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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先知的信息與工作（二）                劉梅蕾師母@ROLCC 

                         --被擄前的小先知書 
被擄前的小先知書  書中的基督 對象 

何西阿書 愛的呼喚 永恆不變的丈夫（何2:16;19） 對北國以色列 

約珥書 蝗災浩刦 祂用聖靈為我們施洗 對南國猶大 

阿摩司書 當歸向神 祂背負我們的重擔(摩 7:3,6) 對北國以色列 

俄巴底亞書 以東受審 祂是我們的拯救者 對以東 

約拿書 先知背逆 祂是偉大的宣教士 對尼尼微 

彌迦書 與神同行 祂是那腳蹤佳美的使者 對南國猶大 

拿鴻書 亞述受審 祂為我們伸冤 對尼尼微 

哈巴谷書 因信得生 祂是復興的守望者 對南國猶大 

西番雅書 神的公義 祂是全能的拯救者 對南國猶大 

 

何西阿書 

一．歷史背景(王下 14-16 章；代下 27-32 章) 

猶大國:烏西雅(亞撒利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 

北國:耶羅波安二世(約阿施的兒子) 

同期先知: 以賽亞，阿摩司 

      這時期以色列在耶羅波安的統治下，收回了以色列邊界之地，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 

      海，正值繁榮興盛之際，不記念耶和華神，反落在拜偶像的罪中，道德敗壞，政治混 

      亂，屬靈光景低落。 因此神差何西阿向以色列民宣告刑罰與審判，並發出預言以色 

      列將再蒙恢復，是神所眷愛的。  

二．作者: 何西阿是備利的兒子，其名是拯救者之意，原文字源自約書亞。 

是北國以色列的先知，工作期間超過40年以上，從烏西雅王(主前 790-739)至希西

家王(主前 715-686)。 

三．新約中的引用 

何 2:23－羅 9:25，何 6:6－太 9:13; 12:7， 何 10:8－路 23:30， 

何 11:1－太 2:15，何 13:14－林前 15:55  

四．鑰詞: 憐憫，歸回(向)，認識，醫治 

五．何西阿書中常出現的地名與名詞 

耶斯列   基比亞  吉甲 伯亞文  伯特利 亞割谷  巴力毘珥  巴力   以弗得   

六．大綱: 

(一) 何西阿與歌蔑 (1-3 章) 
＊2:19, 3:5 

(二) 耶和華與以色列(4-14 章) 
A. 憤怒以色列的罪與宣告刑罰(4:1-7:16) 
*6:1-3  

B. 神對以色列的刑罰(9:1-10:15) 



C. 神不變的愛與應許(11:1-14:9) 
*11:1,12:6,14:4-6 

 

約珥書 

一．歷史背景(王下 11-13 章；代下 23-24 章) 

本書雖未提及任何君王，但先知向祭司和伺候祭壇的人發出呼籲，顯示出約珥在作先

知時，極可能是幼王約阿施在位時期，大約是主前835年，以色列國的君王是耶

戶，當時耶何耶大是幫助約阿施攝政的大祭司，當約阿施作王時年方七歲，曾被藏在

聖殿裡六年。據史實的記載在接近主前九世記中葉之際，猶大地曾遭到空前的蝗蟲侵

襲，由這天然的災禍，也是主來的日子臨到的預兆，先知約珥呼籲百姓悔改，若悔改

國家便能得到主所應許的平安與祝福，預言到將來聖靈澆灌的日子，凡求告主明的就

必得救。 

二．作者: 約珥其名是耶和華是神, 是毘土珥的兒子，是猶大國的先知。           

三．新約中的引用: 珥 2:28-32－徒 2:16-21 

四．鑰詞: 耶和華的日子(1:15; 2:1-2,11,31; 3:14,18) 

五．主題: 主的日子來到，神的忿怒與審判要臨到，但若謙卑悔改， 

          主來的日子卻是餘民得贖的日子，要領受主應許的祝福。 

六．大綱: 耶和華的日子臨到現在與將來 

                     耶和華的日子將到 

      神的審判 ---------------------------神的憐憫 

                     悔改的呼召 

      以色列                               救贖的應許 

      四圍的列國                         豐收的祝福 

      萬民                                  許賜聖靈 

 

一. 主的日子臨到的現狀(1:1-2:20) 
A. 蝗災的景況 

           地土荒涼，牲畜困苦，地震天動，日月昏暗； 

           星宿無光，糧食斷絕，歡樂止息      

B. 悔改的呼召 *2:12, 15 
C. 神的憐憫與應許 (2:18-32)      
 二．主的日子臨到的將來 

A. 應許賜聖靈 (春雨，秋雨) 
B. 主的審判臨到                 
C. 祝福臨到猶大(被擄之人歸回) 

      

 

 

 

 

 



阿摩司書  

一．歷史背景(王下 14:23-29； 代下 26) 

      猶大國: 烏西雅王(亞撒利亞),  以色列國：耶羅波安二世(約阿施的兒子)   

      當時正值國勢強時，北國收回以色列邊界之地，由哈馬口直到亞拉巴海，而南國奪 

      了些非利士地，但北國在舒適中，不記念耶和華神，反更加行神眼中的惡事。(如拜 

      偶像，行姦淫，欺壓窮人，行賄賂)，因此神差阿摩司宣告神的審判即將臨到，以色 

      列要被擄到大馬色以外(摩 5:27)，先知何西阿則指出此仇敵是亞述(何 9:3, 10:6， 

      11:5) 

二．作者: 阿摩司其名是背重擔者之意 

      是提哥亞(位於伯利恆以南6哩，耶路撒冷以南12哩)的牧人及修理桑樹者 (摩 1:1， 

      7:14-15)。  神呼召他在北國作先知。 

三．新約中的引用: 摩 9: 11-12－徒 15:16-18；摩 5:25-27－徒 7:42-43 

四．主題:神公義的審判在以色列與列國 *5:24 

五．鑰詞: 耶和華如此說 ,  刑罰, 審判 

六．大綱:  1-2   宣告神對八國的審判 

               3-6   詳論以色列的罪與審判 

7-9 五個異像的審判  
A. 蝗災 
B. 火災*因先知的代求，這災可以免去(摩 7:3,6) 
C. 準繩(神公義標準的衡量) 
D. 夏天的果子(以色列的結局到了) 
E. 主站在祭壇旁(審判臨到) 

                 9   彌賽亞祝福的應許(9:8,11-15；徒 15:14-18) 

  

俄巴底亞書 

歷史背景(參考王下 8； 代下 21) 

當時以色列王是亞哈的兒子約蘭作王, 猶大是約沙法的兒子約蘭作王     

鄰國以東人背叛猶大，因約蘭離棄耶和華他列祖的神。 

 

作者: 「俄巴底亞」 名字的意思是 「事奉耶和華」   

         主前 845年為南國猶大的先知，預言論到主前586年猶大被擄至巴比倫 

以東的歷史: 

以掃是其先祖(創 36:6-9) 

拒絕摩西帶百姓過其境(民 20:14-21) 

大衛曾征服以東，剪除了以東的男丁(王上 11:14-17 

約蘭王時以東叛變獨立(代下 21:8-11) 

巴比倫攻陷耶路撒冷時，以東趁火打劫(詩 137:7；結 25:12-14) 

大綱: 預言以東要被剪除＊21 

 

 

 



約拿書  

一. 歷史背景(王下 14章；代下25-26 章) 
根據王下 14:23-27 的記載，當時北國以色列耶羅波安二世作王，猶大國烏西雅為王

時，約拿向尼尼微傳道不久後，也是以色列的敵人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三世作王的時

期。 亞述人是非常殘暴的，而在耶戶為王時，以色列人就已向亞述進貢了。尼尼微是

亞述國的大城，充滿殘忍與邪惡，因此神差遣先知約拿去這城宣告審判的信息，促人

悔改，遠離惡行，也表明了神的愛要向全人類表明，約為主前782-753年間。 

二. 作者:約拿其名是鴿子的意思 
     是亞米太的兒子(拿 1:1，王下 14:25)，是迦特希弗人，位於西布倫, 現今的加利利， 

     與拿撒勒約三公里的路 (書 19:12-13).  

     是北國以色列的先知，同期的先知有何西阿，阿摩斯，彌迦，以賽亞  

三. 新約中的引用:拿 1:17－太 12:39-41，16:4, 路 11:29-32 
四. 鑰詞:起來(1:1,3,6; 3:2) 躲避(逃往)(1:3,10;4:2);安排(1:17; 4:6,7,8) 
五. 主題:神向全人類的憐憫 
六. 大綱: 
一. 約拿的使命與逃避(1:1-17) 

          ＊ 神安排大魚吞了約拿 

二. 約拿的禱告與悔改(2:1-10) 
 ＊神吩咐大魚將約拿吐在旱地上 

三. 約拿二次的使命與順服(3:1-10) 
四. 約拿的憤怒(4:1-11) 
＊神的安排顯明神的恩典與憐憫（蓖麻樹，蟲子，日頭，東風） 

 

拿鴻書  

一. 歷史背景(王下 21章，代下33章) 
將近一百年前，神差約拿往尼尼微去宣告神的傾覆要來了，曾帶來了悔改復興的跡

向，但如今亞述是空前的邪惡與殘暴，驕傲，欺壓，拜偶像並與神為敵，因此神要先

知拿鴻向他們宣告神的審判無可避免，最後的毀滅必然臨到，此時是猶大王瑪拿西

時，約為主前663-654年間，北國以色列已於主前722年被亞述帝國所亡 

二. 作者: 拿鴻其名為安慰之意, 是伊勒歌斯人  
三. 鑰詞:滅絕(1:9,10,12,14,15;2:13) 與你為敵(2:13;3:3:5) 
四. 主題:宣告尼尼微的毀滅  
五. 大綱: 
一. 讚美神的本性與大能(1:1-8) 
二. 宣告與預言尼尼微的毀滅(1:9-2:13) 

*1:12b-13 

 

 

 

 

 



彌迦書 

一．歷史背景(王下 18-20 章, 代下 27-32 章) 

由本書的前言得知，彌迦是與以賽亞為同期的先知，當時的亞述是提革拉毘列三世，

撒縵以色四世，撒珥根二世及西拿基立的領導下，強大顯赫。 

在約坦獨自攝政的尾聲時，面臨大馬色和以色列聯盟侵略的威脅，在亞哈斯為王時因

驚懼而亞述提革拉毘列三世求援，雖當時獲得解困，卻使猶大國成了亞述的附庸，每

年進貢亞述。而北國以色列王何細亞與埃及聯盟，欲掙脫亞述，卻遭撒縵以色的攻

擊，圍困撒瑪利亞。而希西家王時，因敬畏耶和華，不肯事奉亞述，而再遭亞述的攻

擊。然而百姓在道德與宗教上也非常低落，因此先知彌迦奉神差遣向猶大發出警語，

神所要的乃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二．作者:  

      彌迦其名是誰能像耶和華？是摩利沙人亦即摩利設迦特人(彌 1:14) 

      是南國猶大的先知，歷經約坦，亞哈斯，希西家王朝， 與以賽亞是同期的先知。  

三．舊約中的引用 

耶 26:18－彌 3:12 

四．新約中的引用 

彌 5:2－太 2:5-6； 彌 7:6－太 10:35-36  

五．彌迦的預言 

針對以色列的:彌 1:6-7  主前 722年撒瑪利亞淪陷 

                彌 1:9-16 西拿基立入侵猶大 

                彌 3:12；7:13 主前 586年耶路撒冷的淪陷與聖殿被毀 

                彌 4:10   被擄巴比倫 

                彌 4:1-8,13; 7:11, 14-17 以色列將來的情景 

彌賽亞與其國度: 彌 5:2    彌賽亞君王降生伯利恆 

                彌 4:1-8  彌賽亞的國度(賽 2:2-5)    

六．主題: 有何神像你？(7:18-20) 

七．鑰詞: 罪，罪孽(1:5,13; 2:1,6:7,7:18,19) 

              餘剩的人(2:12, 4:7, 5:7,8,7:18) 

              錫安的兒女(1:13; 4:10,13) 

八．大綱: 1-2 章  以色列與猶大受審的宣告(撒瑪利亞與耶路撒冷) 

                        *餘剩之人的救贖(2:12-13) 

              3-5 章  耶路撒冷的毀滅與彌賽亞國度的建立 

                        *4:1-2, 6-8, 5:1-5 

              6-7 章  耶和華與百姓的爭辯與應許的福 

                        *7:7-9, 18-20 

 

 

 

 

 



哈巴谷書 

一. 歷史背景(王下 24章；代下36章) 
約雅敬王年間，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主前605年迦基米施戰役中，打敗埃及王尼

哥，聲威大振，重建巴比倫為世界一強，史稱新巴比倫帝國，聖經中亦稱為迦勒底。

約雅敬曾服事他三年，然後違背耶利米的忠告，背叛巴比倫王，蹧迦勒底軍隊入侵被

殺，其子何約雅斤作王三個月就投降了。十年後整個耶路撒冷何猶大都被擄，應驗了

神藉先知所説的。然而哈巴谷對神所啟示的審判困惑，為何公義與聖潔的神，要用一

個暴戾，兇猛的迦勒底成為神審判的工具。 

二. 作者: 其名是懷抱的意思, 由哈 3:19 推測可能是在聖殿中用音樂事奉的利未人 
            與耶利米 、西番雅是同期的。 

三. 哈巴谷書中的基督:是復興的守望者+ 
四. 鑰詞: 為何？(1:3,13,14) 有禍了(2:9,12,15) 信心(2:4) 
五. 新約中的引用: 哈 2:4-羅 1:17; 加 3:11 
六. 主題:由困惑到讚美  
七. 大綱 
一. 先知的困惑(1:1-17＊為何神要用迦勒底人？ 
二. 神的回答(2:1-20) 
＊義人因信得生 

三. 哈巴谷的禱告(3:1-19) 
＊求復興（3:2）  ＊歡欣歌頌（3:17-19 ） 

 

西番雅書 

一. 歷史背景(王下 22-23 章，代下 34-35 章) 
瑪拿西死後，其子亞捫繼位，也與他父親一樣，行一切耶和華眼中的惡，只作王兩

年，即被臣僕所殺，由其子約西亞接續作王，那時年僅八歲。當時的猶大國因瑪拿西

及亞捫的惡行，全國陷在靈性的癱患中，道德極其的敗壞，離神審判的日子，越來越

近，雖然約西亞王十八年時，曾轍底的施行宗教改革，一心歸向神。然而神差派先知

西番雅去宣佈”耶和華的日子”就要來到， 是一個恐怖的日子，神要審判罪惡，傾倒

祂的忿怒在一切拜偶像及邪惡的人身上，一切被造的，人類和獸類，猶太人和外邦

人，然而先知也給那剩下的”困苦貧寒的民”帶來好消息，那謙卑倚靠神的餘民要等

候以色列復興的日子，進入神的國度。 

二. 作者:西番雅其名是神隱藏或保守之意。是猶大王希西家的玄孫，是擁有王族血統的後
裔(1:1) 很可能是約西亞王宗教復興時的促成者。 是與耶利米、那鴻為同期的先知。 

三. 主題:神忿怒中的拯救、大能、 
四. 鑰詞:耶和華的日子(1:7,9-10,14-15,18,2:2,3:8,11) 
            耶和華在你中間(3:5,12,15,17)             

五. 大綱: 
一．宣告耶和華的日子臨近(1:1-18)    

二．列國受審的日子(2:4-15) 

三．刑罰與復興(3:1-20) 

*餘民的復興(3:9-10, 1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