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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甚麼需要「3D研經系列」？

聖經是基督徒屬靈生命的「天糧」，但不少信徒卻在「吃」這「天糧」的時候，覺得

咀嚼乏力，難以消化；如此，信徒成長受了阻礙，教會增長也同樣受影響。按今天信徒的

需要，我們希望通過適合的途徑，以至「……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

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西一28)

要讓人成為主的門徒，必須幫助他們全面認識主的話。聖經教導的目的，就是要

遵行主耶穌的大使命：「……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二十八

18-20）

「3D研經系列」教材的出版，正是針對信徒和教會的需要，提供一套活潑的、有系統

地學習全本聖經基本真理的教學工具。

二．甚麼是「3D」？

1D——Dimensions「多方位」

多媒體、雙聲道，以增強學習果效，讓學員從不同角度，透過聽、看、想，理解聖經

的教訓與知識；讓教師掌握豐富的資料，幫助教學。

1.	多媒體教學工具：影音教學DVD、文字教材	

2.	國、粵語雙聲道，簡、繁體中文字幕DVD

3.	精選有關主題背景圖片、影片，加深課題印象

4.	多元教學方式：破冰活動、資深講師解說、講義提要、經文學習、討論反思、金句背誦

2D——Depth「有深度」

聖經真理、難明經文，講授深入淺出，配以小組討論、查經題目及身體力行，使學員

對經文的了解，不停留在表面的知識層面，而是融會貫通，領受聖經中的真理，並應用在

日常生活裡。

1.	以聖經為本：主題式聖經神學，避免討論神學派別學說，但提供參考資料。

2.	運用歸納式查經法：觀察（Observation）、解釋（Interpretation）、應用（Application）	

對相關主題經文詳加查考。

3.	穿梭時空：認識聖經信息對當時讀者的影響與今日讀者的應用，兩者並重。

3D——Direction「有定向」

重要神學主題一以貫之，使學員認識神全面的啟示。

1.	新舊約聖經前後呼應：每課主題經文與金句經文引自舊約、新約，表明新舊約聖經

信息貫徹始終。

2.	以經解經：從同類聖經書卷中抽出最重要的神學主題研讀，與相關經文一併討論，使學

員理解聖經的整全信息，不至於斷章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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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脈相承：有系統地完成整套課程的學習，不單對聖經有概括的認識，更明白聖經乃出

自獨一真神的默示，其真理信息貫徹舊約、新約聖經，前後呼應。

	 本於「3D」理念，我們盼望教導聖經真理，活用於信徒生活，建造主的門徒。

三．「3D研經系列」課程包括甚麼內容？

「3D研經系列」提供十二輯系列研經課程，以DVD講解整本聖經66卷書的重要神學主

題；並配有講義本、教師本、學員本等課本。每輯課程整合同類相關書卷，都有清晰的主

題，彼此相互呼應，又可獨立使用。

每輯課程13至15課，每一課前半部分是DVD及講義提要，由資深教牧從宏觀角度講解

本課主題；後半部分藉歸納式查經法，以微觀角度查考一段與本課主題相關的經文，使學

員進一步明白主題真理及在生活中的應用。

十二輯系列課程包括：

（1）摩西五經（《認識摩西五經——生命的旅程》已出版）

（2）歷史書（上）（《認識歷史書（上）——同進應許地》已出版）

（3）歷史書（下）（《認識歷史書（下）——回歸信心路》已出版）

（4）智慧書（《認識詩歌智慧書——實踐智慧人生》已出版）

（5）大先知書（《認識大先知書——愛的迴響》已出版）

（6）小先知書（《認識小先知書——更新盼望》已出版）

（7）福音書（《認識福音書——與耶穌同行》已出版）

（8）使徒行傳及初期教會（《認識使徒行傳與初期教會——見證福音的大能》已出版）

（9）保羅書信（上）（《認識保羅書信（上）——同心堅信》已出版）

（10）保羅書信（下）（《認識保羅書信（下）——盡心事奉》已出版）

（11）普通書信

（12）啟示錄

四．誰適合使用「3D研經系列」課程？

團契、小組、主日學共同查考，或個人深入研讀，盡皆適宜；特別方便主日學老師或

查經組長備課和帶領。

本課程材料齊備，對一些缺乏系統研經教材和資深聖經教師的地區和國家尤為適合，若

善加使用，可成為師資培訓的好材料，作為各地栽培有深度的主日學/聖經教師的上佳工具。

五．如何使用「3D研經系列」作聖經教導？

1.	善用工具

教材是一種工具，善用可以事半功倍。教材需要與教師配合，好教師可發揮教材的

果效，好教材也可以輔助教師的教學技巧；教師需要了解教材的性質而善用之。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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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不僅節省教師備課的時間，也讓教師可以善用時間掌握重點，幫助學員更容易理解

及實踐真理。

2.	因人施教

教材是為普遍學員設計，為顧及大眾化的需要，難免對個別地方、群體及個人的需

要有其局限性；教師需要因人施教，了解本班/組內學員情況，針對不同狀況，靈活使用

教材。

3.	生命培育

聖經教導是生命的栽培，教材目的是要讓學員有系統地明白聖經真理，並能應用於生

活中。因此，一套完整的教材為教師提供一個教學系統，作為教導栽培、建立信徒生命的

指引與幫助，最好不要片段式或抽樣式使用。

4.	教學相長

本教材提供教師對每課主題所需最基本的資料，市面其他參考材料很多，不能盡錄。

教師使用本教材的資料外，還應研讀有關經文，並閱讀其他有關主題的參考書籍，尤其是

本教材提供的參考書，充實教學。盼望教師在備課過程中，自己收穫最多。

「3D研經系列」不只是一套教材、一個課程，它更是一個融合基督教教育的理念。我

們期望藉著這工具，能激發信徒讀經的興趣與熱情，追求認識神在聖經中所啟示的整全真

理，並活用於日常生活，在世人中成為神榮耀的美好見證，使更多人願意來認識我們獨一

的真神，接受主耶穌的救贖。願神在全地得到祂當得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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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是神的話語，從創世記到啟示錄，一脈相承，就是以神的創造及救贖計劃為本，

介紹人類得蒙救贖恩典的過程。不論是舊約或新約聖經，都是以歷史敘述為經、以先知使

徒的教導為緯，多方說明神對人的心意與應許。以色列人被召在萬民中作「祭司的國度」，

就是要有血有肉地把神子民應有的生活，在萬民面前演繹，見證神的公義、信實與慈愛。

以色列人的歷史事蹟，就是世人屬靈生命旅程的縮影和寫照。

神主動向人啟示，目的是要「使人歸正」，並且「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三16-17）。換言之，我們研讀聖經，不單為了明白字句的含義，更是要把神話語

的精義，融入日常生活，化為行動，以活出我們敬畏神、順服神的生命。

傳統的主日學教材或研經材料，多是按聖經書卷研讀。有些是逐章、逐節的精研，細

緻講解經文的字句意思，深入闡發各書卷的主題信息；有些是淺談重點的概論，介紹各書

卷的背景及主要內容；這些都對信徒明白神的話語有莫大的幫助。然而，若信徒只分別研

讀單卷書卷，容易忽略整本聖經真理的全面性與經卷之間的關係；聖經中的書卷不但在歷

史年代上有重疊之處，在內容主題方面，亦前後互相呼應。神真理的啟示漸進啟發、貫徹

始終，若信徒不能持之以恆全面研讀聖經，便可能在解經時以偏概全、斷章取義。

綜合以上這幾方面的觀察，「3D研經系列」採用了聖經神學的進路，以同類聖經書卷

中的重要主題為研讀的重心，結合相關經文進行討論，強調聖經信息的整全性，與經卷式

研讀方法互為補充。為避免信徒在綜合主題研讀時，忽略經文學習，除了以影片講解主題

外，每課程都選取一段與主題相關的經文，採用「歸納式查經法」深入研讀。目的是幫助

研經者由觀察進入理解，讓聖經的重點自然呈現；從而由理解進入實踐，讓聖經彌久常新

的真理，在信徒生活中付諸行動。雖然信徒不能在本課程內把有關聖經書卷詳細研讀，但

他們可以在了解主題重點的基礎上，在掌握「歸納式查經法」的技巧後，繼續書卷的進深

研讀。教師本中的參考資料，幫助研經者進一步理解經文背後的文化風俗和思考方法，減少

對經文的誤解。課程中提供的「破冰活動」、「影片溫習」、「身體力行」及「背誦金句」

等，是為了增加學習的趣味性和深度，可根據使用者的興趣和需求選用。

研讀聖經是信徒一生的屬靈操練。希望「3D研經系列」所提供的十二輯課程，能夠輔

助信徒在三年左右，研讀聖經一遍，認識聖經主題的系統性與連貫性，掌握基本的研經方

法，體會神整全真理的啟示，引發繼續深入研讀聖經的興趣與熱情。但願每一位使用者，

都能夠從更多角度，並更深入、更有方向地了解神的話語，成為更蒙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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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30年，芝加哥附近的柳樹溪教會（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是美國最有影

響力的教會之一，其發展的迅速令人驚訝及欽佩。想不到的是，2007年8月，這一著名教會

發表調查報告《揭示》（REVEAL）指出，教會在培育信徒上犯了嚴重的錯誤，就是一向著

重推動信徒參加各種聚會，忽略了幫助他們自己追求靈性長進，尤其是透過讀經「長大	

成人」。主任牧師夏布斯（Bill			Hybels，或譯：海波斯）表白：「我們犯了錯，忽略了：第一，

教會應幫助真心相信的基督徒知道如何自己『覓食』，讓靈命得餵養；第二，教會應早早教

導他們，不只在聚會時讀經學道，更應學會自己讀經和實踐其他屬靈的操練。」

夏牧師這番話反映：第一，信徒不能單靠參加聚會使靈性成長，教會也不該只著重	

「搞聚會」，而要讓信徒明白，個人平日的操練極其重要；第二，信徒靈性要長進，

必須讀經並進行其他的操練（如禱告、默想）；第三，教會重要的責任是教導信徒學會

如何讀經。

有助靈命長進的讀經

為何訓練信徒自己讀經如此重要？夏牧師的話清楚指出，讀經有助靈命長進。問題是，

讀經如何有助靈命長進？答案包括：

1.	讀經有助我們認識三一真神。英國司徒德（又譯：斯托德）牧師事奉神超過53年，2007年

７月最後一次公開講道時，指出信徒最要做的是像基督。怎樣可以更像祂呢？必須先認

識祂。怎樣可以認識祂？透過閱讀聖經。

2.	讀經有助我們加增對神的信心。聖經的主角是神，它記錄神的屬性和祂的作為，越讀經

越可認識神。在英國開辦孤兒院的莫勒（又譯：穆勒）先生對神大有信心，為何他能在

任何困境中仍可堅信不疑？他透過讀經認識神是可信的，他把聖經由創世記到啟示錄讀完

155遍；對神的認識不斷加深，信心也不斷加增。

3.	讀經有助我們活在神的愛中。猶大書21節上指出，信徒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第20節

和21節下，用三個子句說明怎樣達到這個目標。第一就是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透過遵守聖經的教訓去經驗與承載神的愛，不明道、不行道的人就與祂疏遠，難以感受

祂的愛。

4.	讀經有助我們減少犯罪。如詩人祈禱時自問自答：「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呢？

是要遵行你的話。」為甚麼遵行神的話可以幫助人勝過試探？因祂的話對我們有益，

讓我們知道甚麼是錯的（督責，提後三16），又該如何走回正路（使人歸正，提後	

三16）。當我們減少犯罪，自然能與神更接近，靈命也會長進。

上述四方面只是聖經於我們有益處的一部分，就拿提摩太後書三章16-17節為例：

聖經除了在督責和使人歸正使讀者得益，還在教訓（指教義）和教導人學義（幫助人不斷

受訓練）這兩方面對人有幫助，目的是叫屬神的人可以完備，徹底預備好去行各樣的善事，

即是信徒應做的事。近來，有人研究葛培理（又譯：葛理翰）能夠忠心事主六十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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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序

原因，發現是他重視靈修及屬靈的能力。他每天早上七時靈修，早餐後再次祈禱和讀經，

讀經不是為了預備講道，而是更認識及經歷他服事的上帝。

讀經是信徒的必需品，這是毫無置疑的。問題是：怎樣可以更有效地讀經呢？

有助讀經成長的工具

華人教會一向都注重讀經，但有助讀經的工具卻不多。明道社所出版的「明道研經叢

書」、「聖經精讀叢書」、「新視野釋經叢書」、「時代信息叢書」等等，都是幫助信徒

明道和行道。這些叢書是從微觀出發，研究聖經66卷的每一本每一章，較少提出宏觀的分

析，如把同性質或同類的聖經書卷放在一起研究。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出版的「3D研經系列」

填補了這一空白。我們可從下列幾組對比分析它的特點：

一．一類／一組

大部分研經書都集中研讀聖經單一書卷，如創世記註釋、啟示錄註釋，「3D研經系列」

卻以不同的類別為研究對象，如：摩西五經、大、小先知書、福音書、保羅旅行書信、保

羅監獄書信等，共12輯，讓讀者對不同類別的經文有全面的認識。

二．歸納研經／神學主題

不少研經書都著重探討每卷書每章（甚至每節）的信息，並透過歸納的過程瞭解每卷

書的內容。「3D研經系列」卻把每類書卷相關的經文一併討論，又指出每類書卷的神學主

題及信息，就如《認識摩西五經——生命的旅程》討論的主題包括：創世、罪和死亡、神

賜福、神的名字、聖潔、聖約、信心、祭司、會幕、節期、律法等。這些都是五經的重要

主題，讀者可透過它們明白五經的重點，以及瞭解這五卷書內各篇的關連。

三．左腦／右腦

華人教會以前的教導方式多偏重左腦，以文字為主，「3D研經系列」卻是左右腦兼

顧，提供了在聖地拍攝很吸引人的實景，配上美妙的音樂，有助信徒全方位學習。

四．繁體字／簡體字

「3D研經系列」的中文字幕具有這兩種字體，使用者可根據學員的需要選擇。

五．廣東話／普通話

這一系列的DVD是粵語和國語雙聲道，全世界絕大部份華人都聽得懂，在有華人居住

的地方都可使用。

這一系列還有各種優點，不在此贅述。無疑，它吻合明道社要幫助信徒明道和行道的

目的，又填補本社暫未能兼顧的出版空白。我們帶著感恩和喜樂的心向華人信徒推薦這一

系列，冀望有更多教會採用這一研經工具及主日學教材。

	 	 	 	 	 	 	 	 	 鄺炳釗博士
	 	 	 	 	 	 	 	 	 前明道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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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小先知書──更新盼望》序

《 認識小先知書 ── 更新盼望 》序

在以色列國的歷史中，神一再差派先知，啟示神的子民要持守真道，忠心跟隨神。這些

先知有不同的角色，有在宮廷中勸諫君王，也有在民中勉勵人敬畏神、謹守律法。這些先知

之中，也有多位留下著作。

我們一般稱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但以理等先知的著作為《大先知書》，又稱其他

十二位先知的著作為《小先知書》或《十二先知書》。它們稱為《小先知書》，是指這些著

作篇幅短少，而不是因為內容不重要。從著作的年日計算，十二先知所涵蓋的時間，從分裂

王國時期，直到猶大人回歸故地，完成重建聖殿、城牆，實際年日比《大先知書》更長。

《小先知書》與《大先知書》相似之處，是神藉先知責備選民的悖逆。《小先知書》斥

責選民主要的罪狀，是跟隨偶像及倚靠外邦勢力，忘記了他們列祖跟神所立的約。甚至，他

們蒙神赦免，返回應許地之後，仍然不懂得投靠神。他們的信心仍然浮淺，停留在尋求物質

好處的層面。因此，多位先知一再強調，世人的盼望，在於神的國度來臨。神的子民需要抓

緊神的應許，更新心志，努力倚靠神。

《認識小先知書——更新盼望》的內容，貫徹何西阿書到瑪拉基書。全書分成三個階段：

回轉的呼喚──重溫先知的使命與事奉精神，檢討神的子民被擄的原因。神追討他們敬

拜虛假、領袖失職、投靠列國的罪，目的是要提醒他們，不要把盼望投放在次等的事物上。

盼望的根基──說明神的主權及大能，並教導以色列家要轉回，重新把盼望栽植在耶和

華身上；專心等候神所命定，要把義人及惡分別出來的日子。以色列家歸回的人被稱為「餘

民」，可見他們是從災難、窘迫之中，得蒙保存，可以重拾盼望。

更新的力量──明白以色列民歸回故國，是救恩歷史上一個里程碑。一方面，是神掌管

君王的心，使滅亡的猶大國，得以復生。而另一方面，這更展示神與人重訂盟約的決心。神

幫助祂的子民重建盼望，等候神應許的和平君王來臨。

眾先知的見證，提醒我們，要在俗世眾多的紛亂中，認出神所賜的盼望，期待神永恆國

度實現的日子。

感謝劉少平博士擔任客席講員，為我們深入剖析小先知書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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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教師本使用說明

一．課程內容

本課程共十三課，教師本每課提供十個部分的資料，分別是「本課目的」、「破冰	

活動」、「背景導言」、「影片播放」、「影片溫習」、「講義提要」、「經文學習」、

「身體力行」、「背誦金句」及「參考資料」。

以下帶⊙者為課堂上務必呈現的部分；帶△者可根據時間或簡或略；帶*號者為學員
本內容，答案由教師本提供。

本課目的⊙*
解釋本課內容設計的方向，讓教師教導時有所依循，作為備課和檢討指標。

破冰活動△

用啟發性問題或趣味性活動引導學員進入課程中心內容。旨在引發，不重答案。教師

需在內容和時間上適當控制；也可針對學員的背景情況，重新設計適合的破冰活動。

背景導言*
提供與本課主題有關的一些背景說明，作為教師開始時的簡介。

影片播放⊙

影片藉講者的講解或旁述，以及圖片、圖表、文字等，闡明本課精義。從宏觀的角

度，綜合有關書卷經文，帶出神在這主題中的多方啟示。影片中的圖片、影像大部分在聖

地實地拍攝，力求增加真實感。

影片溫習△*
選擇影片中的內容重點，編成溫習題，教師可於播放影片前，請學員先看溫習題目，

提示觀看影片時所要注意的內容重點。若時間許可，讓學員先看一遍影片，有初步印象；

再播放一次，請學員邊看，邊填寫答案，教師本備有答案提示。

講義提要△*
提綱挈領摘錄影片講解內容，幫助教師重述課文精義並加以解釋，使學員掌握課文主

旨。教師可參考講義本，按學員吸收程度及時間長短，或詳或略，靈活運用。若課堂時間

有限，可將「影片溫習」及「講義提要」合併，撮要總結影片重點。

教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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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本

經文學習⊙*
從微觀角度，更深入明白課文主題，選用與主題有關的一段重要經文，以「歸納式研

經法」的基本步驟進行查考：

「觀察」Observation	──「經文學習」題目後以（O）註明；

「解釋」Interpretation	──「經文學習」題目後以（I）註明；

「應用」Application	──「經文學習」題目後以（A）註明。

請參閱「歸納式研經法」〔見本課程附錄二（一），29頁〕及相關書籍，首先熟練掌握這

一方法。「經文學習」可採用教師講授方式，或與學員一起討論的方式進行，但以後者

為佳，較易引發學員獨立思考及吸收。注意學員的屬靈生命與熟悉聖經程度，增減討論題

目。如學員對經文不大熟悉，可增加觀察性題目，幫助學員了解經文內容，引發學習興

趣；若學員比較資深，可多討論解釋性問題，深化對經文的理解。「經文學習」力求平

衡，既避免只偏重應用而忽略理解經文本意，也避免只注重解經而缺乏思考生活應用。

身體力行⊙*
提供行道的建議，鼓勵學員不要停留在學習知識的層面。可根據學員情況重新設計，

或與學員一起擬訂身體力行方案。若時間許可，請學員分享上一課「身體力行」的經驗；

或在整個課程結束時，與學員重溫擬訂的「身體力行」計劃，檢討進度，彼此勉勵。

由於課程內容豐富，這一部分往往被簡略帶過，學員不能掌握本課程的整全性。請在

備課時安排適當時間，討論「身體力行」的計劃，幫助學員盡力將真理活學活用。

背誦金句⊙*
鼓勵學員背誦摘自新約聖經的金句，幫助他們記憶並理解課程重點內容，也提醒他們

謹記聖經新舊約前後貫通的主題。

參考資料

提供與本課有關的輔助參考資料，讓教師對本課主題有更深的瞭解，教師可根據學員

情況，按需要選用；對課文可能引發學員疑問的問題，預先有所準備。

坊間已出版不少圖書，可做參考，未能盡錄。教師可搜集與本課主題及經文學習內容

有關的材料，作為補充。不過，須注意資料的學術性和是否適合學員的需要，避免在網上

下載不明背景與來源或沒有學術理據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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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本

二．備課建議

建議一：

以一小時的主日學課堂計算，可按下面的建議時間來進行教學（時間均以約數計算，

可按需要增減）：

「本課目的」及「破冰活動」：	 5分鐘

「背景導言」：	 3分鐘

「影片播放」：	 15分鐘

「影片溫習」：	 5分鐘

「講義提要」：	 10分鐘

「經文學習」：	 15分鐘

「身	體力行」：	 5分鐘

「背誦金句」：	 2分鐘

	 合計：60分鐘

注：如果時間有限，教師可選擇縮短或省略「講義提要」部分，而增加「經文學習」

時間；或者反之。

建議二：

如果教學時間可以在一小時以上，教師可以有如下不同選擇：

（1）根據學員程度，播放影片兩遍，以鞏固溫習的內容；

（2）增加「講義提要」時間，作為重點，詳細討論；

（3）增加「經文學習」時間，鼓勵學員自行觀察、解釋經文，並討論生活應用問題；

（4）增強「身體力行」的討論，鼓勵學員自擬行動方案，力求將所學聖經真理

活學活用；

（5）使用「參考資料」，增加學員對課文背景的知識、開闊眼界、深化理解。

建議三：

每課可分成兩部分，分兩次學習，第一部分重點放在影片播放及講義提要的講解；

第二部分重點放在經文學習及討論，以增加互動及參與，鼓勵學員身體力行，把聖經真理

活用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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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神愛不變──回應盼望的恩情

本課目的

認識耶和華對子民所存的大愛，立志堅定相信神的憐憫。

破冰活動

請學員用2分鐘時間，在白紙上，以「愛」為主題，畫出一幅圖畫。若時

間許可，請2-3位學員分享其作品所表達的意思。如果有學員甚麼都沒有畫，

也可請他/她分享「愛」是甚麼。這活動只作為引言，不須加以分析回應。

背景導言

先知書給讀者的初步印象，是充滿了神的責備和審判。只是，當我們

細味先知的話語，我們就會看見，先知一直在鼓勵百姓辨識神的恩情，並趕

快回轉。神的責備不斷持續，只因百姓頑梗不悔，屢勸不聽之故。

影片播放（13:42）

觀看本課影片，先預習「影片溫習」部分，掌握影片的內容重點。

影片溫習

填充題，請在空格處填上答案。

1.	以色列人不歡迎先知的信息，是因為驕傲。

2.	以色列人因為環境不順利	/	失望就懷疑神的愛和公義。

3.	神吩咐何西阿先知收納不忠妻子，好表明神的愛專一忠誠。

4.	神屢次差遣先知傳遞信息，表明神對人的愛是寬容忍耐的。

5.	神的本性同時包括慈愛與公義，祂按照律法跟以色列人爭辯。

講義提要

一．前言

認識那鴻先知。

二．選民悖逆

1.	以色列人不歡迎先知傳遞責備、提醒、管教的信息，是因為驕傲

（1）	認為生活上的好處，乃因自己選對了偶像而得（何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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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本

（2）	軍隊曾打勝外邦，奪回部分失去的土地（摩六13）

（3）	認為先知故意打擊百姓心志，挑起不必要的爭端

2.	以色列人因為環境不順利而灰心失望，懷疑神的愛和公義

（1）	當先知指出，百姓因離棄神而生活困苦，他們卻認為先知出言

譏諷

（2）	在困難時只懂尋求外邦勢力協助，根本沒有想到神（何五13）

（3）	先知預言神應許會賜豐盛，百姓因農作物失收和窮困而煩躁

3.	以色列人不明白神的心意

（1）	神應許的豐富，是藉著審判除去罪惡，重建祂的百姓（番三

14-15）

（2）	百姓要求神遵守承諾，卻沒想到自己需要改變

4.	神的子民悖逆、埋怨、控告神，神還是愛他們

（1）	神藉何西阿先知的婚姻，顯出神沒有放棄百姓（何三1）

（2）	神立意要救以色列脫離死亡，甘心愛他們，不再心懷怒氣（何

十三9、14）

5.	先知形容神有豐富的感情，會有喜悅，也會有憂傷

（1）	神為百姓的悔改短暫而惋惜（何六4）

（2）	神又為百姓不知悔改而詫異，哀嘆人的無知（何八5）

（3）	神不忍心百姓被滅，激發憐愛，要尋回百姓（何十一8-9）

（4）	神默然地愛世人，喜歡看到我們歡欣喜樂（番三17）

（5）	神追想昔日與以色列人的恩情，勸他們轉回（何二15，十二	

9、13）

6.	神用各種方法，表達祂對以色列人的愛眷

（1）	神如父母，嘆息子女無知、悖逆、不念親恩（何十一1-4）

（2）	先知以哀歌呼喚以色列民尋求耶和華，棄惡求善（摩五6-	

8、14-15）

三．神愛超越

1.	神的愛專一忠誠

（1）	神像眷愛妻子的丈夫，提出永恆的契約，一生廝守不改變（何

二19）

（2）	神透過何西阿收納不忠妻子的經歷，表達神忠誠不變的慈愛

（3）	神願意醫治受傷的子民，使他們存活，得以復興（何六1-2）

（4）	神沒有忘記雅各，為祂的子民發熱心，要保存他們（摩九8；珥

二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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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色列的鄰國更強盛。神卻專愛以色列，自稱與其他國家無干

（珥三4）

2.	神的愛是寬容忍耐

（1）	屢次差遣先知傳遞信息，耐心等候祂的子民醒悟自己有罪（何

五15）

（2）	清楚說明神的要求，勸百姓回頭（彌六8）

（3）	神讓先知看見異象，好提醒百姓審判將臨（摩七1-6）

（4）	聆聽先知代求，免除計劃要降的災（摩七1-6）

（5）	神耐心勸導犯錯的約拿先知（拿四9-11）

3.	神的愛廣博無邊

（1）	神對罪人無條件的接納（何一10-二1）

（2）	神也愛顧無知，不認識祂的人（拿四11）

（3）	聖殿敬拜形式化，人民道德後退，神仍是不離不棄

四．回轉尋求

1.	神的慈愛本性，不能違反神的公義

（1）	神按照律法跟以色列人爭辯，要喚醒世人沉睡的心靈（彌六1）

（2）	神吩咐先知為神爭辯，免得罪人繼續犯罪而死亡（何二2）

2.	以色列人背約卻不至死亡，只因神不變的心及守約的誠信（瑪三6；

彌七18）

3.	神仍然等候背道的子民，回轉來尋求祂（何十12，十三4；瑪四5）

4.	百姓要放下驕傲、冷漠，回應先知的話語，追求認識耶和華神，與

神同行

五．結語

新約聖經直接陳明神愛世人的心（約三16）。我們成為何等樣的人，

都是因為神的愛。

經文學習

那鴻書一章9節-二章2節

閱讀經文，討論回答問題。

* 觀察 Observation（O）、解釋 Interpretation（I）、應用 Application（A）

背景簡介：

本書乃預言尼尼微的荒涼，可知成書日期必在尼尼微淪陷之前，即在

主前614年或612年之前；換言之，本書成書時間，大約介乎主前66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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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年之間，也就是瑪拿西、亞們及約西亞作猶大王的時候。那時，正值

亞述王朝的黃金時期，在亞述班尼帕〔又名亞斯那巴（參拉四10）〕的經

營下，連埃及也在他的掌握之中（參鴻三8-10），而首府尼尼微城更是穩

如泰山。

同樣以尼尼微城為先知信息對象的約拿書，寫於耶羅波安二世在位期

間，即主前8世紀中葉。即與那鴻書寫作時期，相距約100年。尼尼微雖然

在約拿先知的警告後，曾一度回轉悔罪，但當局勢漸告穩定、戰爭又節節勝

利時，人民很容易又再忘記耶和華了。

1.	從經文所見，耶和華在向誰說話？（O）

（1）	尼尼微人（一9，二1）。

（2）	猶大人（一12、13）。

2.	先知宣告神要怎樣對待尼尼微？又要如何對待猶大？（O）

（1）	耶和華要將尼尼微滅絕淨盡（一9），他們要如乾草碎稭被火燒

盡（一10）。

（2）	耶和華更狠狠地宣告尼尼微人要無後滅絕（一14）。

（3）	至於猶大，神承認曾經使猶大受苦，但保證不會再使猶大受苦

（一12）。

（4）	神指出要使猶大家從亞述的軛下釋放出來（一13）。

3.	在一章15節，報好消息的人，宣告猶大可以守節、許願，為

甚麼這對猶大是好消息？（I）

（1）	以色列人能夠重回錫安山，重新舉行律法書上指示向神敬拜的

節期，又可按各人的情況向神許願，回復以前的敬拜生活，因

此是一好消息。

（2）	神又應許，惡人不再經過猶大。「經過」，其實就是侵略，所

以這是平安的喜訊。

（3）	以色列人能夠作上述的事情，必因亞述已被毀滅，強大的勢力

被瓦解，這對一直被欺壓的猶大人，自然是大好消息。

4.	這段經文是耶和華對尼尼微人說話，為甚麼又把對猶大的說

話包含其中？（O/I）

（1）	在一章12-13節，這樣的做法，表明尼尼微被剪除，是因為他們

欺壓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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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一章14-15節，是對比的手法。我們看見尼尼微人所敬拜的

各種偶像，都不能拯救他們。這裡「鄙陋」一詞，表示沒有存

在價值，快將成為過去。相對而言，猶大人可以恢復他們的節

期，可見他們所信的神才是真實。

（3）	另一個對比，是一章15節與二章1節之間。當猶大人得聽平安

的訊息時，神卻提醒尼尼微人要預備作戰，面對打碎邦國的強

敵。尼尼微要醒悟，她本來轄制猶大，現在不僅失去制肘猶大

的能力，而且自身難保，不知能否保護自己。

（4）	這個安排，使人想起約拿先知，他也曾向尼尼微宣講神的審

判。因為當時的亞述王願意謙卑悔改，國家得以保存。現在，

再有以色列的先知論到尼尼微，可見他們仍有機會脫離懲罰。

神不但愛護猶大，也願意接納尼尼微的回轉。

5.	按聖經原來的文字，二章2節是以「因為」作開始；這樣，

我們對耶和華勸尼尼微人備戰，並祂要「復興雅各的榮華」，

當如何理解？（I）

（1）	耶和華在勸尼尼微人備戰的時候，提到將要復興雅各的榮華	

（二2）。這是與一章13節呼應，顯示神要為猶大來與尼尼微

爭戰，從她的壓制下釋放猶大。

（2）	這也顯明耶和華神的超越。雅各（即猶大）及以色列的榮華，

都掌握在神的手中；雖然敵人（包括尼尼微）曾使他們失去榮

華，但現在神要重新將榮華賜予他們。

（3）	對尼尼微人而言，這也是一個提醒。因為他們面對人間的軍

隊，雖然出色（鴻三8，他們曾搗破埃及的古都挪亞們，挪亞們

又名底比斯），卻不能勝過永恆的主耶和華（參鴻二3-7，看神

的軍隊與亞述軍隊的對比）。

6.	其實，猶大在那鴻書中，並沒有任何主動的角色，為甚麼她

卻在神審判尼尼微的過程中受惠（參一2-7）？（I）

（1）	先知宣告尼尼微的罪行及審判，乃是基於神的屬性——恨惡罪

惡、秉行公義，祂不會以有罪的為無罪。

（2）	耶和華憐憫受欺壓的人，更會作自己百姓的保障。

（3）	以色列家曾與神立約，是投靠神的人。人若攻擊以色列，就是

攻擊耶和華（一11）。

（4）	神曾容許亞述攻擊以色列（參賽七17）；但是，亞述得到以色

列後，又來進攻猶大（參賽三十六1）。所以，那鴻書一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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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中，那圖謀邪惡，攻擊耶和華的，就是亞述的王（甚至有學

者認定是西拿基立）。

（5）	當然，神可以單單懲治亞述，而不復興猶大，但神憐愛以色列

及猶大被敵人搶掠至「空虛」的苦況，所以為她們伸張公義	

（二2）。

7.	那鴻書的信息，對我們今天有甚麼提醒？（A）

（1）	亞述因為國勢強盛，人數眾多而自恃，看不見自己的罪，以至

受罰。屬靈的驕傲往往叫我們盲目。學員可分享其屬靈危機

感，可如何強化之。

（2）	求神幫助我們，不要在有天災人禍時，才懂得反省回轉，應時

刻警醒，等候主來。

（3）	我們若如猶大般落在患難或被欺壓的景況中，可以從那鴻書中

尋得盼望，放心投靠為我們作保障的神。

身體力行

試在未來每天的私禱中，細心思想當天神在你生命中彰顯的愛，為此獻

上感恩。

背誦金句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

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

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八38-39）

參考資料

一．那鴻書簡介

1.	 寫作背景

本書作者為伊勒歌斯人那鴻。那鴻一名，其含義為「安慰」，而本

書主題之一，恰如作者之名，就是安慰飽受亞述侵略凌辱的猶太人。新

約耶穌家譜中所記載的拿鴻（路三25，此字於原文與先知那鴻同名），

大概不是先知本人。

先知那鴻的出身地伊勒歌斯，今天無從稽考；有可能是新約時代的迦

百農（其名意為「那鴻之村」），但也可能是猶大國（南國）的一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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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書寫於猶大國獨存的時期，其信息也是針對猶大國的人（見一15）。

有關成書日期，三章8節提供寶貴的資料。那鴻著書之時，挪亞們

（即底比斯）已經淪陷了，因此先知能引以為例。挪亞們是當時埃及南

部的首都，是膜拜亞們神的中心。根據發掘出來的亞述碑文，挪亞們是

被亞述王亞述班尼帕所攻陷，時為主前664年或663年。而本書乃預言

尼尼微的荒涼，可知成書日期必在尼尼微淪陷之前，也即在主前614年

或612年之前。換而言之，本書成書時間，大約介乎主前664年至612

年之間，也就是瑪拿西、亞們及約西亞作猶大王的時候。

那時，正值亞述王朝的黃金時期，在亞述班尼帕的經營下，連埃

及也在她的掌握之中（參三8-10），而首府尼尼微城更是穩如泰山。

尼尼微城一名可指城本身，或泛指與他城連合而成的大城（參創十

10-12），希伯來人常以尼尼微城來稱呼後者。城分內外兩層，內城

長約13公里（8英里），而外城則長約48公里（30英里），共有五層

城牆，牆高30米（100英尺），闊16米（50英尺），城樓則高60米

（200英尺），還有三層護城河。就在這個時候，先知那鴻卻敲響亞述

的喪鐘，宣告尼尼微城的毀滅。當時的人，誰會料到，如此強大的亞述

帝國，竟在亞述班尼帕死後十多年，就化為烏有，消失於歷史之中，而

尼尼微也一直荒涼，成為歷史廢墟，供人憑弔。

2.	 主題特色

那鴻被稱為敲響尼尼微喪鐘的先知，肯定地宣告強暴者的厄運，

並從三方面來描述。

（1）神的屬性：尼尼微的毀滅，跟神的屬性有關。因神忌邪施報，秉

公行義，凡是作姦犯科的，神必定追究；而且神大有能力，作惡的

難逃劫運，必要服在神的刑罰下。然而神卻明察秋毫，認得投靠祂

的人，作他們的避難所。

（2）尼尼微的罪惡：尼尼微之所以危在旦夕，全因她已惡貫滿盈。亞

述人以殘忍著名，崇尚武力強權，加上他們陰險狡猾，言而無

信，進行不少無恥的商業貿易；如此行徑，簡直與神為敵，漠視

神的公義審判，所以，亞述的首府尼尼微城變成荒場廢墟，乃罪

有應得。

（3）安慰受苦者：神傾覆尼尼微，一方面是秉公行義的審判，另一方

面卻安慰了受苦的猶太人，表明神並沒有忘記祂的百姓，那些迫

害神子民的，神必與他們為敵。

〔節自：《聖經——串珠．註釋本》（增訂版），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00年，13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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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鴻書大綱

1.	 尼尼微受刑的宣判（一1-15）

（1）引言（一1）

（2）審判者──耶和華（一2-8）

（3）判決──尼尼微要滅絕（一9-15）

2.	 尼尼微受刑的情景（二1-13）

（1）遭圍攻（二1-7）

（2）被劫掠（二8-9）

（3）成廢墟（二10-13）

3.	 尼尼微受刑的原因（三1-19）

（1）惡貫滿盈（三1-7）

（2）史有前例（三8-10）

（3）劫運難逃（三11-17）

（4）萬劫不復（三18-19）

〔節自：《聖經——串珠．註釋本》（增訂版），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00年，1341頁〕

三．那鴻書概覽

請參閱本課程附錄三（八），31頁

四．先知對尼尼微城宣告的比較

比對約拿書與那鴻書，兩者對尼尼微的警告及後果，其結局截然不同。

究其原因，可能當時環境不同：約拿時期，亞述正處於國家低落時

期，面臨不少天災人禍，因而聽到先知的警告而懼怕。然而，在那鴻時期，

亞述正國勢強大，以為可獨霸天下，當然不用理會先知的警告！

兩個時期的亞述，他們的罪並沒有改變，只有變本加厲；不同的是，

在那鴻先知時期，他們驕傲自恃，沒有悔改，以致最終落在神的審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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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先知預言看古代戰爭及尼尼微敗亡的情景

六．亞述

亞述可指一個地方、一個人物、一個神祇或一個國家。

1.	 地名。創世記十章11節記述：「他（寧錄）從那地出來往亞述去，

建造尼尼微。」亞述地即泛指底格里斯河西之地，寧錄在那裏建了

4座城：尼尼微、利河伯、迦拉、利鮮。

2.	 人名。閃的兒子（創十22；代上一17）。一說以為亞述實無其

人，而是亞述民族的化身。然而，與亞述之名並列的其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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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實指其人（如亞法撒，創十24，十一12），那麼亞述也不當例

外。若然，則亞述必為亞述城的創建者。城建成之後，以創建者之

名稱之，這在古代是司空見慣的。城的守護神和城的居民，也都因

城而得名了。

3.	 神名。亞述城的守護神。

4.	 城名。底格里斯河西的一座古城，可追溯至主前2500年左右。亞述

規模很小（僅巴比倫城或尼尼微城的1/10），卻是以後興起的亞述

帝國的發源地和故都。

	 	 亞述與卡內喜（在今土耳其境內）早通貿易，於主前二千年

代已是一繁榮城市。至舊亞述帝國閃施亞達（主前1813-1781）治

下而達於鼎盛。其時，閃施哈達的統治已遍及米所波大米以北的大

部分地區，馬里也在其轄下。然而，不久亞述帝國便為巴比倫的漢

模拉比（主前1792-1750）所滅，自此亞述城也消聲匿跡於史料。

至主前二千年代末，亞述再起而復稱霸於近東時，其國都已遷往新

址。不過亞述仍是聖城，國神亞述猶祀於此。

	 	 人們數百年尋找亞述確址，皆勞而無功。及至十九世紀，經

多方考證而終於確定今伊拉克的卡拉謝加特，即為當年亞述帝國舊

都。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人曾在該址有數年的考古發掘。有一

規模可觀的阿努亞達神廟出土，兩座雄偉的廟塔至今猶屹立其處。

另有一座王宮和數幢建築也一併出土；一批極珍貴的古文獻也從亞

述故址重見天日，其中有巴比倫創世史詩的亞述版本和亞述法典的

片斷。

5.	 亞述帝國，其民稱亞述人。這古老帝國曾是恐怖和殘暴的象

徵，300年來使近東之地人人談虎色變。米所波大米北部，底格里

斯河西岸的小城亞述（今伊拉克境內）原為亞述人的發源地，其主

神太陽神亞述即祀於此，帝國也因其故城而得名。亞述源出亞甲

語，聖經英譯本有多個拼法；中譯本則一概譯作「亞述」（創二14

，十11；拉四2；詩八十三8）。

亞述原是米所波大米北部一個小區域，即底格里斯及其支流扎卜

兩河形成的三角洲上一片小土地；但亞述人後來控制北敘利亞，直達地

中海；整個米河波大米沃原，從巴比倫全地，直至波斯灣，都在其轄

下。這便是亞述帝國鼎盛時的粗略疆域。

〔節自：陳惠榮主編《證主聖經百科全書（I）》，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04年，64-

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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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亞述王班尼帕〔又名亞斯那巴（參拉四10）〕

以撒哈頓之幼子，主前669至633年為亞述王。他在位期間，南國猶

大已易3朝，即瑪拿西（主前686-641）、亞們（主前642-640）、約西亞

（主前640-609）；北國以色列則早在主前722年，都城撒瑪利亞淪於亞

述王撒珥根二世（主前721-705）之手後，就成了亞述的藩屬之國。

亞述班尼帕在位期間，連年征戰，為保國土平靖、完整。巴比

倫、波斯、敘利亞和埃及各藩屬常蠢蠢欲動。其兄素懷異志，內戰或一

觸即發，加上邊境衝突接連不斷；這種形勢迫使亞述班尼帕不得不窮畢

生之力，動用全國的人力、物力來箝制、安撫、鎮壓此起彼伏的內外動

亂，幾乎無力兼顧他甚感興趣的文化建設。

至今我們所知的關於米所波大米的文化，如歷史、宗教、神話

等，都是來自楔形文獻；這些文獻的蒐集和保存之功，則主要當歸於亞

述班尼帕。他在國都尼尼微修建了極具規模的圖書館，把凡能蒐集到的

銘文雕繪都藏在其中。百年前經考古學家發掘，有大量珍貴遺物出土，

如今悉存於大英博物館，仍然影響著我們對聖經的認識。這座最古老的

出土圖書館，無疑是對亞述班尼帕最好的紀念。

亞述班尼帕顯然曾向撒瑪利亞遷入大批外民（拉四10）。每下一

城必遷徙其民，這是亞述的既定國策。以色列國亡於撒珥根二世之後，

北國的10個支派從此與外族同化，終至消失，也是亞述這政策造成的

後果。以斯拉記四章10節提及一位名叫「亞斯那巴」的亞述王，顯然

是希伯來文的音譯，根據亞述語的相對輔音，再加上外族移民名單的佐

證，便可斷定所謂亞斯那巴，即亞述班尼帕無疑了。

時至主前630年，亞述帝國衰象已顯，維持如此龐雜大國的內聚力

已漸不支，到亞述班尼帕一死，國勢便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一來亞

述子弟兵經年血戰，多已埋骨千里之外，空虛的兵力只好用外國僱傭軍

和異族俘虜來補充。戰鬥力自然大不如前；二來內有巴比倫藩王揭竿而

起，外有從亞拿多利亞（即小亞細亞的舊稱）草原蜂湧而至的遊牧部落

大舉犯道，形成內外交迫之勢；三來雖然埃及已大不如前，卻也乘機擺

脫了亞述的扼制。

總之，面對這種分崩離析的局面，再英武的君王也要束手無策，更

何況亞述班尼帕眾子個個平庸無能。不到20年，一支鬆散的聯軍包圍尼

尼微，於主前612年將一個頭號帝國的國都夷為平地。此時，亞述殘軍

尚在哈蘭作最後掙扎，然而不出數月，一支瑪代軍隊便將這最後的餘燼

也撲滅了。亞述施於別國的殘暴，如今身受其害，這大帝國終於傾覆。

亞述帝國的垮臺給予彈丸小國猶大以復興的機遇。一些學者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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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班尼帕去世之年，為約西亞王在位第八年（參代下三十四3-7）。

由於亞述的轄制日鬆，猶大可享有更大的獨立自主。年尚弱冠的約西

亞，便成功地發起並完成了猶大歷史上一次最全面而徹底的靈性復興和

政治改革（代下三十四8-33）。

〔節自：陳惠榮主編《證主聖經百科全書（I）》，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04年，68-

69頁〕

八．本課輔讀

1.	胡維華著《天道聖經註釋——彌迦書、那鴻書》，香港，天道書

樓，2012年

2.	劉志雄著《那鴻書——耶和華的忿怒》，香港，道聲出版社，2010	年

3.	貝克著，潘秋松譯《丁道爾舊約註釋——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

書》，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1998年

4.	唐佑之著《十二先知書註釋（三）——西番雅、那鴻書、哈巴谷書、

俄巴底亞書、約拿書、約珥書》，香港，天道書樓，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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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神愛不變──回應盼望的恩情

本課目的

認識耶和華對子民所存的大愛，立志堅定相信神的憐憫。

背景導言

先知書給讀者的初步印象，是充滿了神的責備和審判。只是，當我們細味先知的話語，我們

就會看見，先知一直在鼓勵百姓辨識神的恩情，並趕快回轉。神的責備不斷持續，只因百姓頑梗不

悔，屢勸不聽之故。

影片溫習

填充題，請在空格處填上答案。

1.	 以色列人不歡迎先知的信息，是因為																。

2.	 以色列人因為																												就懷疑神的愛和公義。

3.	 神吩咐何西阿先知																																，好表明神的愛專一忠誠。

4.	 神屢次差遣先知傳遞信息，表明神對人的愛是																											的。

5.	 神的本性同時包括慈愛與公義，祂按照																跟以色列人爭辯。

講義提要

一．前言

認識那鴻先知。

二．選民悖逆

1.	以色列人不歡迎先知傳遞責備、提醒、管教的信息，是因為驕傲

（1）	認為生活上的好處，乃因自己選對了偶像而得（何二5）

（2）	軍隊曾打勝外邦，奪回部分失去的土地（摩六13）

（3）	認為先知故意打擊百姓心志，挑起不必要的爭端

2.	以色列人因為環境不順利而灰心失望，懷疑神的愛和公義

（1）	當先知指出，百姓因離棄神而生活困苦，他們卻認為先知出言譏諷

（2）	在困難時只懂尋求外邦勢力協助，根本沒有想到神（何五13）

（3）	先知預言神應許會賜豐盛，百姓因農作物失收和窮困而煩躁

3.	以色列人不明白神的心意

（1）	神應許的豐富，是藉著審判除去罪惡，重建祂的百姓（番三14-15）

（2）	百姓要求神遵守承諾，卻沒想到自己需要改變

4.	神的子民悖逆、埋怨、控告神，神還是愛他們

（1）	神藉何西阿先知的婚姻，顯出神沒有放棄百姓（何三1）

（2）	神立意要救以色列脫離死亡，甘心愛他們，不再心懷怒氣（何十三9、14）

5.	先知形容神有豐富的感情，會有喜悅，也會有憂傷

（1）	神為百姓的悔改短暫而惋惜（何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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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又為百姓不知悔改而詫異，哀嘆人的無知（何八5）

（3）	神不忍心百姓被滅，激發憐愛，要尋回百姓（何十一8-9）

（4）	神默然地愛世人，喜歡看到我們歡欣喜樂（番三17）

（5）	神追想昔日與以色列人的恩情，勸他們轉回（何二15，十二9、13）

6.	神用各種方法，表達祂對以色列人的愛眷

（1）	神如父母，嘆息子女無知、悖逆、不念親恩（何十一1-4）

（2）	先知以哀歌呼喚以色列民尋求耶和華，棄惡求善（摩五6-8、14-15）

三．神愛超越

1.	神的愛專一忠誠

（1）	神像眷愛妻子的丈夫，提出永恆的契約，一生廝守不改變（何二19）

（2）	神透過何西阿收納不忠妻子的經歷，表達神忠誠不變的慈愛

（3）	神願意醫治受傷的子民，使他們存活，得以復興（何六1-2）

（4）	神沒有忘記雅各，為祂的子民發熱心，要保存他們（摩九8；珥二18）

（5）	以色列的鄰國更強盛。神卻專愛以色列，自稱與其他國家無干（珥三4）

2.	神的愛是寬容忍耐

（1）	屢次差遣先知傳遞信息，耐心等候祂的子民醒悟自己有罪（何五15）

（2）	清楚說明神的要求，勸百姓回頭（彌六8）

（3）	神讓先知看見異象，好提醒百姓審判將臨（摩七1-6）

（4）	聆聽先知代求，免除計劃要降的災（摩七1-6）

（5）	神耐心勸導犯錯的約拿先知（拿四9-11）

3.	神的愛廣博無邊

（1）	神對罪人無條件的接納（何一10-二1）

（2）	神也愛顧無知，不認識祂的人（拿四11）

（3）	聖殿敬拜形式化，人民道德後退，神仍是不離不棄

四．回轉尋求

1.	神的慈愛本性，不能違反神的公義

（1）	神按照律法跟以色列人爭辯，要喚醒世人沉睡的心靈（彌六1）

（2）	神吩咐先知為神爭辯，免得罪人繼續犯罪而死亡（何二2）

2.	以色列人背約卻不至死亡，只因神不變的心及守約的誠信（瑪三6；彌七18）

3.	神仍然等候背道的子民，回轉來尋求祂（何十12，十三4；瑪四5）

4.	百姓要放下驕傲、冷漠，回應先知的話語，追求認識耶和華神，與神同行

五．結語

新約聖經直接陳明神愛世人的心（約三16）。我們成為何等樣的人，都是因為神的愛。

經文學習

那鴻書一章9節-二章2節

閱讀經文，討論回答問題。

* 觀察 Observation（O）、解釋 Interpretation（I）、應用 Applicat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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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經文所見，耶和華在向誰說話？（O）

2.	先知宣告神要怎樣對待尼尼微？又要如何對待猶大？（O）

3.	在一章15節，報好消息的人，宣告猶大可以守節、許願，為甚麼這對猶

大是好消息？（I）

4.	這段經文是耶和華對尼尼微人說話，為甚麼又把對猶大的說話包含其

中？（O/I）

5.	按聖經原來的文字，二章2節是以「因為」作開始；這樣，我們對耶和華

勸尼尼微人備戰，並祂要「復興雅各的榮華」，當如何理解？（I）

6.	其實，猶大在那鴻書中，並沒有任何主動的角色，為甚麼她卻在神審判

尼尼微的過程中受惠（參一2-7）？（I）

7.	那鴻書的信息，對我們今天有甚麼提醒？（A）

身體力行

試在未來每天的私禱中，細心思想當天神在你生命中彰顯的愛，為此獻上感恩。

背誦金句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

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

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八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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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區應毓（區）、劉少平（劉），旁述：陳燕薇（陳）

一．前言

陳：那鴻先知是伊勒歌斯人，名字的意思是「安慰」。他宣告尼尼微城的傾覆，安慰受亞

述壓制的猶大人。

二．選民悖逆

區：在以色列的歷史中，先知傳遞的信息，主要是責備、提醒、管教的言詞，通常以色列

人不會歡迎他們。這是因為人民的驕傲，自以為是，特別是生活順利的時候，先知的

提醒是聽不進去的（何五4-5）。

陳：他們以為生活上的好處，是來自偶像，因而認為是自己選對了偶像（何二5）。又因

為當時的君王，帶領軍隊曾經打勝外邦，奪回部分失去的土地，百姓因而驕傲（摩六

13）。甚至有人認為，先知的言語是故意打擊百姓的心志，挑起不必要的爭端。

區：如果說以色列人在生活豐富的時候，都不聽先知的話；或許，他們在困難的環境中，

就懂得轉向神。只是當先知指出，他們是因為離棄神而受責備，以致生活困苦的時

候，民眾又認為先知在譏諷他們。在神的責罰中，他們仍然只懂得尋求外邦勢力協

助，根本沒有想到神（何五13）。又當先知預言，神應許會給他們豐盛的日子，但

是，只要環境並沒有改變的時候，百姓又開始煩躁了。

陳：在瑪拉基先知的時候，聖殿的重建已經超過50年，但是哈該與撒迦利亞兩位先知預

言的「神榮耀國度」，卻始終沒有來臨；加上乾旱、農作物失收、人民窮困、敵人譏

誚，百姓就開始灰心失望，懷疑神的愛和公義。

劉：神的目的不是為了審判，神是要藉著審判來除去罪惡，重建祂的百姓。所以在經文

中，我們也可以看見，其實神要再一次把喜樂幸福賜給祂的百姓（番三14-15）。

陳：百姓一心要求神遵守承諾，實現所應許的豐富，卻沒有想到自己也需要付出或改變。

區：令人感到詫異的是，當神的子民仍然悖逆，還在埋怨、控告神的時候，神仍然坦然地

向他們說：「我還是愛你們的。」最明顯的，是神藉何西阿先知的婚姻，顯出神知道

百姓偏向別神，但神並沒有放棄他們（何三1）。神立定心意要幫助以色列，救他們

脫離死亡，而且甘心愛他們，不再向他們心懷怒氣（何十三9、14）。從先知的形容

來看，聖經表達了神是有豐富感情的，祂會喜悅，也會有憂傷的情懷。

陳：先知描寫，神多次為百姓痛心，先是因為他們的悔改短暫而惋惜（何六4）。後來，

神更為百姓不知悔改而詫異，哀嘆人的無知（何八5）。不過，因為神對以色列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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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忍心看到無知的百姓被滅，激發了神的憐愛，要尋回百姓（何十一8-9）。西

番雅先知形容，神是默然地愛世人，喜歡看到我們歡欣喜樂（番三17）。

區：因為神深愛世人，所以祂刻意不發怒，不再在怒中消滅人，反而追想昔日與以色列人

的那分恩情（何二15）。譬如說，何西阿先知一再追述，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歷

史，目的就是勸他們轉回投靠神（何十二9、13）。除了引述歷史之外，神也用各種

不同的方法，來表達祂對以色列人的愛眷。有時候，神的語氣有如父母，嘆息子女無

知、悖逆、不念親恩（何十一1-4）。也有先知以哀歌發出呼喚，一再提醒以色列民

要尋求耶和華，棄惡求善，因為兩者都是得生命的途徑（摩五6-8、14-15）。其實在

先知的信息裡，總是流露出神的深情與祂的應許，只要我們留心研讀就會發現。

三．神愛超越

區：在小先知書中，我們可以發現神的愛，最少有三個特質。第一，神的愛是專一忠誠

的。神好像眷愛妻子的丈夫，主動提出永恆的契約，願意一生廝守，不會因環境而

改變（何二19）。最能夠表達神忠誠不變的慈愛，就是先知何西阿收納他那不忠的太

太這一段經歷。

陳：神透過先知夫婦復合，表明祂仍然疼愛這將要被逐，將要飄流異邦的以色列民，並且

召回他們，與他們重新訂立永遠的盟約。

劉：神藉著何西阿告訴以色列人，罪惡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尤其是當以色列人生活在罪孽

當中，卻又不肯悔改的時候，這就帶來一個亡國滅族的審判。因為這個審判十分嚴

厲，所以神也藉著先知發出警告，甚至提供他們一條拯救的出路。因此，神藉著何西

阿的婚姻，傳達了一個神愛人，永遠愛人的道理。

陳：神又願意醫治受傷的子民，使他們存活，得以復興（何六1-2）。其他多位先知，都

分別提到神沒有忘記雅各，又為祂的子民發熱心，要保存他們（摩九8；珥二18）。

區：其實以色列只是一個小國，環繞她的國家，好像推羅、西頓、非利士等民族，都比以

色列強盛。但神卻專愛以色列，自稱與其他國家無干（珥三4）。第二，神的愛是寬

容忍耐的。神屢次差遣先知到以色列民中傳遞信息，這就是最好的明證。神願意耐心

等候祂的子民醒悟自己有罪，回轉尋求神，承認自己的罪（何五15）；又再三對百

姓懇切的呼喚，把神的要求說得清楚明白，勸他們回頭（彌六8）。神對祂子民的寬

容，也可以從神一再聆聽阿摩司先知的代求，不將祂計劃要降給子民的災臨到他們，

得以證明。

陳：神讓先知看見異象，本是讓先知提醒百姓，審判將要來臨；當先知明白之後，就馬上

代求（摩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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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先知彌迦呼籲人要悔改、認識上帝、離棄罪惡的生活，或許可以免去一場嚴厲的審

判；所以彌迦愛人的心，就是希望看見以色列人，不必遭受上帝審判的災難。因此，

彌迦呼籲百姓拋棄假冒為善的生活，過一種有神的公義、良善、慈愛的生活。

陳：歸回的日子長久了，百姓靈性又再鬆懈下來，神又差遣瑪拉基先知勸人要警醒，向神

祈求（瑪一8-9）。甚至，當先知自己犯錯，就好像約拿先知，他逃避使命的時候，

神仍然耐心勸導他（拿四9-11）。

區：從約拿先知的經歷中，我們可以歸納出神的愛的第三個特質，就是神廣博無邊的愛。

從何西阿書，我們看到神對罪人無條件的接納（何一10-二1）；甚至對那些無知，不

認識祂的人，神也愛顧，因為世人都是神所造的（拿四11）。先知活躍的年日，聖殿

的敬拜流於形式，人民的道德也隨之後退，但神對人的愛仍是不離不棄。先知責備的

話語雖然嚴厲，字裡行間總是流露出神對百姓的勉勵和愛。

四．回轉尋求

區：我們很容易認為，慈愛既是神的本性，所以神赦免人的罪是必然的事。只是我們不要

忘記，神的本性中，也有公義的一面，是不能違反的。因此，在瑪拉基書中，神是按

照律法的教導來跟以色列人爭辯。

陳：先知書中所指的爭辯，是法庭上指控、陳述罪行的用詞，本意是指證人的罪狀。神主

動與百姓爭辯，其實是為了要喚醒世人沉睡的心靈（彌六1）。神又吩咐先知為神爭

辯，原因也是為了避免罪人繼續犯罪而死亡（何二2）。

區：訂定盟約是兩方面的事。以色列人既然背約，神是沒有必要繼續守約的（瑪三6）。

因此，以色列不至死亡，完全是出於神不變的愛和守約的誠信（彌七18）。先知更提

醒我們，神仍然等候這群背離真道的子民，回轉來尋求祂。

陳：先知的話雖然包含嚴厲的責備，但是細味當中的言詞，我們就會發現先知在責備中，

仍一再提醒百姓，要尋求認識耶和華（何十12，十三4）。這是因為先知體貼神的心

意，因而願意幫助人回轉歸向神（瑪四5）。

區：因此，我們要提起精神，放下個人的驕傲、冷漠的心態，回應先知的話語，追求認識

耶和華神，與神同行。

五．結語

區：世上最多人認識的經文，大概是約翰福音三章16節，把神愛世人的心腸，直接地陳明

出來。今天，我們成為何等樣的人，都是因為神的愛；我們除了感恩之外，也要將這

一個美好的信息傳遞出去。



29

附錄二：專題文章

附錄

附錄二：專題文章

三．《小先知書》小測驗

1.  最長的一卷小先知書是：

2.  最短的一卷小先知書是：

3.  哪一卷書經常出現耶和華與百姓辯論？

4.  哪兩卷書多次提到異象？

5.  找出同時期的先知

	 亞述 巴比倫 波斯

6.  找出向相同對象發出警告的先知

發出警告的對象 先知

外邦 

以色列 

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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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十二位小先知分別指出選民犯了哪些錯誤？

（1）

（2）

（3）

8. 「耶和華的日子」是指甚麼日子？

9.  在小先知書中，神的愛有哪三個特質？

（1）

（2）

（3）

10. 在舊約聖經中，耶和華神曾多次與人立約，請列出其中的立約者。

* 編者按：可於開課第一天，讓各學員來一次小測驗，看看各人對小先知書的熟識程序。又可在最後一課，
再做一次測驗，以此了解大家讀完小先知書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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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參考圖表

附錄

圖表八：那鴻書概覽

（參 Nelson’s Complete Book of Bible Maps and Charts, Thomas Nelson Inc., USA, 1996, p.258）

附錄三：參考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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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四：參考地圖

地圖三：約拿逃往他施的地理位置

地
圖
三
：
約
拿
逃
往
他
施
的
地
理
位
置

（譯自：Nelson’s Complete Book of Bible Maps and Charts, Thomas Nelson Inc., USA, 1996,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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