬軍侍立在他左右。

萬王之王祂在寶座上、祂才是萬王之王，因此不向權位低頭。



‧先知的重要 ‧先知的角色 ‧先知的權威‧先知的典範

3. 不向罪惡虛假低頭
為什麼耶和華的靈一離開之後，邪靈來引誘亞哈，

好像亞哈說謊話是從上帝來的？其實不盡然！

 亞哈該得不得 ─ 基列的拉末在二十章已經打敗他們，

可以得到便哈達手下的殖民產地

 二十一章的拿伯事件，不該得的去得 ─ 貪十 章的拿伯事件 不該得的去得 貪
所以米該雅不向亞哈的罪惡虛假低頭，

亞哈是給自己的墮落所弄壞的。亞哈是給自己的墮落所弄壞的

沒有想到，亞哈出去給暗中射的箭射死，

米該雅平安回來 度過人生的那 關米該雅平安回來，度過人生的那一關。

英雄本色 ─ 向上帝說是，英雄本色
不向墮落、不向群眾、不向罪惡低頭。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幫助所有看先知書的人 ─

更多明白你的角色

順服你在我們身上的權柄

傳達主的道、見證耶穌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