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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知書讀經班 #5 

阿摩司書5-9章，俄巴底亞書1章，約拿書1章 

 

 

 

2012.2.12  王文堂牧師 



• 觀念： 

• 上主日學乃是學習神的話語，認真的程度，不  
應當低於對學業或專業上的學習。 

• 課程要求： 

1. 每次上課之前必須完成讀經進度（每週七章）。 

2. 每次上課不遲到，不早退，缺課不超過二次。 

3. 每次上課接受隨堂測驗（這是為了測驗自己讀
經的程度，考試時不看聖經，並登記成績）。 

• 祝福： 

• 願神祝福你讀經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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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 Warren Wang 

課程進度 

週 日期 上課內容 

１ 1/8 十二小先知書導論 

２ 1/15 何西阿書（二之一）：1-7章 

  1/22 張懋中教授專題講座：我是誰？神是誰？神關

我的事嗎？（適合慕道友或基督徒，請邀友參

加！） 

３ 1/29 何西阿書（二之二）：8-14章 

４ 2/5 約珥書1-3章，阿摩司書（二之一）1-4章 

５ 2/12 阿摩司書（二之二）5-9章，俄巴底亞書1章，

約拿書1章 

６ 2/19 約拿書2-4章，彌迦書（二之一）1-4章 



今日課程內容 

一、阿摩司書 5-9 章 

二、俄巴底亞書 1 章 

三、約拿書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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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摩司書 5-9 章 



阿摩司書的金句 

1. 公義如江河，摩 5:24 

•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2. 同心同行，摩 3:3 

•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 

3. 人飢渴非因無餅，摩 8:11b 

•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
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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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頌 

1. 山、風頌：摩 4:13 
• 那創山、造風、將心意指示人、使晨光變為幽暗、
腳踏在地之高處的，他的名是耶和華萬軍之神。 

2. 星、光頌：摩 5:8 
• 要尋求那造昴星和參星，使死蔭變為晨光，使白
日變為黑夜，命海水來澆在地上的，耶和華是他
的名。 

3. 天上樓閣頌：摩 9:6 
• 那在天上建造樓閣、在地上安定穹蒼、命海水澆
在地上的，耶和華是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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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書 1-9章章題 

 

1,2  列國犯罪日已久，上主一怒天下愁； 

3,4  捕鳥網羅平地起，巴珊母牛上魚鈎。 

5,6  公義江河聲滔滔， 俘虜隊中把罪消； 

7,8  準繩已直聖所廢，夏果一熟萬事了。 

9a,9b 天上樓閣地下水，造化之工何其美； 

9c,9d  大衛帳幕遮天下，基督恩典萬民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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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公義江河聲滔滔， 

•險惡的時勢，全能的神 

• 我知道你們的罪過何等多，你們的罪惡何等大！
你們苦待義人，收受賄賂，在城門口屈枉窮乏人。  
所以通達人見這樣的時勢，必靜默不言，因為時
勢真惡。 （摩5:12-13） 

• 識時務者為俊傑？阿摩司的時代國家達到空前的
富強，而社會卻達到空前的險惡。有錢有勢的人
貪婪無厭，欺壓窮人，在社會上橫行霸道，誰敢
跟他們作對誰就倒楣。當時的時勢險惡到一個程
度，「通達人」（識時務者）都「靜默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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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應當明哲保身？「社會公義」是阿摩司書
的主題。基督徒應當明哲保身（像那些通達人一
樣），還是應當伸張公義？神是公義的神，在他
的眼中，以色列人的「罪過何等多，罪惡何等
大」。基督徒不應當只顧自己，認為只要神祝福
我就萬事O.K.。基督徒應當反映出神的屬性，成
為社會上的正義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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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熊，牆上的蛇 

• 想望耶和華日子來到的有禍了！你們為何想望耶
和華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沒有光明，景況好像人
躲避獅子又遇見熊，或是進房屋以手靠牆，就被
蛇咬。（摩 5:18-19） 

• 耶和華的日子：人貴自知，特別是在神面前的自
知，有了自知才會採取正確的行動。阿摩司對於
那些「不自知的人」有非常生動的描寫：他們不
知道自己已經得罪神了，反倒「想望耶和華的日
子」。沒想到那日子卻是「黑暗沒有光明」，因
為那是耶和華審判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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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處可逃：「躲避獅子又遇見熊…進房屋以手
靠牆，就被蛇咬。」在路上遇見獅子，好不
容易逃脫了，還沒喘過氣來，只見到一隻大
熊迎面而來。拼命掙扎，終於躲入了房屋，
氣喘吁吁地以手靠牆，突然感到一陣刺痛，
一隻毒蛇正咬入手中。這些動人心魄的景象，
是先知用來警告人的：悔改吧！否則當耶和
華審判的日子來到，你將無處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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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喜悅的是甚麼？ 
• 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你們
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我卻不悅納，也不顧你們
用肥畜獻的平安祭； 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
因為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聲。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
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摩5:21-24） 

• 神不喜悅膚淺的宗教活動：若你平時做神所不喜悅
的事，卻於每個主日來唱詩讚美神，神是否會喜悅
你？當時的人宗教活動很頻繁，可是每樣活動神都
不喜歡，他們的節期、獻祭、歌聲、琴聲，神都厭
惡。因為他們雖然以口親近神，但在生活上卻遠離
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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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喜悅行公義、好憐憫：神所喜悅的是「公平如大水
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這句常為人權鬥士金恩博
士（MLK）所引用的名句，出自於阿摩司書。神所喜
悅的是我們行公義，憐憫社會中貧窮、弱勢的人們，
將神的愛分享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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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俘虜隊中把罪消； 
•從象牙床，到俘虜隊 

• 你們躺臥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
裡的牛犢；彈琴鼓瑟唱消閑的歌曲…以大碗喝酒，用上等
的油抹身，卻不為約瑟的苦難擔憂。 所以這些人必在被
擄的人中首先被擄；舒身的人荒宴之樂必消滅了。 （摩
6:4-7） 

• 沒有預備好的人：阿摩司書的描寫非常生動，將許多景
象活畫在你的眼前：躲避獅子遇見熊，公平如大水滾滾，
象牙床上的人變為俘虜…。 

• 耶羅波安二世一死，國勢急轉直下，以色列於722 B.C.被
亞述所滅亡，人民被擄走。那些為富不仁的人們高枕無
憂，正在享受著豪宅美食，沒想到敵人突然來到，殘忍
而蠻橫地將他們擄走。他們完全沒有心理預備，他們真
的以為只要做好宗教活動，神就會祝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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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罪必罰的神：無可避免的，讀先知書會使人看到
神嚴厲的一面。因為先知的任務就是傳遞神的信
息 ，為的是要挽回那些犯罪的人，使他們「求善，
不要求惡，就必存活」（摩5:14）。當時的以色列
人不聽先知的話，繼續犯罪，於是神追討以色列人
的罪，使他們以被殺、被擄來消罪。 

• 活在神的恩慈中：神對我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
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耶29:11）。在審判
之前，神會給我們許多悔改的機會，盼望我們早日
回頭，歸向神，活在他的恩慈中。不要執迷不悟，
以至於必須面對神嚴厲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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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準繩已直聖所廢， 

•五個審判的異象 
• 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牆是按準繩建築的，主手拿準
繩站在其上。耶和華對我說：「阿摩司啊，你看見什麼？」
我說：「看見準繩。」主說：「我要吊起準繩在我民以色
列中，我必不再寬恕他們。以撒的邱壇必然淒涼，以色列
的聖所必然荒廢。我必興起，用刀攻擊耶羅波安的家。 
（摩7:7-9） 

• 主的手中拿著準繩：歷代的基督徒常以「準繩」作為阿摩
司書的代表。「準繩的異象」是阿摩司書7-9章五個審判的
異象中的第三個異象。在這個異象中，主耶和華不再赦免
（摩7:3,6）。他的手中拿著準繩，懸吊在以色列民當中，
測出他們的不直，從此對他們不再寬恕（摩7:8）。他們的
邱壇必然淒涼，聖所必然荒廢，國家必將遭受致命的攻擊，
因為耶和華將要興起，審判自己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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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兀，你那先見，去別的地方餬口！ 
• 亞瑪謝又對阿摩司說：「你這先見哪，要逃往猶大地去，
在那裡糊口，在那裡說預言，卻不要在伯特利再說預言。
因為這裡有王的聖所，有王的宮殿。」阿摩司對亞瑪謝
說：「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門徒。我是牧人，
又是修理桑樹的。耶和華選召我，使我不跟從羊群，對
我說：『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說預言。』 亞瑪謝啊，現在
你要聽耶和華的話…（摩 7:12-16） 

•  先知的風骨：阿摩司書第七章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對白。
阿摩司是南國人，跑到北國去說審判的預言。北國伯特
利的祭司亞瑪謝（國家教堂大主教）看他不順眼，一面
在國王面前告阿摩司叛國罪，一面叫他：「逃往猶大地
去，在那裡糊口」（他以為阿摩司和他一樣，都是混飯
吃的神棍）。阿摩司有沒有被亞瑪謝嚇倒？阿摩司宣布
自己乃是受了神的呼召，並不是混飯吃的，亞瑪謝這樣
威脅他，自己反而要受到神嚴厲的懲罰（摩7: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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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夏果一熟萬事了。 

•果子已熟，時辰已到 
• 主耶和華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見一筐夏天的果子。他
說：「阿摩司啊，你看見什麼？」我說：「看見一筐夏
天的果子。」耶和華說：「我民以色列的結局到了，我
必不再寬恕他們。」 （摩8:1-2） 

• 結局到了，不再寬恕：第四個異象是夏天的果子。神問
阿摩司看見什麼？他說看見一筐夏天的果子。夏天的果
子代表成熟，表示以色列的結局到了，神必審判他們，
不再遲延。聖經一再提醒世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
有審判。我們若生前悔改，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神就
赦免我們一切的罪，免去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若不肯
悔改歸向神，將來必將面對神無情的審判。不要讓罪的
果實成熟，早日悔改歸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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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饑荒 

• 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
華的話。（摩7:11） 

• 沒有神的話語：神啟示人，對人說話，乃是神的
恩典，滿足人內心深處的需要。耶穌曾經引用申
命記，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
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太4:4）。耶穌告訴我
們，只是注重生活，只是顧慮柴、米、油、鹽、
醬、醋、茶，還不能使我們真正「活著」。要活
著，就必須要有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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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不信主的人而言，他們或許覺得無此必要，
自己沒有神的話語也活得好好的。因為他們已
經被世俗填飽，內心對神的渴慕已經消失。可
是對於神的兒女而言，沒有神的話語內心的渴
慕就不得飽足，就會造成屬靈的飢荒。在撒母
耳的時候，士師時代大混亂的末期，「當那些
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撒
上3:1）阿摩司告訴以色列人，神將不再有默示，
他們將要面臨屬靈的飢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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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天上樓閣地下水，造化之工何其美；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 

• 那在天上建造樓閣、在地上安定穹蒼、命海水澆在
地上的，耶和華是他的名。 （摩9:6） 

• 看，創造的主！阿摩司書結束的時候，要我們將眼
光重新投向神。神創造天上的樓閣，地面的穹蒼，
他不同於世人，他滿有權能，乃是造物的主宰。 

• 復興的前景：神有公義，也有慈悲憐憫，他亡國卻
不滅種：「耶和華的眼目察看這有罪的國，必將這
國從地上滅絕，卻不將雅各家滅絕淨盡。」（摩9:8）
他使人看到復興的前景，大衛倒榻的帳幕必將重建，
一切仍有盼望（摩9:11-15），只要你願意歸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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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帳幕遮天下，基督恩典萬民歸。 

•重建大衛倒榻的帳幕 
•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重新修造，像古時一樣，使以色
列人得以東所餘剩的和所有稱為我名下的國。此乃行這
事的耶和華說的。 （摩9:11-12） 

•在基督裏應驗的預言 
• （雅各說）方才西門述說神當初怎樣眷顧外邦人，從他
們中間選取百姓歸於自己的名下；眾先知的話也與這意
思相合。正如經上所寫的：此後，我要回來，重新修造
大衛倒塌的帳幕，把那破壞的重新修造建立起來，叫餘
剩的人，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尋求主。這話
是從創世以來，顯明這事的主說的。 （使徒行傳 15:1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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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邦人歸主：阿摩司說，「神必建立大衛倒榻的帳幕」，
以色列人也必將得到「所有稱為我民下的國」。這個奇
妙的預言，在基督裡應驗了。使徒行傳十五章記載了劃
時代的「耶路撒冷會議」，在那次的會議中，耶路撒冷
的眾使徒聽取保羅述說神使外邦人歸主的經過，令這群
以為神只拯救以色列人的使徒們大吃一驚。他們爭論的
焦點是：外邦人是不是要先入猶太教，變成以色列人之
後才能得救？還是他們只要信耶穌就能得救？最後，當
時主持會議的雅各（不是使徒雅各，而是耶穌的弟弟雅
各）站起來，宣布外邦人只要信主就可得救。這一切正
符合先知阿摩司所說「重新修造大衛倒塌的帳幕」的預
言：這些尋求主名的外邦人，都因耶穌基督的恩典而得
救。感謝主，阿摩司書最後的這一段話，乃是基督救恩
的預言。哈利路亞，只要相信，外邦人也可住進大衛的
帳幕（進入基督的恩典之中），神的恩典何其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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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書的信息 

1. 信仰與生活 
• 信仰與生活可不可以分開？神只看我星期日的表現，還
是一週七天他都看？我主日來崇拜神，聽詩班獻唱，聽
牧師講道，心靈得到一些淨化，這樣是否就夠了？聖經
的教導雖好，和現實生活還是有一段距離的，難道神真
的要我按照他的原則來過日子？在阿摩司的時代，人民
因為受到異教的影響，將信仰和生活劃分得十分清楚：
只要我有向神獻祭，怎樣生活都沒有關係。阿摩司告訴
以色列人：你們大錯特錯了！神要你們將信仰與生活合
而為一。神厭惡你們的聚會，不聽你們的歌聲（摩5:21-
23），因為你們使用「詭詐的天平」做生意，「用一雙
鞋換了窮乏人」 （摩8:5）。阿摩司書最強烈的信息，就
是信仰與生活不可分開。特別是在社會公義上，不可以
只追求自己的享樂，卻不管窮人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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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揀選與責任 

• 以色列人哪，你們全家是我從埃及地領上來的，
當聽耶和華攻擊你們的話：在地上萬族中，我只
認識你們；因此，我必追討你們的一切罪孽。
（摩3:1-2） 

• 以色列人受到嚴厲的譴責，因為他們是神的選民。
神在地上萬族之中，只認識他自己的百姓，因此
必追討他們的罪。揀選不是特權，而是責任。神
揀選了你，使你得救，不是要你成為蒙神賜福的
特權階級，而是要你盡上選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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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與救恩 

• 就如何西阿書「不成子民的成為子民」的預言，
約珥書「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的預言，阿
摩司書「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的預言，都
在基督裡得著了應驗。先知的預言雖然主要是警
告當代的「時代性的話語」，但是其中也有一部
分是「預告性的話語」，其中最主要的是彌賽亞
的預言，告訴我們神為人類所預備的救主有一日
將會來臨。他來了，將使那不成子民的成為子民，
使外邦人也歸入大衛的帳幕。感謝耶穌，他就是
神為世人所預備的救主。藉著新約聖經的亮光，
使我們看到他就是眾先知所說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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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巴底亞書 1 章 



第一章，被拉下來的大鷹 

• 在星宿之間搭窩 
• 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處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裡說：
誰能將我拉下地去呢？ 你雖如大鷹高飛，在星宿之間搭
窩，我必從那裡拉下你來。這是耶和華說的。 （俄1:3-4） 

• 狂傲自欺：俄巴底亞書只有一章，是最短的先知書。它
的對象是以東人，以掃的後代。當年利百加生了一對雙
胞胎，哥哥叫以掃，弟弟叫雅各。以掃的後代是以東人，
雅各的後代是以色列人。這兩族人乃是兄弟之親，但卻
彼此不和。以東人居住在死海東邊的西珥山，是岩石形
成的山地，易守難攻。他們很驕傲，因驕傲而自欺，以
為自己是在「星宿之間搭窩」，敵人攻不到，沒想到卻
被神拉下來。驕傲的人自視過高，看不到自己的真相，
易於陷入自欺。不如那些謙卑的人，有自知之明，易於
做自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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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東的首都 Petra，原
名西拉 Silah (參考王下

14:7） 



Warren Wang  11/2/08 

以東的 Petra 



• 大鷹被拉下來 

• 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處的啊，你因狂傲自欺，    
心裏說：誰能將我拉下地去呢？你雖如大鷹高飛，在星
宿之間搭窩，我必從那裏拉下你來。這是耶和華說的。 

• 寶物被搜出來 

• 以掃的隱密處何竟被搜尋？他隱藏的寶物何竟被查出！ 

• 眾叛親離 

• 與你結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與你和好的欺騙你，
且勝過你；與你一同喫飯的設下網羅陷害你。 

• 殺戮剪除 

• 提幔哪，你的勇士必驚惶，甚至以掃山的人都被殺戮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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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紂為虐 

• 當外人擄掠雅各的財物…你竟站在一旁，    
像與他們同夥。 

• 幸災樂禍 

• 猶大人被滅的日子，你不當因此歡樂。 

• 趁火打劫 

• 他們遭災的日子，你不當伸手搶他們的財物。 

• 落井下石 

• 他們遭難的日子，你不當將他們剩下的人交付仇
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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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降罰的日子： 

•萬國遭報，錫安得救，16-18 

• 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在錫安山必有逃脫
的人，那山也必成聖；雅各家必得原有的產業。 

•國度歸於耶和華，19-21 

• 必有拯救者上到錫安山，審判以掃山；國度就歸
耶和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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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約拿書 1 章 



約拿書：一位先知受教育的故事 

•約拿書不是一條大魚的故事 
• 許多人常將約拿書當作一個 Fish Story（誇大的故
事），其實約拿書的主角不是大魚，而是約拿。這
是一個關於發生於約拿與神之間的故事。 

•約拿書不是約拿所說的信息 
• 所有的先知書都是在講「先知的信息」，只有約拿
書是講「先知自己」，而不是講先知的信息， 

•約拿書是神教育約拿的經過 
• 約拿書的內容，是「神教育約拿的經過」。從先知
逃跑開始，到神藉著蓖麻和他講道理為止，神藉著
各種情況來教育約拿，目的是要使他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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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當人違背神的旨意時 

•逃跑的先知 
• 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說：「你起來
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
惡達到我面前。」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
和華。 （拿1:1-3a） 

• 不肯順服神：先知都是順服神的，除了約拿以外。
神叫約拿去尼尼微「呼喊」（傳道），約拿不肯，
就起身逃往他施。約拿在以色列，尼尼微在以色列
的東北方，他施在遙遠的西方（現代的西班牙）。
神叫他往東，他偏偏往西。你是否和約拿一樣，有
時也會不順服神？當一個人違背神的旨意時，會有
什麼樣的特徵？我們來看看約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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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神的認識變得模糊 
•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下到約帕，
遇見一隻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給了船價，上了船，
要與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拿1:3） 

• 約拿是先知，先知是認識神的人。約拿曾經預言耶
羅波安二世將收復失土（王下14:25），後來事情果
然成就了。約拿必定知道神是無所不在的，他應當
讀過大衛的詩篇：「我往那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
那裡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
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詩139:7-8） 

• 你到哪裡去躲避一位無所不在的神？可是，當約拿
違背神的旨意時，他卻想要「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
華」。我見過一些基督徒，在違背神旨意的時候，
他們對神的認識就變得模糊。有婚外情的，就說聖
經人物中有許多都是多妻，神並未禁止婚外情。有
用不正當方法賺錢的，就說神的意思是要我們凡事
興旺，藉著財富來榮耀他。他們如同牆頭草，隨風
搖擺，按照自己的不順服來改變對神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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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神的管教感覺遲鈍 

• 然而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海就狂風大作，甚至
船幾乎破壞。水手便懼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
他們將船上的貨物拋在海中，為要使船輕些。約
拿已下到底艙，躺臥沉睡。 （拿1:4-5） 

• 海上狂風大作，這場大風是神的管教，是「耶和
華使海中起大風」。當時人人都在努力求生，只
有約拿在底艙沉睡。違背神旨意的人時常對神的
管教遲鈍，當別人都察覺的時候，他卻仍在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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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不信主的人面前黯然失色 
• 他對他們說：「你們將我抬起來，拋在海中，海
就平靜了；我知道你們遭這大風是因我的緣故。」
然而那些人竭力盪槳，要把船攏岸，卻是不能，
因為海浪越發向他們翻騰。（拿1:12-13） 

• 約拿說只要把他拋在海中，海就會平靜。當時正
值狂風大浪的生死關頭，拋個人入海實在不算甚
麼。然而，那些人並沒有立刻將約拿拋入海中。
他們「竭力盪槳」，想要盡力而為，發揮了可敬
佩的人道精神。在這些人面前，約拿顯得黯然失
色。當基督徒不順服神時，有許多不信主的人都
表現得比他們更為出色，使他們失去了信徒的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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