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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讀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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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著先知說話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就在
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希伯來書1:1-2）



讀先知書的三個要訣

1. 基本的瞭解：甚麼是先知？甚麼是預言？什麼是先
知書？

2. 事先的準備：目的，時間，工具

3. 正確的方法：神的目的，上下文，背景，文體，彌
賽亞，歸向神



一。基本的瞭解

1. 先知是神的信差 Prophet is God’s messenger

2. 預言是神的信息 Prophecy is God’s message

3. 先知書是所傳信息的記錄



先知與預言

先知：先知是神的信差，是傳遞神話語的人。先知
奉主的名說話，他的任務是忠實傳遞信息。神將信
息賜給先知，先知將信息傳給神所指定的人。

預言：預言是從神而來的信息。凡是神叫先知所說
的話，都叫做預言。這些話多數是「時代的信息」，
是神對當時的人所說的話；小部分的信息是「預告
的信息」，是神預先宣布以後將要發生的事。



舊約中的先知

 1) 發言人, 說話者, 先知

 1a) 先知

 1b) 假先知

 1c) 異教先知

經文： 288次

先知XXX，替你說話（1），受感說話（1）



新约中的先知

 （七十士譯）「先知」。宣講及詮釋神的啟示。

 一、指舊約的先知及先知人物。有的指出名字：先知耶利米，

 二、施洗約翰亦稱作先知，

 三、耶穌亦是先知：是指彌賽亞，因此是指耶穌。

 四、有其他意義，沒有排除實際的先知，指宣告神的信息的人，
有特別的準備及特別的事工：

 五、基督徒，被賜有先知之恩賜，先知介於使徒與教師之間；先
知預言將來事件，徒11:27 21:10（以下）。

 經文： 138次

 先知，眾先知，幾位先知和教師（1），說預言的先知（2）亞迦
布（大饑荒，被綁）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5%BE%92&chap=11&sec=27&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5%BE%92&chap=21&sec=10&m=


關於先知：聖經中的先知

1. 以色列立國之前的先知：亞伯拉罕，摩西，撒母
耳….

2. 以色列立國時期的先知：以利亞，以利沙，約拿，
阿摩司，何西阿，以賽亞，約珥，彌迦，那鴻，
哈巴谷，西番雅，耶利米，俄巴底亞，

3. 以色列亡國之後的先知：以西結，但以理，哈該，
撒迦利亞，瑪拉基



先知是神的信差（先知的工作）

摩西

耶和華就對我說：「他們所說的是。我必在他們弟兄
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

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傳
給他們。

誰不聽他奉我名所說的話，我必討誰的罪。

若有先知擅敢託我的名說我所未曾吩咐他說的話，或
是奉別神的名說話，那先知就必治死。」（申18:17-20）

先知的工作就是傳遞神的話語



先知是神的信差（蒙神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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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吩咐你說什麼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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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1:4-10）



先知是神的信差（先知的責任和人的責任）

以西結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
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

我何時指著惡人說：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
勸戒他，使他離開惡行，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死
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

倘若你警戒惡人，他仍不轉離罪惡，也不離開惡行，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結
3:16-19）



預言是神的信息 God’s Message

宣告 vs. 預告 forth-telling vs. fore-telling:

預言的定義是「神的信息」。凡是神叫先知所說的話，都叫做
預言。預言不是預告 fore-telling，而是宣告 forth-telling。宣告
是較大的範圍，可以包含預告。預告是較小的範圍，不能包含
宣告。

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
傳給他們。

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什麼
話，你都要說。



聖經中的預言

舊約中的預言：預言

 在神的靈影響下

 來自於假先知

 異教徒先知

經文：

預言，說預言，受感說話

新約中的預言：預言
(宣告領受的默示) 說預言；訴說, 顯明；預告未來的事

經文：
預言，說預言；傳道（太），作先知講道（林前）；先知（耶穌）



預言是神的信息 God’s Message

時代的信息

先知是時代的先知，信息是時代的信息，是神對當代人所說的
話，與當時的世代有關的。信息可能是警戒、責備、勸勉、安
慰，也可能是預告。

以西結：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
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

以賽亞：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
冷說安慰的話。（賽40:1-2）



預言是神的信息 God’s Message

預告的信息

神事先宣布他對選民及列邦的審判，以及他對餘民的拯救和復興。這類的信
息有些是一次性應驗，有些是分兩個階段應驗：

 以馬內利的初步應驗：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
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
必吃奶油與蜂蜜。因為在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先，你所憎惡的
那二王之地必致見棄。（賽7:14-16）

 以馬內利的終極應驗：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
惡裡救出來。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必
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繙出來就
是「神與我們同在」。）（太1:21-23）



先知書的主要內容

時代的信息（80%）

回來吧！何必滅亡？警戒、責備、勸勉、安慰

預告的信息（20%）

事先宣布他對選民及列邦的審判，以及他對餘民的
拯救和復興。

以色列人

列邦

彌賽亞





先知書分類表
書名 先知事奉年代 (主前) 當時的君王 信息的對象 主要的信息

俄巴底亞 845 ? 不詳 以東
對不顧兄弟受苦者的懲
罰

約珥 835 ? 不詳 約阿施 南國 (猶大)  被擄之前 耶和華的日子

約拿 782 耶羅波安第二 亞述 救恩岀於耶和華

何西阿 760 - 720 耶羅波安第二 北國 (以色列) 不貞的民與信實的神

阿摩司 760 耶羅波安第二 北國 (以色列) 在生活中彰顯神的公義

以賽亞 740 - 685 烏西雅, 約坦, 亞哈斯, 希西家 南國 (猶大) 神的審判與拯救

彌迦 737 - 690 希西家 南國 (猶大) 神的恩慈與嚴厲

那鴻 650 不詳 亞述/尼尼微城 神對不義之國的審判

西番雅 640 約西亞 南國 (猶大) 耶和華的日子

哈巴穀 609 約雅敬 南國 (猶大) 在困惑中認識神

耶利米 627 - 580 約西亞, 約哈斯, 約雅敬, 約雅斤 南國 (猶大)  被擄時期 神公義的審判

耶利米哀歌 627 - 580 受懲者的悲哀

以西結 593 - 570 約雅斤 南國 (猶大)
神與人同在(耶和 華沙
瑪)

但以理 605 - 530 尼布甲尼撒 巴比倫 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哈該 520 波斯 大利烏 被擄歸回之猶太人 歸回時期 歸回時期 聖殿的重建

撒迦利亞 520 波斯 大利烏 被擄歸回之猶太人 聖民的重建

瑪拉基 433 波斯 大利烏 被擄歸回之猶太人 神的審判與恩典



二。事先的準備

1. 讀先知書的目的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何西阿書6:3

1. 為了認識先知書

2. 為了認識神
• 為了認識神而讀先知書，不但認識先知書，還會認識神。

• 若僅為了認識先知書而讀，目的是吸取知識，就算認識了先知
書，也未必認識神。



事先的準備

2. 時間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以賽亞
書40:8

• 大先知書有183章，小先知書67章，總共250章。

• 讀經班的進度是每天讀二章，每週讀五天，共十章。以這個進度讀
先知書，需要25週，大約半年。

• 每天讀二章需要半小時的時間。如果你不是每天讀，而是一口氣讀
十章，你至少需要2.5小時。

• 你不能用瀏覽的方式讀經，略看幾行就翻到下一頁，那樣不是讀經。

•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神的話卻永遠立定。這樣一本永恆的書，你
願意花多少時間來讀？



事先的準備

3. 工具

原來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軋大茴香，也不用碌碡；
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以賽亞書 28:27

• 一本現代排版的中文聖經，可以寫字在上面

• 習慣閱讀英文者可再加上一本英文聖經，參照閱讀



三。正確的方法

1. 神賜下先知書的目的

神救贖的目的是要與人恢復關係，神要做百姓的神，百姓
要做他的子民。

做神的子民就要守神的約，不守神的約就不能做神的子民。

神的約是生活的約，百姓要在日常生活中行公義、好憐憫，
顯出神的榮耀，享受神的祝福。

可是百姓卻遠離了神，不守他的約，無公義、無憐憫，並
且還去拜偶像，親近假神。

先知是神的僕人，受神的差遣，去挽回悖逆的百姓。要他
們離棄偶像，悔改歸向神，行公義好憐憫，重新做神的子
民。



從神起初的心意瞭解聖經的主題

神造人，起初的心意是要人做他的子民，與他有親
密而美好的關係，享受他豐盛的慈愛。

聖經的主題是救贖，救贖的目的是使人做神的子民

1. 律法書的主題：做神的子民

2. 歷史書的主題：神子民的掙扎與失敗

3. 詩歌書的主題：神子民的生活之道

4. 先知書的主題：神對子民的啟示與挽回



正確的方法

2. 上下文

讀經必須要讀上下文，不可斷章取義。根據上下文
來瞭解經文的意義，不但正確，並且豐富：



正確的方法

3. 結合時代背景

 1. 先知的時代

時間：約四百年（主前800-400年）。

地點：巴勒斯坦。

人物：神的選民，以及選民的敵人。

事件：北國滅亡（722 BC），南國滅亡（586 BC），被擄
者歸回（539 BC），歸回之後重建（after 539 BC）。



結合時代背景

2. 敵國外患：主要的外患有三個

1. 亞蘭：危害南國，北國，後來為亞述所滅。

2. 亞述：滅亡北國，危害南國。後來為巴比倫所滅。

3. 巴比倫：滅亡南國，後來為波斯所滅。

4. 波斯：釋放被擄者歸回，後來為希臘所滅。



結合時代背景

3. 各先知的時代：多數先知可以確定時代，少數無
法確定。以下是大概的年份

1. 亞述前期（800-700 BC）：阿摩司，約拿，以賽亞，彌
迦，何西阿

2. 亞述後期/巴比倫前期（700-600 BC）：西番雅，那鴻，
哈巴谷

3. 巴比倫時期（600-539 BC）：耶利米，以西結，但以理

4. 波斯時期（539 BC 之後）：哈該，撒迦利亞，瑪拉基。

➢約珥、俄巴底亞的時代難以確定，有些學著將約珥放
在亞述前期，有些放在亞述後期。俄巴底亞可能與耶
利米同期，但是不能肯定。



先知書分類表
書名 先知事奉年代 (主前) 當時的君王 信息的對象 主要的信息

俄巴底亞 845 ? 不詳 以東
對不顧兄弟受苦者的懲
罰

約珥 835 ? 不詳 約阿施 南國 (猶大)  被擄之前 耶和華的日子

約拿 782 耶羅波安第二 亞述 救恩岀於耶和華

何西阿 760 - 720 耶羅波安第二 北國 (以色列) 不貞的民與信實的神

阿摩司 760 耶羅波安第二 北國 (以色列) 在生活中彰顯神的公義

以賽亞 740 - 685 烏西雅, 約坦, 亞哈斯, 希西家 南國 (猶大) 神的審判與拯救

彌迦 737 - 690 希西家 南國 (猶大) 神的恩慈與嚴厲

那鴻 650 不詳 亞述/尼尼微城 神對不義之國的審判

西番雅 640 約西亞 南國 (猶大) 耶和華的日子

哈巴穀 609 約雅敬 南國 (猶大) 在困惑中認識神

耶利米 627 - 580 約西亞, 約哈斯, 約雅敬, 約雅斤 南國 (猶大)  被擄時期 神公義的審判

耶利米哀歌 627 - 580 受懲者的悲哀

以西結 593 - 570 約雅斤 南國 (猶大)
神與人同在(耶和 華沙
瑪)

但以理 605 - 530 尼布甲尼撒 巴比倫 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哈該 520 波斯 大利烏 被擄歸回之猶太人 歸回時期 歸回時期 聖殿的重建

撒迦利亞 520 波斯 大利烏 被擄歸回之猶太人 聖民的重建

瑪拉基 433 波斯 大利烏 被擄歸回之猶太人 神的審判與恩典



正確的方法

4. 文體：先知書的主要文體是希伯來詩歌，特色是平
行句。除了生動的用語之外，還使用擬人化、比喻、
誇張等文學體裁，豐富華麗，令人印象深刻。



正確的方法

5. 彌賽亞：

先知書中有許多彌賽亞的預言。彌賽亞字面的意義
是「受膏者」，指被膏油澆灌的人。

只有祭司、君王、先知才受膏，受膏是一個辨認的
方法，誰受膏，誰就是神所設立的人。

彌賽亞是一位獨特的受膏者，他是神所設立的救主，
不但是以色列的救主，更是世人的救主。以下是一
些例子：



正確的方法

6. 經由先知書歸向神：

神設立先知的目的是要挽回他的百姓，讀先知書的
最終目的，是經由先知書而歸向神：

來吧，我們歸向耶和華！

他撕裂我們，也必醫治；他打傷我們，也必纏裹。過兩天
他必使我們甦醒，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我們就在他面
前得以存活。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晨光；
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



小結

關於先知書

1. 先知書是神借著先知向當時的百姓所說的話

2. 先知書的主題是審判與拯救：主旋律是：回來吧，背道
的兒女

3. 先知書的目的是要百姓認識神：神的公義，憐憫，拯救，
信實，從而可以繼續信靠神

關於讀先知書的方法

1. 讀先知書要抓住認識神這條主線

2. 讀先知書要結合歷史書和時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