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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知的角色、使命和信息

(1)角色：祭司國度三個主要角色中(祭司

、君王、先知)最艱難的角色

(2)使命：主要使命是將人帶回到:

神的旨意 和 與 神對的關係裡

(3)信息：完全從神而來 - 無論是:

責備/警告/預言/安慰/應許



(一)先知的角色、使命和信息(續)

先知，是誰？

他們是力挽狂瀾的中流砥柱；

他們是神兒女們失迷、退後時的一盞明燈；

他們是仇敵猖狂時，神最得力的器皿；

他們經歷 神最深刻的製作；

他們也經歷 神最豐富的同在；

他們更是最能摸著 神心意，

最安慰 神的一般人。



(一)先知的角色、使命和信息(續)

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說

話的眾先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

榜樣。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

他們是有福的 (雅各書 5:10 – 11)



(二)先知真偽的基本辨別根據

(1)預言是否應驗 (申18：22)

先知託耶和華的名說話、所說的若不成就、也

無效驗、這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是那

先知擅自說的、你不要怕他。



(二)先知真偽的基本辨別根據(續)

(2)是否帶領人偏離神 (申13：1-3)

你們中間若有先知、或是作夢的起來、向你顯個
神蹟奇事、對你說、我們去隨從你素來所不認識
的別神、事奉他罷．他所顯的神蹟奇事、雖有應
驗、 你也不可聽那先知、或是那作夢之人的話、
因為這是耶和華你們的 神試驗你們、要知道你
們是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們的 神不是。



(二)先知真偽的基本辨別根據(續)

(3)是否偏離神的道(聖經) (申13：4-5)

你們要順從耶和華你們的 神、敬畏他、謹守他
的誡命、聽從他的話、事奉他、專靠他。那先
知、或是那作夢的、既用言語叛逆…耶和華你們
的 神、要勾引你離開耶和華你 神所吩咐你行
的道、你便要將他治死．這樣就把那惡從你們中

間除掉。



(二)先知真偽的基本辨別根據(續)

(4)是否憑己意，為己利而說 (結13：1-5，

申18：20，耶23：16，21，彌3：5，11)

這些先知向你們說豫言、你們不要聽他們的話．他們以

虛空教訓你們、所說的異象、乃是虛假的異象、和占卜、

並虛無的事、以及本心的詭詐、不是出於耶和華的口…我

沒有對他們說話、他們竟自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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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不供給他們喫的、他們就豫備攻擊他…

首領為賄賂行審判、祭司為雇價施訓誨、先知為銀錢行占

卜 … (彌3：5，11)



(二)先知真偽的基本辨別根據(續)

(5)先知本人的操守 (耶23：11,14,16)

連先知、帶祭司、都是褻瀆的、就是在我殿中我
也看見他們的惡…他們行姦淫、作事虛妄．又堅
固惡人的手、甚至無人回頭離開他的惡…這些先
知向你們說豫言、你們不要聽他們的話



(三)讀先知書時需掌握的幾個重點

(1) Why? - 信息的原因、對象及所處世

代的特點

(2) Who? - 先知本人及其特點

(3) What? - 中心信息

(4) How? - 信息主要的架構(分段)

(5) Then what? - 讀後心得及今日的應用



(四)先知書中預言的分類

(1)短程的：針對當時代而發的責備/警告和

安慰/應許

(2)中程的：彌賽亞的應許和聖靈降臨的應許

(3)長程的：以色列復國/復興的應許和主再來

/千年國度的應許



(五)先知書的分類

(A)按書卷大小來分

(a)大先知書 - 賽/耶/哀/結/但

(b)小先知書 - 其它先知書



(五)先知書的分類(續)

(B)按先知時代順序及國家的分類

(a)被擄前

(1)北國：約拿 阿摩司 何西阿

(2)南國：俄巴底亞 約珥 以賽亞

彌迦 那鴻 西番雅

哈巴谷 耶利米



(五)先知書的分類(續)

(B)按先知時代順序及國家的分類

(b)被擄期間:

但以理 以西結

(c)被擄歸回後:

哈該 撒迦利亞 瑪拉基



小先知書各卷中心信息

(1) 俄巴底亞書【起來！與以東爭戰】

對高傲的以東(肉體的表號)宣判其惡行及

其將受的刑罰與必亡的結局

(2) 約珥書【耶和華的日子】

呼籲背道的百姓及眾首領們在神大而可畏

的日子未到以先，儘早悔改，真心歸向

神，以重蒙恩福



大先知書各卷中心信息

(1)以賽亞書【救恩】

(2)耶利米書【公義的審判】

(3)以西結書【從荒涼到榮耀】

(4)但以理書【國度】



小先知書各卷中心信息(續)
(3) 約拿書【救恩出於耶和華】
藉著約拿的故事，叫人認識『救恩出於耶和華』

，祂不只願意萬人悔改得救，祂更願意調度萬有

來製作我們，叫愛神的人得益處

(4) 阿摩司書【你當預備迎見你的 神】
無論以色列外表如何強盛，若不儘早悔改，真

心歸向 神， 神公義的審判與刑罰必然臨到 –
先知竭力呼籲百姓當預備好自己以迎見 神



小先知書各卷中心信息(續)
(5) 何西阿書【不肯放我的愛】

藉著先知痛苦、受傷的經歷與不變的愛，
來表達神如何以堅貞不變的愛來挽回背道
、行淫的百姓

(6) 彌迦書【審判中的榮耀盼望】

在墮落、荒涼的世代中，藉著先知責備與
安慰的信息，勸民歸向信實、慈愛的神，
並與 神同行。



小先知書各卷中心信息(續)
(7) 那鴻書【耶和華是忌邪施報的 神】
耶和華雖然不輕易發怒、滿有憐憫，但也
是忌邪施報、萬不以有罪的為無罪的神，
祂必刑罰報應殘暴邪惡的亞述。

(8) 西番雅書【由審判到祝福】

因著 神的聖潔與公義，祂必審判百姓的惡

行與墮落；同樣的，也因著 神的慈愛和信

實，祂必憐憫並賜福悔改歸向 祂的百姓。



小先知書各卷中心信息(續)

(9) 哈巴谷書【義人必因信得生】

(1)神絕不容讓罪 (2) 神是有計劃、有步驟
的來執行審判 (3)義人必因信得生

(10) 哈該書【重建與復興】

先知以 神的應許和聖殿未來的榮耀來勸
勉、鼓勵灰心、怠惰的百姓，以致重建工
作得以恢復並完成。



小先知書各卷中心信息(續)
(11) 撒迦利亞書【異象與復興】
先知藉著 神的呼召及所見的異象來勸勉灰心、
怠惰的百姓恢復聖殿重建的工作，並傳遞末世預
言，以色列必復興及彌賽亞降臨的應許

(12) 瑪拉基書 【永不改變的 神】
藉著重申 神永遠的旨意和不改變的愛, 勸百姓
從一切冷淡退後中出來，悔改歸向 神, 並鼓勵
百姓們要仍然盼望彌賽亞，仰慕 神所應許的那
一位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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