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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主題 內容 教師
1 07-Mar聆聽慈愛的召喚 - 先知書研讀 大先知書概覽 Rainbow
2 14-Mar宣講慈愛的信息 - 神的顯現 以西結精選 Rainbow
3 21-Mar認定慈愛的根源 - 神的聖潔 以賽亞精選 Rosaline
4 28-Mar對照慈愛的贖價 - 彌賽亞 以賽亞精選 Rosaline
5 04-Apr效法慈愛的使者 - 以西結 以西結精選 Rainbow
6 11-Apr反省慈愛的呵責 - 耶路撒冷 耶利米精選 Anthony
7 18-Apr透析慈愛的逆轉 - 亡國被擄 耶利米哀歌 Anthony
8 25-Apr了解慈愛的應許 - 審判列國 以西結精選 Rainbow
9 02-May建立慈愛的堅城 - 耶利米 耶利米精選 Anthony

10 09-May領受慈愛的見證 - 歸回安息 以賽亞精選 Rosaline
11 16-May重拾慈愛的盼望 - 盟約更新 耶利米精選 Anthony
12 23-May實現慈愛的計劃 - 永恆的盼望 以賽亞精選 Rosaline
13 30-May承擔慈愛的使命 - 信心行動 但以理精選 Rainbow



´聽到先知，你會想起什麼？

´你認為先知是做什麼的？



第一課: 聆聽慈愛的召喚 – 先知書研讀
(1) 舊約先知的角色
(2) 文體及先知的表達手法
(3) 研讀先知書須知



舊約先知的角色
´先知是神的直接代表/喉舌

´向周圍的人，那時代的人，説出神想要藉他們說的話。

´他們要說的話不是出於自己，乃是從神領受的。

´告訴聽衆神是怎樣看他們的狀況。

´若談到將來，主要原因是要作出改變或合宜的回應。

´盟約執行的調解人 Covenant Enforcement 
Mediator
´他們的信息並非原創、並非以色列人從未聽過。只是提醒他
們與神之間存在盟約關係、以及背約的後果。



Covenant 盟約涉及什麼？
´History 歷史
´Mutual Commitment 相互承諾
´Sanctions 制裁



舊約先知的角色: 提醒以色列人這些事
´提醒以色列人他們的歷史
´提醒他們自己的承諾
´提醒他們神的懲罰和應許



舊約先知: 主要信息
´審判之信息
´盼望之信息
´先知們不但說出並思考神的信息，更會情感上經歷神
讓他們理解的情感。

´背道而馳之信息。因為他們從神的角度看事物。極具
挑戰性且通常不受歡迎。



舊約先知的角色
´先知是神的直接代表/喉舌
´盟約執行的調解人 Covenant Enforcement 

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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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及先知的表達手法
´法庭控訴 – 神是原告/檢控官;  以色列家為被告

´讓以色列家知道他們的懲罰是由於他們背約、不聽從神



法庭控訴之例子
Isa 3: 13-26

´ 13耶和華起來辯論，站著審判眾民。14耶和華必審問他
民中的長老和首領，說：吃盡葡萄園果子的就是你們；
向貧窮人所奪的都在你們家中。15主 ─ 萬軍之耶和華說：
你們為何壓制我的百姓，搓磨貧窮人的臉呢？16耶和華
又說：因為錫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項，賣弄眼目，
俏步徐行，腳下玎璫，17所以，主必使錫安的女子頭長
禿瘡；耶和華又使他們赤露下體。18到那日，主必除掉
他們華美的腳釧、髮網、月牙圈、19耳環、手鐲、蒙臉
的帕子、20華冠、足鍊、華帶、香盒、符囊、21戒指、
鼻環、22吉服、外套、雲肩、荷包、23手鏡、細麻衣、
裹頭巾、蒙身的帕子。24必有臭爛代替馨香，繩子代替
腰帶，光禿代替美髮，麻衣繫腰代替華服，烙傷代替
美容。25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陣上。
26錫安 的城門必悲傷、哀號；他必荒涼坐在地上。



文體及先知的表達手法
´法庭控訴 Lawsuit
´哀歌、悼文 Woe

´常用 “禍哉” 宣告審判，有如面對災難和舉行喪禮
´通常包括三個元素:
1. 宣告災難 Announcement of distress
2. 災難原因 Reason of distress
3. 預告厄運 Prediction of a doom



哀歌、悼文之例子
Isa 5: 8-13

´ 8禍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連地，以致不留餘地的，
只顧自己獨居境內。9我耳聞萬軍之耶和華說：必有許
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為荒涼，無人居住。10三十畝葡萄
園只出一罷特酒；一賀梅珥穀種只結一伊法糧食。11禍
哉！那些清早起來追求濃酒，留連到夜深，甚至因酒
發燒的人。12他們在筵席上彈琴，鼓瑟，擊鼓，吹笛，
飲酒，卻不顧念耶和華的作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
13所以，我的百姓因無知就被擄去；他們的尊貴人甚
是飢餓，群眾極其乾渴。



文體及先知的表達手法
´法庭控訴
´哀歌、悼文
´應許 Promise/salvation oracle

´提出日後景況、環境轉變，人能回到神面前得福

´内容主要包括醫治、復和、重建、安息

´總是充滿驚奇和驚喜，不合邏輯和意想不到的感覺



應許之例子
Ez 37

´ 2他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誰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
極其枯乾。5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
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6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
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
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10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
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

´ 21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以色列人從他們
所到的各國收取，又從四圍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本地。
22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國，有一王作
他們眾民的王。他們不再為二國，決不再分為二國；23也不
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並一切的罪過玷污自己。我卻要救
他們出離一切的住處，就是他們犯罪的地方；我要潔淨他
們，如此，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



文體及先知的表達手法
´法庭控訴
´哀歌、悼文
´應許
´戲劇 drama/sign act

´類似現代的行為藝術，配合動作、環境效果，演繹神的心意
，讓人有特别深刻的感受



戲劇之例子
´ Ez 4

´ 9你要取小麥、大麥、豆子、紅豆、小米、粗麥，裝
在一個器皿中，用以為自己做餅；要按你側臥的三百
九十日吃這餅。10你所吃的要按分兩吃，每日二十舍
客勒，按時而吃。11你喝水也要按制子，每日喝一欣
六分之一，按時而喝。12你吃這餅像吃大麥餅一樣，
要用人糞在眾人眼前燒烤。13耶和華說：以色列人在
我所趕他們到的各國中，也必這樣吃不潔淨的食物。
16他又對我說：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斷他們的
杖，就是斷絕他們的糧。他們吃餅要按分兩，憂慮而
吃；喝水也要按制子，驚惶而喝



文體及先知的表達手法
´法庭控訴
´哀歌、悼文
´應許
´戲劇

´詩詞 poetry/poetic prose 
´彩用多鍾文學技巧及象徵性用詞

´許多重要的東西都被認為適合作詩描述，讓人較易記下來



文體及先知的表達手法
´法庭控訴
´哀歌、悼文
´應許
´戲劇

´詩詞
´多鍾文體混合使用

´ 如自傳 (Isa 6:8)、歷史敍述 (Isa 36-39)、俗語 (Ez 18: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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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先知書須知
´留意歷史背景及當時處境

´760 – 460BC 是一段怎樣的時期



大先知書之歷史背景



研讀先知書須知
´留意歷史背景及當時處境
´先知的信息
´耶和華神與祂的子民之關係正處於什麼景況



研讀先知書 – 有用的問題
´先知所說的歷史情況是什麼？
´先知的話語之目的是什麼？他的意思是什麼？
´先知在譴責/稱讚誰，為什麼？
´先知的信息主要是威嚇，警告還是充滿盼望和應許？

´先知想受衆作出了什麼反應及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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