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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IIM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IIIM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创建于 1997 年，是一个非营利的基督教机构，致

力于“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的使命。 为要满足当今全球不

断增长的基督徒领袖培训的需要，我们制作和发行了这套纯正的、基于圣

经的神学教程，主要面向那些没有可能通过其它渠道接触培训材料的基督

徒领袖。通过建立捐赈网络，IIIM 已经有了一套低成本培训全球基督教

传道人和领袖的方法，采用方便使用的多媒体神学教程，现已有五种语言

（英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和阿拉伯文）。所有的课程都是在本机构

写作，设计和制作，其形式和质量上与本机构于 2009 年美国历史频道

(History Channel©)在使用动画和教育专项上获得杰出视频“泰利奖”的

两个作品十分类似。我们的材料采用多种渠道传递，包括 DVD，文字印

刷，网络视频，卫星电视，电台和电视。 

有关于本事工更多的信息，及其如何参与在其中，敬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thirdmil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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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我有好一些朋友决定要在一年之内把圣经读过一遍。可是他们经常对我说：

“理祺，当我开始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就好象迷失在一个黑暗的大森林里面那

样。的确，我们很多时候也有同样的感受。当我们以为我们开始明白先知书的时

候，我们却很快发现其实我们是在漫无目的地徘徊，原因是由于我们不熟悉旧约先

知书的领域。 

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将要熟悉这一部分圣经的领域。所以我们称这一课为‘先

知书的文体分析’。我们在这一课里面要集中来看在旧约先知书中出现的三种不同

文体：第一种文体是历史叙述，那就是发生在先知服侍时期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第

二种文体是先知与神之间沟通的记录，那就是先知对神的祷告和赞美神的经文；第

三种文体是先知与人之间的沟通，那就是先知直接对人们所说的话。我们如果能够

了解这几种不同的文体怎样在先知书里面出现，这就会为我们提供一张寻宝地图，

而这张地图会带领我们寻找这部分圣经中有待发掘的宝藏。让我们首先看看历史叙

述文体。 
 

  

II. 历史叙述 

 

每个人都喜欢听好故事，所以我们喜欢看书和看电影。因为故事不单单传达资

讯，故事同时也唤起我们的想像力，往往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改变我们。当我们看圣

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故事或者记叙文。我们常常以为记叙文只出现

在创世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这些书卷中。可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在旧约先知书中

同样有很多记叙文。 

  在好几本旧约先知书中，历史叙述是其中最主要的文体。先知书中最主要的历

史叙述就是约拿书，因为书中从头到尾都在陈述约拿和他在尼尼微城的事工。但以

理书也是历史叙述。但以理的异象和预言都是放置在历史事件的背景里面。还有，

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这两卷书也是由历史叙述所组成的。在何西阿书、阿摩司书

和以赛亚书的好一些章节里面，在某程度上也散布了记叙文。当我们学习旧约先知

书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其中的历史叙述。许多书卷的重要部分都是由历史叙述

所构成的。 

我们要从两方面去探索历史记叙文在先知书中的角色：首先，我们要看记叙的

类型；其次，我们要看这些记叙的内容。让我们先看看在先知书里面的记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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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的类型 

旧约的预言包括了两个基本的记叙类型，那就是传记和自传。按照一般的定

义，传记是第三者的叙述，自传是第一人称的叙述。 
 

传记 

  在某些情况之下，在同一卷书中同时出现了传记和自传两种叙述。譬如在但以

理书头六章里面，但以理的一些事迹是以第三人称的传记方式记载的。在第 1 章里

面，我们看见了但以理在巴比伦接受训练。在第 2 章，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梦见了

一个大雕像，但以理为他解梦。第 3 章里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火窑的故事，第 4 章报

告了尼布甲尼撒梦见大树的故事，又记载了但以理如何解梦。然后，在第 5 章里是

伯沙撒在墙上见字的故事。第 6 章是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记载。这些章节都是以传

记形式出现的，在旧约中这都是有关先知但以理的第三人称记叙。 
 

自传 

  虽然但以理书第 1 章到第 6 章都是以传记形式写成的，可是从第 7 章到第 12

章却采取了自传的形式出现。在每一个段落的开始都有一段简介，这些章节主要是

以第一人称写成的。但以理亲自报告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第七章记载了但以理

梦见四兽。在第八章里，但以理陈述了绵羊和公山羊的异象。第九章包含了但以理

的祷告，祷告的内容是祈求神让他的子民从被掳之地归回到应许地去。第 10 章到

第 12 章记载了但以理所看见神子民的未来的异象。 

  当我们研究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会见到许多传记和自传，所以，我们必须留意观

察这两种文体。旧约的作者以记叙方式写作，这样他们就能够间接地把讯息教导给

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文体，我们就会错过先知们要传达的重要讯息。 

我们从先知书的主要部份中看过历史性记叙之后，我们现在就要问以下的问

题：“这些记载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 
 

叙述的内容 

我们发现在先知书中的记叙有四个基本的方向：第一是先知蒙召；第二是象征

行动；第三是异象记述；第四是历史背景。 
 

先知的呼召 

  先知蒙召是神差遣先知代表他说话的方式。这种纪录出现在好些关键的经文

中。譬如在以赛亚书第 6 章里面记载了神怎样呼召以赛亚。耶利米书第 1 章告诉我

们神如何呼召耶利米去代表神的恩约。同样地，在以西结书第 2 章里面，我们看到

神呼召以西结，叫他以特别的方式去事奉神。在每一段经节里，我们都看见故事或

者记叙的出现，我们见到先知们怎样在神面前谦卑，又看见神向先知们作出保证，

保证他们这是神亲自授权他们去做的事工。 

  呼召先知的记述在圣经中出现的目的，是要显示是神差派先知去遵行神的命令

的。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因为旧约中经常提及到先知是不受欢迎的、是不被接受

的。我们也必须记得，这些记述确认了是神呼召这些先知去事奉他。当我们去听旧



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thirdmill.org 

 

他赐给我们先知，第六课 -5-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先知书的文体分析  (www.thirdmill.org)  
 

约先知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听见我们不喜欢听的话、不想接受的事情，只是我们要

记得先知是神亲自呼召的仆人。 
 

象征的动作 

  先知书中的历史记叙也集中在先知象征行动上。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的发言

人以行动去象征他们事工的价值。例如，在耶利米书 13 章里面，神叫先知耶利米

去埋他的麻布腰带，直到腰带烂掉，这是为了要说明犹大的腐败。在第 19 章里，

神叫耶利米去买一个瓦瓶，并且要在长老面前把瓦瓶打破，这是要象徵将要发生在

犹大国的事。在第 32 章里，神又指示耶利米去买一块田又要保存田契，这是要象

徵神有一天要领他的子民回到应许地去。 

  耶利米书中的这些记载只是先知书许多象征行动中的几个例子。何西阿书和以

西结书中有很多这类的事件发生。在旧约里面，神的子民亲眼看见神怎样透过先知

的话去传达讯息。当我们读这些记载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我们的角度去看见神透

过先知所传达的讯息是什么。 
 

异象的报告 

除了先知的呼召和象征行动的纪录以外，在先知书中也出现了第三种历史记

叙，那就是异象的记述。异象的记述是先知描述他们亲自遇见神的经文。在阿摩司

书第 7 章 1 节到 9 节里，出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异象记述。这段经文其实是由三

个不同的异象描述组成的。第一个异象是在第 7 章 1 到 3 节里，神让阿摩司看见蝗

虫毁坏北国以色列，阿摩司对这个异象作出回应，他在第 7 章第 2 节说： 

 

“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阿摩司书第 7章 2节） 

 

阿摩司担心属神的残余子民在这一次可怕的蝗虫灾中活不下来。然后在第 3 节神的

态度改变了，决定免他们受蝗虫之灾。 

在阿摩司书第 7 章第 4 到 6 节里又出现了相似的情况，神允许阿摩司看见消耗

北国以色列土地的火和乾旱。阿摩司又再作出回应，他在阿摩司书第 7 章第 5 节中

向神呼求说： 
 

“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阿摩司书第 7章 2节） 

 

在第 6 节里，神再次改变他的决定。 

第三个异象记载在阿摩司书第 7 章第 7 到 9 里。这一次阿摩司看见神站立在一

堵墙壁上，手中拿著准绳。他在测量墙壁，看墙壁有没有歪曲，如果墙壁不直的

话，就要被拆毁。准绳象征神要个别地审判他的子民，他只会灭绝那些背叛他的

人。阿摩司对这个异象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他知道神会在残余子民中找到公义的

人，这批人要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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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书中充满了这类型的异象记述。你还一定记得在以西结书第 1 章中我们见

到神荣耀的战车宝座，你也记得先知但以理所陈述的许多异象。先知异象的记述让

我们知道预言是从上而来的。 
 

历史的背景 

除了先知的呼召、象征行动和异象的记述以外，先知书中许多历史记叙明显地

为我们提供了历史背景。这种记叙零碎地散布在先知书里面。其中一个提供历史背

景的重要例子，出现在以赛亚书第 7 章到 8 章里。这两章圣经为以赛亚书 7 章 14

节著名的预言提供了历史背景。在以赛亚书 7 章 14 节中，我们读到这些话：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第 7
章 14节） 

 

很多时候基督徒犯了个错误，我们很少注意到这段记叙的上下文，就是以赛亚书第

7 章和第 8 章中的记述，这段经文为以赛亚书的预言提供了历史背景。 

  在以赛亚书第 7 章第 1 和第 2 节中，我们知道以赛亚与亚哈斯讲话的时候，正

是亚哈斯惧怕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入侵的时候。这两个国家要求亚哈斯王与他们联

盟，对抗亚述帝国。在第 7 章第 3 至 11 节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以赛亚对亚哈斯提

出了警告。他警告亚哈斯不要惧伯这些国家，要信靠耶和华为他的拯救。可是在第

7 章第 12 节里，我们看见亚哈斯王拒绝信靠神。然后在 7 章 13 节到 8 章 18 节中解

释了以赛亚怎样斥责亚哈斯王，又宣告神要藉亚述帝国的手审判犹大。这段历史记

叙的目的，是要为以赛亚书这段预言提供历史背景。只有当我们把以赛亚的预言放

在这段历史背景中，我们才有希望正确地了解以赛亚的预言。 

  每当我们读到旧约预言中的一个记述的时候，我们要问以下的问题：这是呼召

的记叙吗？又或者是象征行动的记载呢？这是一段异象的记述呢？还是为预言铺垫

历史背景的记叙？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些经文，不然的

话，这些讯息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隐藏起来的。 

我们在先知书文体分析这一课中，看见了先知们在写作的时候包括了历史记叙

在其中。现在我们要转去研究这部分圣经的第二种主要文体类型，那就是先知与神

之间沟通的记录。 
 

III. 与上帝的沟通 

 

旧约的先知们是爱神的人，因此，他们过的是充满祷告的生活。他们也爱读圣

经，所以也学会了怎样从圣经中作祷告。我们发现旧约先知的祷告就像诗篇中向神

的祷告那样。你可以想得出来的祷告题材都出现在先知书之中。 

  为了简化讨论，我们会指出先知祷告内容的两个极端。我们首先会谈“哀歌祷

告”，然后再看“赞美祷告”。当先知与神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心完全地向神倘敞

开，把心中的哀痛和喜悦毫无保留地向神倾吐。让我们先来看先知怎样以祷告向神

表达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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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的祷告 

  很不幸的是今天许多基督徒对我们称为哀歌的祷告类型不太熟悉。哀歌是向神

表达失望、悲伤和困惑的祷告。在我们这个年代，许多基督徒认为这样的祷告是不

适当的，可是我们发现旧约先知告诉我们，这种祷告是与神同行的生活中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先知以祷告向神表达他们的困惑、失望和忧伤。哀歌文体在好多卷先知

书中出现：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和哈巴谷书都是特别有名的长篇哀歌，但是这种

祷告同时出现在好多先知书里面。哈该书是唯一没有稍稍包含与哀歌文体相以的先

知书。先知书中哀歌祷告的频率显示了这是先知事工的主要部分。 

先知们以哀歌在神面前表达他们关注的事情，因为他们正面对神子民有史以来

最可怕的时代。要考究哀歌如何在旧约先知书中出现，我们要知道先知通常哀悼两

种不同的题目：第一是神子民的罪恶；第二是神对罪的审判。要说明哀歌中这两项

关注点的最佳方式，就是去看哈巴谷书中的哀歌。哈巴谷是在巴比伦危机期间和危

机发生之前在犹大国服侍的先知。哈巴谷与神谈论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出现在第

1 章 2 到 4 节中，哈巴谷在这里哀悼以色列的罪和背叛神的行径。然后，在第 1 章

里，他哀悼神将要降下的可怕审判，那就是巴比伦的入侵。我们先来看先知如何哀

悼神子民的罪恶。 
 

百姓的罪 

在哈巴谷书开头的经节里，哈巴谷回想神子民的罪恶，并且向神呼求。在哈巴

谷书第 1 章第 2 节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 

 

“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哈巴谷书第 1章 2节） 

 

哈巴谷感到十分困惑，因为神没有听他为犹大道德情况所作的祷告。象许多其它先

知那样，哈巴谷特别关注在犹大国中所发生的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在第 1 章第 4 节

中读到这样的话： 
 

“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明显；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
倒。”（哈巴谷书第 1章 4节） 

 

哈巴谷对于神不审判他子民的罪感到十分困惑。他感到挫败和无能为力。哈巴谷书

中开头的祷告说明了先知如何向神表达他的心，这是先知们所使用的主要方式之

一。当他们看见神子民所遭受的痛苦的时候，他们所能够做的，就只有向神呼求，

又叫其他人以哀歌向神呼求。 

我们看见哈巴谷呼求神，要求神为犹大的罪的原故而降下惩罚。当我们读哈巴

谷书的时候，我们在第 1 章第 5 到 11 节中见到神怎样回应哈巴谷的祷告，神说他

将要惩罚犹大的恶行。让我们读第 1 章第 6 节： 

 

“我必兴起巴比伦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
自己的住处。”（哈巴谷书第 1章 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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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应许要应允先知的呼求，在犹大国中审判那些行不公义的人。神履行了他对哈巴

谷的回应，他让巴比伦人进行了约的审判。巴比伦征讨犹大，并且残暴地对待神的

子民。 
 

审判 

神一旦开始审判，哈巴谷再一次观察情况，更进一步地表达我们在先知书中看

见的第二种主要哀歌类型，那就是哀悼神审判的哀歌。让我们听听他怎样为遭受巴

比伦残酷地对待犹大的祷告。在哈巴谷书第 1 章 13 节里，哈巴谷说了这些话： 

 

“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著不理呢？
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哈巴谷书第 1章
13节） 

 

先知知道神子民犯了可怕的罪，可是他现在意识到巴比伦的罪比犹大的罪更大。外

邦暴君带来的痛苦和苦难驱使哈巴谷向神呼喊，表达他极深的哀伤。神对哈巴谷的

呼喊作出回应，他在 2 章 2 到 20 节中告诉哈巴谷，他有一天要惩罚巴比伦的恶

行。在 2 章 8 节里，我们读到神针对巴比伦所说的话： 

 

“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
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哈巴谷书第 2章 8节） 

 

哈巴谷哀悼神审判的严重性，他的哀声达到天上，神向他保证巴比伦必定会被毁。 

  在先知书中我们见到神的仆人向神发出哀伤的祷告，在神面前表达他们心中的

重担。我们偶尔也会发现他们哀悼外邦，目的是向以色列民保证他们的敌人必定会

被毁灭。但是，先知一般会把重担放在神面前，让神的子民知道他们的罪是多么的

严重，同时又呼召他们悔改。 

哀歌是先知与神沟通的方式之一。现在我们要去看先知书中第二种主要的祷告

类型，那就是赞美的祷告。 
 

赞美的祷告 

就如诗篇中有许多赞美神的祷告的例子，先知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与神对话。他

们赞美神，因为神赐给他们恩约的祝福。当先知看见神将要赐下的福气，他们就赞

美神。对神的赞美出现在很多先知书里面。对先知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我们要以哈巴谷书结尾的章节，就是哈巴谷对神的赞美去结束我们对哈巴谷书的观

察。 

  我们看到哈巴谷书中主要在表达先知的哀伤和神对他的哀求的回应。但是这卷

书的最后一章却由哀伤转为赞美。当神应许因为巴比伦残酷地对待神子民而要毁灭

巴比伦的时候，哈巴谷就因此向神发出极大的赞美。我们在哈巴谷书中见到怎么样

的赞美呢？在先知书中，对神的赞美有两个主要的主题。当先知以赞美荣耀神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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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们是为了神的审判和祝福而赞美他。哈巴谷书第 3 章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作

出赞美的。 
 

审判 

在哈巴谷书第 3 章第 11 和 12 节中，先知这样说： 

 

“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
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哈巴谷书第 3章 11-
12节） 

 

先知在这里以赞美荣耀神，哈巴谷赞美神审判列国、毁灭列国的大能。 

赞美审判这个主题出现在许多先知书中。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 40 章 22 节中

赞美神说：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象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
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
空。”（以赛亚书第 40章 22节） 

 

当我们读到赞美神审判的经节，我们经常感觉到怪怪的。因为现代的基督徒认为我

们只应该赞美神在地上的祝福。可是，这个世界迫害神的子民，这是事实。所以，

当神审判迫害他子民的人的时候，神的子民就应该赞美他。先知了解到这一点，所

以他们为了神的审判而赞美他。 
 

祝福 

审判和祝福的互联关系带领我们到达先知赞美的第二个焦点。先知不仅经常为

了神的审判而作出赞美，他们也为了神赐给他子民的许多祝福而赞美他。先知哈巴

谷明确地陈述了为什么他为了神审判的大能而赞美他。在哈巴谷书第 3 章 12 和 13

节中，我们读到这话： 
 

“你发愤恨通行大地，你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
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哈巴谷书第 3章 12-13节） 

 

哈巴谷看见有一天神要审判恶人，拯救以色列国，又要复兴大卫家。哈巴谷看见了

这一切，所以他为了神的审判而赞美神。 

同样的，先知以赛亚也是这样尊荣神，先知用神亲口说的话赞美他。在以赛亚

书 44 章 24 节中出现了这些话： 

 

“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
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以赛亚书第 44章 24节） 

 

然后在 44 章 26 节里，先知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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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耶和华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说：
‘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 （以赛亚书第 44章 26
节） 

 

先知不单只发出哀伤和悲痛的祷告，他们也对神献上兴奋的、奇妙的赞美。当原来

的读者读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也受到感动而赞美神。当我们听见这些赞美神的祝福

和审判的话，我们也应该与原来的读者一起向神发出赞美。 

这一课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了先知书中包含了历史记叙和先知与神沟通的记

录。现在我们要来看旧约先知书中的第三种主要文体类型，那就是先知与人的沟

通。 
 

 

IV. 与百姓的沟通 

 

我们知道先知书的文体中有历史记述和祷告，这是十分重要的，可是，这两类

文体对于神呼召先知的主要目的是没有关系的。神呼召先知作他的使者，向王和约

中的有形群体说话。由于这样，大多数先知所讲的话实际上是神向子民传达的讯

息。现在，我们必须转去看先知材料中与人的沟通这类文体。我们要把先知与人的

沟通这个研究划分成三部份：第一部份是审判的讯息；第二部份是祝福的讯息；第

三部份是混合这两项讯息的话，是介乎二个极端之间的讯息。让我们先去看旧约先

知对约中子民宣告审判讯息的方法。 
 

审判的讯息 

在最近几十年来，有研究把先知书与其他文化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这项研究

清楚地显示出旧约先知通常是按照一定的形式或方法对人讲话的。这种讲话的方式

是灵活的，又能够适用于生活在不同情况之下的人。虽然如此，恩约审判的宣告还

是有三种主要的类型：第一是审判、第二是哀歌，最后是诉讼。让我们先看审判。 
 

审判的谕令 

审判是旧约先知书中最简单的讲话类型。典型的审判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

的。第一部分是先知的指控，先知首先唤醒神的子民，指出他们的罪行。第二部分

是判刑，在判刑的讲话中，先知宣布由于神子民的罪，他们要经历怎样的约章诅

咒。有时候这两个部分的顺序会颠倒，或者先知会交替地提到这两个部份。有些情

况之下，审判预言也许会被简化，只包含指控或者判刑。可是，这样的情况不经常

发生。先知一般来说都按照指控和判刑这基本的双重形式来表达讯息。 

例如，先知阿摩司在阿摩司书第 4 章 1 到 3 节中，他对撒玛利亚宣告审判的来

临。他开始先责备撒玛利亚中富有的人和贪吃的妇女。在第 4 章第 1 节中，我们读

到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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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珊的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欺负贫寒
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阿摩司书
第 4章 1节） 

 

阿摩司在这里斥责撒玛利亚的妇女危害北国以色列中贫寒的人，指责他们没有照顾

贫寒者的需要，他们只管向他们的丈夫要吃的，以满足口腹之欲。 

紧接阿摩司书第 4 章 2 至 3 节的，是神对于不遵守神恩约责任者的审判，这在

审判预言中是常见的次序。听听阿摩司在第 4 章 2 到 3 节中所说的话： 

 

主耶和华指著自己的圣洁起誓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余
剩的钩去。你们各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
的。（阿摩司书第 4章 2-3节） 

 

总而言之，阿摩司预言撒玛利亚要被毁坏，而且这些富有的妇女要被掳去。 
 

咒诅的谕令 

  除了审判预言之外，旧约先知经常宣告约章的诅咒，他们所采取的形式一般被

称为哀歌。哀歌与审判预言非常相似，因为一般来说两者都是先提出指控，然后再

列举所判的刑罚。他们的主要分别是，哀歌经常以“哀哉”一词作为开始。 

其中一个哀歌的例子出现在以赛亚书第 5 章第 8 到 10 节。先知在那里宣告神

的子民买尽了所有贫寒者的土地，因此剥夺了他们应有的权利。先知在以赛亚书第

5 章第 8 节中表达了他的哀伤。以赛亚说“祸哉！”以赛亚将要说的不是祝福的

话，而是从神而来的诅咒，是不受人欢迎的。以赛亚的指控随著哀歌而来，那是在

第 5 章第 8 节： 

 

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以赛亚书第 5章 8节） 

 

我们要记住在摩西的日子里，神为每个家族建立了稳固的永久土地继承权。在以赛

亚的日子里，富有的犹大人违反了这个约章的法令，收购每片他们可以购买的土

地。因此，在以赛亚书第 5 章第 9 和 10 节里，先知宣告违反这约章的人要遭受的

惩罚： 
 

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
居住。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罢特酒；只结一伊法粮食。”（以赛亚书
第 5章 9-10节） 

 

我们在这里看见惩罚与罪行是相称的，就如在许多预言中所看见的那样。富有的人

收购土地，为的是寻求巩固他们的财力，但是神要确保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这类

型的哀歌经常在先知书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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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 

  除了审判预言和哀歌之外，先知也以诉讼的形式宣告约章诅咒。希伯来话

‘rib’这个字经常与这类演说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rib’这个字指的是‘争

论’或‘力争’，但是在先知书中它有另一种特别的意义。这个字所指的是法律上

的争论，是法律上的术语，又可以说是在大君王耶和华天上法庭里的法律诉讼用

语。 

我们看到先知经常有从天而来的异象，看见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很多时候他

们看见神的宝座就是法庭。因此，我们看见法律术语的出现。神在这些异象中被看

成为检察官和法官。在法庭上有证人作证，控告神子民的罪行，神的子民是被告，

是被神控诉的对象。一般来说在先知书中我们不会发现全面的诉讼，可是我们常常

看见称为修改了的诉讼。诉讼可以包含许多元素。就如我们会在法庭中看见的。先

是宣召开庭，辨认证人。然后神数说他如何以恩慈对待被告。接下来书中会出现某

种回应，有时候是先知本身会作出回应。再下来的是神的指控，最后就是判刑的阶

段。 

全面诉讼的其中一个最佳例子出现在弥迦书第 6 章 1 到 16 节里。在第 1 节中

我们听见宣召开庭的经节。神这样说： 
 

“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岗陵听你的话。”（弥迦书第 6章 1节） 
 

第 2 节是对证人说的话： 

 

“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弥迦书第 6章
2节） 

 

神对他的子民说完话以后，他就提醒法庭他是怎样恩待他的子民的。在第 3 节中，

我们读到这些话： 
 

“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
对我证明。”（弥迦书第 6章 3节） 

 

先知弥迦这个时候就代表神的子民讲话，谦卑地在第 6 节到第 8 节中对神的问题作

出回应。他在第 6 节中说：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弥迦书第 6章 6节） 
 

先知承认国民被指控的罪状，弥迦在第 8 节中总结说：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第 6章 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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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知的回应以中，我们在第 10 到 12 节中看见指控，又在第 13 到 16 节中看见判

刑的过程。先知书中与这段经文相似的诉讼，是神指控他的子民的方法之一，神然

后以审判警诫他的子民。 
 

祝福的讯息 

我们看到先知不仅仅宣告神给他子民的审判，他们也宣布神要赐福给他们。先

知基本上以两种方式宣布神赐给他子民的祝福。一方面，先知宣告神子民的敌人要

得的审判。另一方面，他们宣告直接临到神子民身上的祝福。让我们先去看神子民

敌人的审判怎样成为神子民的祝福。 
 

仇敌的审判 

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外邦国家经常困扰神的子民，神宣告赐给他子民恩典和祝

福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由他的先知去宣布在这些敌人身上要出现的审判。我们在

先知书中看见针对外邦敌人的审判预言、哀歌和诉讼。在那鸿书第 3 章第 1 节中，

我们读到有关尼尼微的话： 
 

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那鸿
书第 3章 1节） 

 

审判预言、哀歌和对外邦的诉讼包含了两重的目的，它们既宣称神要毁灭以色列的

仇敌，同时也正面地保证以色列神要释放他的子民。 
 

祝福的谕令 

除了宣告在敌人身上的审判之外，先知也宣告在神子民身上的祝福，为以色列

带来希望的话语。祝福的宣告以非常灵活的形式出现，变化繁多，可是其中一个基

本形式出现了好多次。首先出现的是引言，然后是祝福的原因。预言往往详尽地阐

述那祝福的内容。例如，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 35 章 18 到 19 节中宣布要临到利

甲族的祝福。这预言的引言在第 18 节上：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耶利米书 35章 18节） 
 

接著引言而来的是神祝福他子民的原因。在第 18 节下，我们读到这样的话： 

 

“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
咐你们的去行。”（耶利米书 35章 18节） 

 

祝福的宣告发表在 19 节中： 

 

“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 （耶利米书 35章
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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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段有名的祝福预言出现在耶利米书 31 章 31 到 34 节。神先在 31 节到 33

节宣布祝福。在耶利米书 31 章 31 节中记载了这一段话：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耶利米书第 31章 31节） 

 

先知宣告当以色列复兴的时候，神要与他们订立新约，这就是祝福。然后在耶利米

书 31 章 34 节里，我们看到祝福的原因：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耶利米书第 31
章 34节） 

 

神赦免的恩典是新约应许的基础。 
 

混合的讯息 

  我们看到先知典型的宣告包含了神的祝福和诅咒。很多时候我们在先知书中看

到称为混合讯息的宣告。混合讯息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只能去看其中几

类。我们要记住的是，混合讯息所指的有可能是神的祝福和神的咒诅。 
 

审判－救恩谕令 

  首先，我们先谈谈审判和拯救的预言，在同一段经文中，审判是对某一群体所

说的警诫的话，而祝福是对另一个群体说的，这两种宣告在同一段讯息中出现。以

赛亚书 57 章 14 到 21 节是混合讯息的好例子，当中有审判邪恶和拯救公义的讯

息。 
 

召唤人悔改 

  同时间，很多时候先知呼召人民悔改，作出审判的警告，又为悔改的人提供祝

福的应许。呼召悔改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在以赛亚书 55 章 6 到 13 节里，先知在那里

呼召神的子民从罪中回转过来。 
 

召唤人去争战 

在别的地方先知呼召听者起来作战。同样地，这些呼召混合了打胜仗和打败仗

的讯息。例如，在何西阿书第 5 章 8 到 11 节中，我们看到预备作战的呼召，准备

接受神审判的攻击。 
 

先知的争辩 

混合讯息另一个例子是预言的争论。一位先知与另一位先知进行争论。例如在

弥迦书 2 章 6 到 11 节里，先知与假先知争辩。争论同时也宣告祝福或审判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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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 

  最后先知以比喻文体宣告混合讯息。比喻可以是有关神的恩典的正面宣告，也

可以是他的审判的消极宣告。以赛亚书第 5 章 1 到 7 节是先知书中比喻的强而有力

的例子。在这里，先知以赛亚以葡萄园比作以色列。 

  在先知书中有多种混合讯息，当我们读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些

讲话有可能是恩约祝福的宣告，又可能是诅咒来临的警告。 
 

 

V. 总结 

 

  我们看见了预言文体包含了许多类型的先知宣告。除了历史背景和与神之间的

沟通以外，先知用了好多时间把神的话带给他的子民。我们强调先知书的读者要熟

悉先知书中各种各样的文体，这是非常重要的。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经常感到迷失

和茫然，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材料类型。我们在这一课中看了先

知书记述中的历史背景、先知与神之间的沟通和与人的之间的沟通。我们读先知书

的时候要在脑子里记住这些体裁，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先知的话在当时的意义，也

能够明白这些话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