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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書讀經班

彌迦書，那鴻書

CBCWLA 1/10/2021



讀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

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



讀經者的信念

 我相信聖經是神純全無誤的話語，是基督徒生活與信仰的最高準則。

 我相信神的話語是活潑長存的，神會藉著聖經向他的兒女說話。

 我相信一個人若喜愛並遵行神的話語，這人便為有福。



讀經者的禱告

 願主賜福我讀經的日子！

 願主的道興旺（在我裡面，在教會，在社區）！



讀經班的要求

 本班是為已經信主受浸，有意研讀聖經的基督徒所預備的

 每日靈修，每次上課之前讀完十章聖經

 參加隨堂測驗

 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先知的定義：為神傳遞信息的人（申18:18）。

 先知的驗證：凡他所說的都必成就（申18:22；撒上3:19-20）

 先知的權柄：來自於神的話語：「耶和華如此說」。

 先知的堅忍：先知往往是不受歡迎的，在逆境中過一生。

 最大的先知：摩西（耶穌之外）。

先知



彌迦書
BOOK OF MICAH



 主題: 神的恩慈與嚴厲（選民的審判與復興）

 主要對象: 猶大

 時間: 主前700餘年，猶大王約坦、亞哈斯、希西家在位的時候

 大綱：三次的「要聽！」

1. 第一循環：萬民要聽（1-2章）萬民哪, 你們都要聽！（彌1:2）

2. 第二循環：官長要聽（3-5章）雅各的首領，以色列的官長啊, 你們要聽！（彌3:1）

3. 第三循環：百姓要聽（6-7章）以色列人哪, 當聽耶和華的話 ！（彌 6:1）

彌迦書



1. 彌迦書精確地預告了耶穌的出生地

 希律的問題：東方的博士來到耶路撒冷，尋找「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希律聽了感到
不安，就問祭司長和文士：「基督當生在何處？」他們回答說：

 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
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太2:5-6）

 祭司長和文士所引用的經文出自於彌迦書：

 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 以色列中為我
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彌5:2）

 彌迦精確的預告：在眾先知書中，只有彌迦書精確地預告了耶穌基督的出生地就是伯利恆。

彌迦書的特色



2. 彌迦書清楚告訴世人「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

 聖經中有兩節經文說明了「耶和華向你所要的是什麼？」本節說明了神向「世人」所要的是什

麼，另外一節說明了神向「以色列」（神的百姓）所要的是什麼：

 彌迦書的啟示：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

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6:8）

 申命記的啟示：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要叫你

得福。（申10:12-13）

彌迦書的特色



3. 彌迦書曾經救了先知耶利米一命

 歷史上的一幕：彌迦之後一百年左右，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傳講信息，叫民眾速速認

罪悔改，以免聖殿被毀。祭司和民眾聽了極為惱怒，就將耶利米抓起來，說：「你必要死！」

（耶26:8）後來，有幾位國中的長老起來，引用彌迦書說了一番話：

 當猶大王希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彌迦對猶大眾人預言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錫安必被

耕種像一塊田；耶路撒冷必變為亂堆；這殿的山必像叢林的高處。猶大王希西家和猶大眾人豈

是把他治死呢？希西家豈不是敬畏耶和華、懇求他的恩嗎？耶和華就後悔，不把自己所說的災

禍降與他們。若治死這人，我們就作了大惡，自害己命。（耶26:18-19）

 長老們這一番話，以及後來亞希甘的保護，救了先知耶利米一命。

彌迦書的特色



當神走出他的聖殿時

萬民哪，你們都要聽！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側耳而聽！主耶和華從他的聖殿要見證你們的不

是。看哪，耶和華出了他的居所，降臨步行地的高處。眾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諸谷必崩裂，如蠟

化在火中，如水沖下山坡。這都因雅各的罪過，以色列家的罪惡。雅各的罪過在那裡呢？豈不是

在撒瑪利亞嗎？猶大的邱壇在那裡呢？豈不是在耶路撒冷嗎？（彌1:2-5）

第一章 無法抑制的傷痕



撒瑪利亞的傷痕無法醫治

先知說：因此我必大聲哀號，赤腳露體而行；又要呼號如野狗，哀鳴如鴕鳥。因為撒瑪利亞的傷

痕無法醫治，延及猶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門。（彌1:8-9）

第一章 無法抑制的傷痕



災臨十二城

不要在 (1) 迦特報告這事…我在(2)伯亞弗拉滾於灰塵之中…(3)沙斐的居民哪，你們要赤身蒙羞

過去。(4) 撒南的居民不敢出來。(5) 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們無處可站。(6) 瑪律的居民心甚憂

急…因為災禍從耶和華那裡臨到(7) 耶路撒冷的城門。(8) 拉吉的居民哪，要用快馬套車…猶大

啊，你要將禮物送給 (9) 摩利設迦特。(10) 亞革悉的眾族必用詭詐待以色列諸王。(11) 瑪利沙

的居民哪，我必使那奪取你的來到你這裡；以色列的尊貴人必到 (12) 亞杜蘭。（彌1:10-15）

 十二城：災禍將從耶和華那裏臨到耶路撒冷（彌1:12），沿路上，神也審判了其他十一個城市。

彌迦書一開始說：萬民哪，你們要聽！所以這十二個城市之中，有以色列的城市，也有外邦人

的城市（如非利士人的迦特城）。

第一章 無法抑制的傷痕



加深印象的諧音字：

這段經文用了許多諧音字（希伯來文的word play），如：伯亞弗拉的意思是「灰塵之家」，他們

將會「滾於灰塵之中」。撒南的意思是「出兵」，他們將會「不敢出來」。伯以薛是「站在旁

邊」，他們將會「無處可站」。馬利沙是「奪取者」，神將使「那奪取你的來到你這裡」…。這

許多的諧音字，使當時的聽眾印象深刻。

第一章 無法抑制的傷痕



生活上的病

禍哉，那些在床上圖謀罪孽、造作奸惡的！天一發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來了。他們貪圖田地就

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他們欺壓人，霸佔房屋和產業…所以耶和華如此說：我籌劃災禍降與這

族；這禍在你們的頸項上不能解脫。（彌2:1-3）

第二章 病況分析



信仰上的病

他們（假先知）說：你們不可說預言；不可向這些人說預言，不住地羞辱我們… 若有人心存虛假，

用謊言說：我要向你們預言，（你們必）得清酒和濃酒，那人就必作這民的先知。（彌2:6，11）

 假先知當道：當時假先知當道，像彌迦這樣的真先知出現，他們就說：「你們不可說預言…」，

和亞瑪謝對待阿摩司的情況如出一轍。假先知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人民喜歡聽假話：「若有

人心存虛假，用謊言說…（你們必）得清酒和濃酒，那人就必作這民的先知。」如果有人說謊

言，告訴百姓他們將會有好收成，會得清酒和濃酒，那人就「必做這民的先知」。

第二章 病況分析



神對餘民的恩典

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們，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處，如波斯拉（羊圈）的羊，

又如草場上的羊群，因為人數眾多就必大大喧嘩。（彌2:12）

 餘民的復興：讀先知書，不可不知道甚麼是「餘民remnant」，這是許多先知書都提到的。餘

民就是以色列人亡國之後，那些從被擄之地歸回故土的人們。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在神的審判

中死了，然而神為以色列留下了餘數，並且恩待這些剩下的人，使他們重建家園，得以復興。

許多先知書中都講到了以後的復興，彌迦書的三個段落（1-2章，3-5章，6-7章），每一個段

落都以復興做結束。

 餘民在新約：羅馬書以「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羅9:27-29）來說明所有信耶穌得救的

人，無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才是真正的餘民。先知書所預言的「餘民的復興」，最後是實現

在我們這些信主得救的人身上。

第二章 病況分析



敗壞的官長

我說：雅各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啊，你們要聽！你們不當知道公平嗎？你們惡善好惡，從人身

上剝皮，從人骨頭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剝他們的皮，打折他們的骨頭，分成塊子像要下鍋，又像

釜中的肉。（彌3:1-3）

 魚肉鄉里：神要他的子民「惡惡好善」（摩5:15），可是那些當官的卻「惡善好惡」（彌3:2），

反神之道而行。他們將神的託付（牧養神的子民，古時官為民牧，參考以西結書34:1-10），當

作肥己的機會，以百姓為魚肉，滿足自己的私慾。

 神必審判：做惡事是有後果的，必將面對神的審判：「到了遭災的時候，這些人必哀求耶和華，

他卻不應允他們。那時他必照他們所行的惡事向他們掩面。」（彌3:4）有些人不信神不是理智

上的因素，而是心理上的因素：若相信有神存在，就不能做壞事了，因為神會審判人的。因此

之故，他選擇不信。

第三章 敗壞的領袖



敗壞的先知

論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們牙齒有所嚼的，他們就呼喊說：平安了！凡不供給他們吃的，他們

就預備攻擊他。（彌3:5）

 「平安派」先知：當時的先知很敗壞，他們使「我民走差路」，報喜不報憂，將神的百姓帶入

歧途。他們的特點是只要有人給他們吃的，他們就呼喊「平安了！」若有人不供給他們，他們

就攻擊這人。假先知的特徵就是為利奔走，說人喜歡聽的。你若遇到「平安派先知」（在繁榮

福音盛行的現代，這派的先知很多），最好小心一點，免得走差了路。

 神必審判：和那些敗壞的官長一樣，神也會審判這些敗壞的先知：「你們必遭遇黑夜…先見必

抱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摀著嘴唇，因為神不應允他們」(彌3:6-7）。

第三章 敗壞的領袖



出淤泥而不染

至於我，我藉耶和華的靈，滿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說明他的過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

罪惡。（彌3:8）

 至於我：聖經中有兩句出名的「至於我」，一句是約書亞所說的：「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

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另外一句就是彌迦所說的（彌3:8）。兩句「至於我」都表達了

「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無論你們選擇事奉甚麼神，我和我家都會事

奉耶和華。彌迦對以色列人說，雖然有這麼多假先知說假話，我卻要藉著耶和華的靈說真話。

 你是甚麼樣的人？你是一個同流合污的人，還是一個「至於我」的人？雖然大家都這樣，雖然

周圍的人都這麼做，然而，至於我，我卻要藉著耶和華，滿有力量、公平、才能，使世人因我

的好行為將榮耀歸與天父（太5:16）。

第三章 敗壞的領袖



萬民都要流歸這山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

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

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彌4:1-2）

 復興的篇章：彌迦書第四章非常特殊，整章都在預言復興。復興的時候是「末後的日子」，復

興的現象是「萬民都要流歸耶和華的山」。這段經文說「許多國的民」，完全超越了猶太人狹

窄的民族主義。最能夠符合這段經文的，是萬國萬民只要信耶穌，就都可以得救。耶穌要他的

門徒將福音「從耶路撒冷起直傳道萬邦」（路24:47）。將來在天上，有從「各國、各族、各民、

各方」的人（啟7:9）敬拜神，那才是預言的真正實現。

第四章 末日的復興



第四章 末日的復興



基督當生在何處？

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 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

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彌5:2）

第五章 彌賽亞來臨



神有更高的意念，更大的計劃：

你有時會不會對神的意念感到驚訝？若是你的看法與神的看法不一樣，你怎麼辦？

遭人拒絕的彌賽亞：

當彌賽亞真的來了，猶太人卻拒絕了他。

基督徒與彌賽亞的預言：

基督徒讀到有關彌賽亞的預言，不應當只是對預言的準確性感到驚訝，更當與神同心，將神所預備

的救恩與萬民分享。你若遇到一個與自己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你會願意與他分享耶穌嗎？

第五章 彌賽亞來臨



餘民

雅各餘剩的人必在多國的民中，如從耶和華那裡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仗賴人力，也

不等候世人之功。 雅各餘剩的人必在多國多民中，如林間百獸中的獅子，又如少壯獅子在羊群中。

他若經過尌必踐踏撕裂，無人搭救。（彌5:7-8）

 餘民是「雅各餘剩的人」。雅各就是以色列，餘民是以色列在亡國的大災難之後所剩餘的人。

 餘民是「揀選的恩典」：神揀選了一些人，神使他們蒙恩得救：「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

的餘數。既是出於恩典，就不在乎行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羅11:5-6）

 凡是信主得救的基督徒，無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都是神所揀選的餘民。 （羅9:24-29）

第五章 彌賽亞來臨



餘民如露水：

彌迦用兩個比喻來形容「餘民」：第一，餘民有如露水；第二，餘民有如獅子。露水是從天上降下

來的祝福，滋潤土地，使莊稼生長。神所揀選的餘民，也就是信主得救的基督徒，將如「從耶和華

那裡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成為萬民的祝福。他們「不仗賴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

功」，因為他們所倚賴的乃是神。

餘民如獅子：

神所揀選餘民將會勝過一切的仇敵，他們「必在多國多民中如林間百獸中的獅子，又如少壯獅子在

羊群中」。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初期教會雖然面對各種逼迫，結果卻是「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

廣傳。」（徒12:24）這使我們看到，基督徒雖然面對撒但和世人的攻擊，但卻能夠靠主得勝，

「如林間百獸中的獅子」。

第五章 彌賽亞來臨



神的控告

以色列人哪，當聽耶和華的話！要起來向山嶺爭辯，使岡陵聽你的話。山嶺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

聽耶和華爭辯的話！因為耶和華要與他的百姓爭辯，與以色列爭論。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麼

呢？我在什麼事上使你厭煩？你可以對我證明。（彌迦書6:1-3）

 我在什麼事上使你厭煩？彌迦書6-7章是第三回合的「你們要聽！」。彌迦書第六章一開始就讓

我們看到法庭上的一幕：神是原告，以色列是被告，山嶺和岡陵是陪審團，神叫以色列人在陪

審團面前為自己答辯。神的案子是以色列人忘恩負義：神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從為奴之家救贖

他們，結果他們卻厭煩耶和華(彌6:4-5）。神要以色列人回答他：「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

什麼呢？我在什麼事上使你厭煩？ 」

第六章 神的法庭



糊塗的子民：

以色列人聽到神的控告，覺得很冤枉：我們也做了不少宗教活動，不知為何耶和華總是不滿意我們？

他嫌我們獻祭太少嗎？是不是要獻上「千千的公羊，萬萬的油河」才夠？還是耶和華和其他的迦南

神祇一樣，也要我們獻上自己親生的孩子？到底耶和華要甚麼？誰能告訴我們？

先知的回答：

這時候，先知彌迦出場了。他帶給以色列人一個清楚的答案。彌迦說：其實耶和華已經指示過你們，

其實他從前就已經指示過你何為善。要是你還是不清楚，那麼我告訴你：「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以色列人大吃一驚：甚麼？不是公羊？不

是油河？也不是孩子？耶和華所要的只是「公義、憐憫…」？我還以為耶和華所要的和巴力，摩洛，

亞斯他錄…這些神祇一樣呢！嗐，只怪拜的神太多，把我給搞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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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證據：

既然你現在已經清楚神所要的是甚麼，以下的話就好說了。神要你行公義，可是「惡人家中不仍有

非義之財和可惡的小升斗嗎？」（彌 6:10）神要你好憐憫，可是「城裡的富戶卻滿行強暴」（彌

6:12）。神要公義，你們卻非義。神要憐憫，你們卻強暴。你們家中的非義之財和騙人的小升斗，

就是你們犯罪的證據。

神的懲罰：

彌迦書6:13-16是神對以色列人的懲罰。「你要吃，卻吃不飽…你 必撒種，卻不得收割；踹橄欖，

卻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卻不得酒喝。」以色列人辛苦的成果，自己將無法享受。神已經對他們做

了判決：敵人將會搶走他們的一切，以色列將會荒涼（彌6:13,16）。不聽神的話的結果，常常是

「白忙一場」。有時是某件事白忙一場，有時是整個人生白忙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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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有何神像你？

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必再憐憫我們，

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你必按古時起誓應許我們列祖的話，向雅各

發誠實，向亞伯拉罕施慈愛。（彌迦書7:18-20）

第七章 將我們的罪投於深海



1 神的恩慈與嚴厲

 審判與復興：大至上來說，每本小先知書的主題都與「審判」和「復興」有關。彌迦書有三個

回合的「你們當聽」，每一回合都先說神對以色列人的審判，然後再說神所預備的復興。

 恩慈與嚴厲：無論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犯了罪，神都要審判，這是神的嚴厲。審判之後，剩下

的「餘數」將會經歷到復興，這是神的恩慈。保羅根據以色人在信心上一再跌到，以至於救恩

臨到外邦人這件事，說：「可見神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向你是有恩慈的；

只要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裡，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羅11:22）

 信息的平衡性：對現代的基督徒來說，「神的恩慈與嚴厲」是一個迫切需要的信息。一般來說，

各教會都多講神的恩慈，少講神的嚴厲，信息缺少平衡性。可是一讀小先知書，卻看到神不但

有恩慈，也有嚴厲。其實我們很需要平衡的信息，不是只聽我們愛聽的，而是神所說的都聽。

彌迦書的信息



2. 神對世人的盼望

 異教的影響：神向你的是甚麼？在異教的信仰中，神向人所要的是香火，是祭品。就算你的生

活亂七八糟，就算你做了許多壞事，只要你將香火和祭品獻上，神明就會祝福你。

 彌迦書針對這個現象提出一連串的問題：「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當獻上什麼呢？

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嗎？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我豈可為自己的

罪過獻我的長子嗎？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嗎？」（彌6:6-7）

 當時的異教有「使兒女經火」這件事（將兒女燒死獻給他們的神），以色列人異教拜久了，糊

塗到一個地步，居然以為耶和華也可能要我的兒女，所以才有此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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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先知彌迦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

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彌6:8）

 這個清清楚楚的回答，是彌迦書對世人的一大貢獻。原來，真神和假神不同。真神所要的是生

活上的（行公義，好憐憫）和屬靈上的（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有了彌迦書這句話，基

督徒就知道要將甚麼獻給神。只是星期天來做個禮拜，捐些奉獻，走個形式，不是神所要的。

神所要的，是你在每日的生活中與他保持美好的關係（謙卑是關鍵），將他的公義和慈愛彰顯

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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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為世人預備了救主

 耶穌是彌賽亞：彌迦書中有很強烈的彌賽亞信息，特別是第五章。這一章告訴我們彌賽亞來自

於小城伯利恆，但是他卻要掌王權。他為婦人所生，但是他的根源卻從亙古就有。敵人將要攻

擊他，但是他卻會成為神兒女的平安。彌迦書所說的彌賽亞，在耶穌的身上完全應驗了。馬太

福音敘述耶穌的降生，就引用了彌迦書。

 耶穌使人的罪得到赦免：彌迦書以「罪得赦免」結束全篇，其中有「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

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彌7:19）一句。只有耶穌基督的代罪和救贖，才能將我們的罪

處理得如此乾淨。

 耶穌是世人的救主：從新約的亮光來看，我們知道彌迦書所預言的彌賽亞就是耶穌基督。他不

只是以色列人的救主，更是世人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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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鴻書
BOOK OF NAHUM



 主題: 神對不義之國（亞述）的審判

 對象: 亞述國, 尼尼微城

 時間: 主前615左右, 亞述滅亡之前不久

 大綱: 

 1. 尼尼微的審判者, 1章

 2. 尼尼微的判決, 2章

 3. 尼尼微的毀滅, 3章

那鴻書



米所波大米亞：

 米所波大米亞（ Mesopotamia，兩河之間）是指底格里斯河 （Tigris）及幼發拉底河

（Euphrates）兩河流域所涵蓋的土地，被認為是世界文明的搖籃地。亞述在米所波大米亞的北

邊，巴比倫在南邊，他們彼此相爭，輪流統治這片土地。

亞述歷史：

 古亞述王國：2200 BC – 1800 BC 

 中亞述王國：1500 BC – 1000 BC 

 近亞述王國：1000 BC – 600 BC（聖經主要是講這段時期）

亞述簡介



亞述簡介

尼尼微的約拿廢墟



亞述帝國的興起與滅亡（934BC-605 BC）：

 在主前十世紀至七世紀這段期間之內，亞述征服了中東各國，後來甚至征服了埃及，建立了一個前

所未有的大帝國。

 有些史學家認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真正的「帝國 Empire」出現，就是這時候的亞述帝國。

 這帝國維持了三百多年，後來因為內亂，亞述的宿敵巴比倫趁虛而入，於612BC攻下了尼尼微城。

 以後的幾年之中，巴比倫消滅了亞述的殘存勢力。至605BC，亞述這個國家從地球表面上徹底消失。

亞述簡介



有一位神

耶和華是忌邪施報的神。耶和華施報大有忿怒；向他的敵人施報，向他的仇敵懷怒。耶和華不輕易發

怒，大有能力，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那1:2-3a）

 神不輕易發怒，但不是不發怒：神會發怒嗎？他會對我發怒嗎？那鴻書一開始就說「耶和華是忌邪

施報的神，耶和華施報大有忿怒」

 神不是慈愛的嗎？是的，神是慈愛的。神不是不輕易發怒嗎？是的，神恆久忍耐，他不輕易發怒。

那麼，神還會發怒嗎？神當然會發怒。那鴻書宣布神的怒氣向尼尼微（亞述）發作，毫不留情，而

且無法挽回（此乃命定之事，那2:7）。

 神的發怒與情緒無關（神和人不一樣），與他的屬性有關。神是公義的神，他「萬不以有罪的為無

罪」（那1:3）。神不輕易發怒，他給人許多悔改的機會。但是你若一直不肯悔改，有一日將會面

對神怒氣的審判。

第一章 忌邪施報的神



至高的主宰

他發忿恨，誰能立得住呢？他發烈怒，誰能當得起呢？耶和華如此說：尼尼微雖然勢力充足，人數繁

多，也被剪除，歸於無有。（那鴻書 1:6,12）

 當惡勢力遇到了神：當你看到惡勢力橫行，會不會感到很氣憤，但又很無力？會不會因此對神感到

懷疑？不要懷疑，要相信神在惡勢力之上，要相信神有他的時間，神有他的方法。

 「尼尼微雖然勢力充足，人數繁多」，但又怎樣？當亞述帝國的勢力如日中天的時候，連埃及都臣

服於他，何況猶大這個小國？可是，猶大雖是小國，他的神卻是大神，最大的神。當神的時候來到，

亞述就在他的怒氣中化為烏有。同樣的，我們雖小，我們的神卻是最大、最強的神，無論面對多大

的惡勢力，我們都不可喪膽。要相信我們的神是「忌邪施報的神」，時候到了他必定會按照公義審

判惡人。

第一章 忌邪施報的神



神的雙重標準

耶和華本為善，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障，並且認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漲溢的洪水淹沒尼尼

微，又驅逐仇敵進入黑暗。（那1:7-8）

1. 神認得投靠他的人：神是否有雙重標準？有的。對於投靠他的人，神恩待他們；對於敵對他的人，

神打擊他們。

2. 但卻審判他的敵人：對於那些與神為敵的人，神會審判他們。

第一章 忌邪施報的神



誰是神的敵人？

 尼尼微人哪，設何謀攻擊耶和華呢？（那1:9）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與你為敵…（那2:13, 3:5）

 耶和華是忌邪施報的神。耶和華施報大有忿怒；向他的敵人施報，向他的仇敵懷怒。 (那1:2）

 給尼尼微人定位：在那鴻書中，尼尼微人的位置是「神的敵人」，他們是「攻擊神的人」。

 亞述王西拿基立攻打耶路撒冷，他的大將拉伯沙基向耶路撒冷的守軍發狂言說：「列國的神，有哪

一國救他本國脫離亞述王的手呢？…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麼？」（賽36:1-20）神

派先知以賽亞去見猶大王希西家，告訴他：「（耶和華論到亞述王西拿基立）說…你辱罵誰，褻瀆

誰？揚起聲來，高舉眼目攻擊誰呢？乃是攻擊以色列的聖者。」（賽37:23）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

個重要的原則：

第二章 當神與你為敵時



神與自己的子民相認同

掃羅卻殘害教會，進各人的家，拉著男女下在監裡…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

著他；他尌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使徒行傳 8:3, 9:3-4）

 攻擊神的子民就是攻擊神，逼迫神的教會就是逼迫耶穌：亞述人攻擊耶路撒冷，神說亞述人是在攻擊

他。掃羅逼迫教會，主耶穌說掃羅是在逼迫他。亞述人在耶路撒冷的城門口出言不遜，神說他們不是

在罵人，而是在辱罵以色列的聖者。神與自己的子民相認同，你對屬於神的人怎樣，就是對神怎樣。

 對於教會和神的僕人，你的態度如何？對於神的教會，你的態度如何？對於神的僕人，你的態度如何？

那些尊重神的教會和尊重神的僕人的地方，福音必定興旺。

第二章 當神與你為敵時



水池與獅穴

尼尼微自古以來充滿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現在居民卻都逃跑。雖有人呼喊說：站住！站住！卻無

人回顧… 公獅為小獅撕碎許多食物，為母獅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滿他的洞穴。萬軍之耶

和華說：「我與你為敵，必將你的車輛焚燒成煙，刀劍也必吞滅你的少壯獅子。我必從地上除滅你所

撕碎的…（那鴻書2:8,12-13）

 文學的傑作：根據許多希伯來文專家的意見，那鴻書是一篇文學的傑作，是一首特別優美的希伯來

詩。它的優美之處，除了布局、用字、音韻之外，還有就是活潑生動的描寫，有如將圖畫畫在人的

眼前：那些穿著紅色衣服，急忙奔跑的軍士…尼尼微王大聲呼喚，他的禁衛軍（貴冑）「步行絆跌，

速上城牆，預備擋牌」…王后蒙羞被擄，宮女哀鳴如鴿…，這些亞述敗亡之際的倉皇景象，藉著先

知的筆呈現在我們眼前。（那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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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涸的水池：

尼尼微是數千年的古城，有如一個龐大的蓄水池， 「自古以來充滿人民」。可是，不知誰在池底鑿

了通道，使池中的水一洩而空， 擋都擋不住：「現在居民卻都逃跑，雖有人呼喊說：站住！站住！

卻無人回顧」。尼尼微「所積蓄的無窮，華美的寶器無數」（那2:9）可是敵人一來，卻都被搶掠一

空。（那2:7-8）以上這些生動的描寫，預先道出了尼尼微傾覆之際的情景。

空虛的獅穴：

亞述人每當戰勝之後，就將所擄掠的人口和財寶帶回首都尼尼微。他們喜好獅子，也自以為是萬國之

中的獅子。尼尼微就是獅穴，公獅、母獅「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滿他的洞穴」。可是耶和華卻宣布要

與亞述為敵，以至於「刀劍也必吞滅你的少壯獅子。我必從地上除滅你所撕碎的」（那2:12-13）

「你所撕碎的」是指獅子的掠物，就是那些被亞述欺侮的弱小國家。時候將到，地上將無任何國家會

受到亞述的欺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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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的罪行

禍哉！這流人血的城，充滿謊詐和強暴，搶奪的事總不止息。鞭聲響亮，車輪轟轟，馬匹踢跳，車輛

奔騰，馬兵爭先，刀劍發光，槍矛閃爍，被殺的甚多，屍首成了大堆，屍骸無數，人碰著而跌倒，

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慣行邪術，藉淫行誘惑列國，用邪術誘惑多族。（那3:1-4）

 暴行：在人類的歷史上亞述以兇殘而著名，他們喜歡殺人，甚至將人頭砍下堆成小山。那鴻稱它為

「流人血的城，充滿謊詐和強暴，搶奪的事總不止息」。

 淫行：米所波大米亞的宗教極為邪門，且有淫行。亞述將邪惡的宗教傳到其它國家，使人遠離真神。

第三章 與神為敵者的結局



第三章 與神為敵者

Ishtar 伊絲塔：
• 米所波大米亞的宗教極為邪門，且有淫行。
• 伊絲塔是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的豐饒、愛、戰爭之女神，
• 相當於迦南人所拜的亞斯他錄。



挪亞們的前車之鑑

你豈比挪亞們強呢？挪亞們坐落在眾河之間，周圍有水；海（指尼羅河）作他的濠溝，又作他的城

牆。古實和埃及是他無窮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幫手。但他被遷移，被擄去；他的嬰孩在各

市口上也被摔死。人為他的尊貴人拈鬮；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鍊子鎖著。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並

因仇敵的緣故尋求避難所。（那3:8-9）

 輝煌古都今何在？ 挪亞捫（又稱底比斯Thebes）曾經是古埃及輝煌的首都，其榮華甚至勝過尼

尼微。當亞設巴尼伯（Ashurbanipal, 668-627 BC）作亞述王的時候，亞述的軍隊曾於 663BC攻

陷挪亞捫。挪亞捫傾覆之時，那些戰勝者「為他的尊貴人拈鬮」，看看誰可以將這些人帶回去做

奴僕（古代戰爭是極為殘酷的，一日之間王公大臣可成為奴僕）。

 彌迦說，尼尼微將要會步挪亞捫的後塵，仇敵將會來到城門口，尼尼微將被攻破，並被埋葬。

612BC巴比倫人攻下尼尼微，幾年之後亞述滅亡。尼尼微這座千年古城，後來就湮沒在荒草堆中，

再也沒有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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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與神為敵者的結局

底比斯（挪亞捫）



無法醫治的損傷

亞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覺；你的貴冑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間，無人招聚。你的損傷無法醫治；你

的傷痕極其重大。凡聽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惡誰沒有時常遭遇呢？（那3:18-19）

 你的損傷無法醫治：亞述滅亡之後，巴比倫人建立起新的帝國，亞述永遠從人類的歷史中消失了。

現在伊拉克的摩蘇爾城（Mosul），位於尼尼微舊址的對岸，中間隔了一條河。尼尼微成了荒野，

再也無人居住。

 眾人拍掌：亞述帝國滅亡了！凡聽見這個消息的都拍掌。列國受亞述的欺凌多年，無力反抗，北

國以色列也被它所滅亡。那鴻預言說，耶和華將要向亞述施報，亞述必定滅亡，列國都拍掌叫好。

當你倒大楣的時候大家都叫好，這也夠悲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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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忌邪施報的神

 神令人吃驚的一面：那鴻書告訴我們，耶和華是一位「忌邪施報的神」 （耶和華是忌邪施報的

神，耶和華施報大有忿怒；向他的敵人施報，向他的仇敵懷怒。那1:2）。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耶和華是一位報仇者，他不會放過他的敵人，他會進行報復。乍聽之下，我們可能會吃一驚：神

不是寬大仁慈的嗎？他不是要我們饒恕仇敵嗎？怎麼他自己卻要報仇呢？

 事情的考慮點：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從自己的觀點來考慮，而要從神與人的不同之處來考慮。人

只是片面公義，神卻是全然公義。我們與人為敵，不全是公義。神與人為敵，卻是全然公義。耶

和華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那1:3），所以神不會縱容罪惡。神除去「敵人」的時候，不是要為

了給自己出了一口氣，而是因為他公義的屬性，使他不得不這麼做，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後

2:13）。

那鴻書的信息



 神 take it personal：聖經用「報仇」這個字眼，表示這件事神take it personal：神不只是

一位冷眼旁觀的法官，他更是一位氣忿的原告：神被人得罪了！神被人虧欠了！現在他要向「敵

人」討回公道。每當我們犯罪，神都 take it personal。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積蓄忿怒，以致神震怒，顯出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他必

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羅2:5-6）

 我們若不肯悔改，就是為自己「積蓄忿怒」（羅2:5），將來要面對神公義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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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與神為友，不要與神為敵

 神人關係是因果關係：尼尼微人攻擊耶和華，作神的敵人（那1:2,9,11），因此之故，神就與尼

尼微人為敵（那2:13, 3:5）。猶大國投靠神，神就保護他們，做他們的保障（那1:7）。你親近

神，神就親近你（雅4:8）。我心裡若注重罪孽，主必不聽（詩66:18，賽59:2）。那鴻書說：你

若與神為敵，神就與你為敵。你若投靠神，神就保護你。

 你有選擇權：你要與神為友，還是與神為敵？選擇權在於你。神賜給人自由意志，你可以做選擇。

摩西臨死之前曾經「呼天喚地」向以色列人作見證，要他們揀選生命（申30:19）。神總是先向

你表達善意，古時候藉著眾先知，最後藉著他的獨生子（來1:1-2）來呼喚世人歸向他。對於基

督徒，神更於信主之後差遣聖靈到我們心中，引導我們走正路。你要與神為敵，還是與神為友？

尼尼微人選擇了與神為敵，結果遭到毀滅。讀完了那鴻書，我們應當可以做更智慧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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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恩待投靠他的人

 寒風中的暖意：在那鴻書這篇語氣嚴峻的審判之書當中，有一句令人感到心暖的話：「耶和華本

為善，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障，並且認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那1:7）那鴻書雖然是在講尼

尼微人，這些話卻主要是講給猶太人聽的（那1:15）。神要猶太人知道他在掌權，他將會除掉尼

尼微人，恩待那些投靠他的人。

 長久在他的恩慈裡：先知書不但講神的嚴厲，也講神的恩慈。神向那些跌倒的人是嚴厲的，向你

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裡，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羅11:22）。不要因為看到惡人

得勢就懷疑神，甚至遠離神。這時候更要相信他，投靠他，住在他的恩慈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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