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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初期先知 

（约珥、以赛亚与弥迦） 
 

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在分裂王国时期针对以色列事

奉的初期先知，在本章中我们将思考同时期针对犹大事

奉的初期先知。（观察下表）  
 

分裂（亚述）王国  

针对以色列的先知  
约拿、阿摩司、何西阿  

针对犹大的先知  
约珥、以赛亚、弥迦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当北国统治者带领以色列越来越深地陷入偶像崇拜

时，南国信仰是一步一步逐渐的衰落。约沙法和约西亚

等敬虔的王带领犹大国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但其他的

王却背离了一神信仰，崇拜偶像。随着犹大的统治一代

一代传下去，神也继续通过先知说话，如约珥、以赛亚

和弥迦，呼吁他的子民悔改，全心转向他，否则将面对

审判。  
 

课程 11.1 约珥：五旬节先知 

本节目标  
11.1.1  对约珥关于蝗虫、悔改、五旬节和主的日子所说

的话进行总结。  
 

课程 11.2 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先知 

本节目标  
11.2.1 叙述有关以赛亚书作者、背景、目的以及呼召的

内容。  
11.2.2 对以赛亚关于审判、盼望和弥赛亚所说的话进行

总结。  
 

课程 11.3 弥迦：审判与怜悯的先知 

本节目标  
11.3.1 找出先知弥迦事奉时期执政的王，解释弥迦为什

么要宣讲有关审判和怜悯的预言。  

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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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珥：五旬节先知 
 

作者身份和成书时间 

 
“约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在旧约

时代很常见。旧约中至少还有十二个人名叫约珥。不过

约珥书开篇 1：1 节清楚地说明毗土珥的儿子先知约珥写

下了以他命名的这卷书。书中频繁出现锡安或耶路撒冷、

犹大、祭司或圣殿等词（珥 2:32； 3：1， 6， 8， 16-20），
这些都似乎支持约珥生活在犹大的这一说法。  
 

由于约珥书没有提到任何君王或历史事件，我们很

难知道这卷书的成书时间。有些学者提出 晚的时间是在公元前 312 年，

称这卷书是在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并归回重建圣殿后写成的。他们这种

看法的依据是约珥频繁提到祭司而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君王。还有其他的学

者提出 早的写作时间是公元前 835 年，约阿施作犹大王的时期，远远早

于被掳的时候。大多数保守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约珥书在被掳时期前成书，

约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  
 

目的及主题 

 
约珥记载了大灾难，有蝗灾、饥荒、火灾、侵略，日头变黑以及月亮

变为血，这都表明神的审判并催促人们悔改。约珥将这预言的话语写下来

出于四个原因：  

1 解释为什么会有灾难（蝗虫与饥荒）降临。  
2 警告将有更大的危险（北方来的军队预备好侵略犹大）。  
3 呼召犹大百姓悔改。  
4 预言将来那“耶和华的日子”为一部分人带来祝福，为另一部分人

带来审判。  
 

约珥书的主题信息是“耶和华的日子”。  
 

1 约珥为什么要写这卷书？  

 

大纲 

一   犹大当前的审判   1:1-20 
1、沉重的蝗灾（1:2-12）  
2、呼吁全民悔改（1:13-14）  

11.1

课 
11.1.1 
本节目标  
对 约 珥 关 于
蝗虫、悔改、
五旬节、和主
的 日 子 所 说
的 话 进 行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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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犹大危难的环境（1:15-20）  
 

二   更大的灾难将要来到   2:1-17 
1、预备要侵略犹大的军队（2:1-11）  
2、呼吁全民悔改（2:12-17）  
 

三   将来那“耶和华的日子”   2:18-3:21 
1、关于重建的预言（2:18-27）  
2、关于五旬节的预言（2:28-32）  
3、关于审判的预言（3:1-15）  
4、关于救恩的预言（3:16-21）  

 

犹大当前的审判（约珥书 1:1-20） 

 
约珥书的开篇记录了蝗灾并呼吁国民悔改。蝗虫虽然只有两英寸长，

但成群飞过时却可以达到一百英尺（三十米）宽，四英里（六公里）长，

所行之处遮天蔽日，吃尽路上所有的东西。蝗虫过后便是饥荒。无论是葡

萄、无花果还是庄稼都不会剩下。地面都干了，无花果树也枯萎，地面也

因无雨而干裂（1:10，  12）。牲畜也因为没有吃的饿死。人们认为这是他

们所见过 严重的蝗灾、饥荒和旱灾。  
 

约珥知道这灾害并非偶然，仓中无食，河中缺水，这些明明白白都是

神审判的标记。在犹大，雨季从十二月末一直要延续到来年三月初。圣经

常用“秋雨”和“春雨”来代指这个雨季。人们要想丰收全靠这些雨。因

此，旧约圣经常常会将缺雨描述为神的审判，多雨为神的祝福。  
 

即将到来的审判（约珥书 2:1-17） 

 
约珥发预言说当前的蝗灾是一个预兆，神的审判将要来到，就是说蝗

虫象征一支将要来到的军队。这支军队就像蝗虫一样，未到以前，地如伊

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就像火一样，吃尽他们前面所有一切。

他们爬上城墙，从窗户翻进房屋。他们使天空都暗淡，犹大国在他们面前

倾覆（珥 2:1-11）。  
 
约珥呼吁国民悔改，向神呼求，神是他们唯一的盼望。“如果百姓不

回转向神，神的军旅将攻击耶路撒冷（珥 2:12-17）。人要么悔改，要么面

对耶和华的日子”（Israel&Fettke2003，730）。约珥催促他们不要只是用撕

裂衣服的外在表示，而是要撕裂心肠（珥 2:12-14）。他呼吁百姓要从内心

悔改。如果他们这样做，约珥向犹大保证说神仍然“有恩典，有怜悯，不

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珥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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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日子（约珥书 2:18-3:21） 

 
警告即将到来的审判后，约珥又预言犹大国将被重建，从实体角度（珥

2:18-27）以及属灵角度都会被重建（珥 2:28-3:21）。土地恢复生机，灵命

也得到复原，灾难也会停止。然而这样的重建也取决于人的悔改。“约珥

对国民向神发出真心呼求的描述是这卷书致力的焦点。国民悔改后，神‘就

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恤他的百姓’……神会撤去对百姓的责备，将入侵

的蝗虫赶出这地。”（Dyer & Merrill 2001，  742）。  
 

人们的确转向了神（珥 2:18-3:21），因此神就祝福他们。他们也从灾

难的损失中恢复过来（珥 2:21-27）。在更远的将来会有一个圣灵浇灌的时

代在耶和华的日子之前到来。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珥

2:32）。神将他的灵浇灌下来给所有的人（Israel&Fettke 2003， 730-731）。 
 

尽管我们必须要谨慎地根据原本的听众和环境来解读约珥书，但我们

也要注意彼得在五旬节引用了约珥书。为什么呢？五旬节很可能是约珥书

关于圣灵浇灌的部分应验：  
 

约珥的预言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他当时面对的听众，因为后

人在解释时，将这信息直接应用在自己的时代。有一处很明显，

就是使徒彼得在五旬节教会诞生时就用了约珥的预言。圣灵在他

们聚集的地方降临众人身上，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使许多来访的

人都希奇惊讶。彼得立刻起来高声解释说这现象是约珥书

2:28-32 中预言的应验，并以此讲了一篇道，告诉人们耶稣是谁，

呼召他们悔改受洗（徒  2:1-41）。这一引用有时令学者们很困惑，

因为很难看出圣灵在五旬节的作为同约珥书所针对的“耶和华的

日子”有什么关系。然而，彼得在使用这段信息时并没有表示他

认为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到来。使徒们所处的环境同约珥的预言有

两处很重要的相似点，就是圣灵的作为以及求告主名得救的需

要。对彼得来说，这两个条件的具备就足够使他得出这样的一个

联系。（Hill&Walton 2000，  477）  
 
3  彼得为什么在五旬节那天引用约珥的预言？  

 
作为相信说方言是灵洗之证据，并致力在本地以及世界各地传福音的

五旬节派，我们可以确信圣灵会赐下力量使我们在全地分享福音的信息。

约珥的预言将会完全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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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先知 
 

作者身份及成书时间 

 
关于以赛亚书的作者身份，人们有各样不同的看法。

很多人认为以赛亚写下了这一整卷书，而另一些人则相

信以赛亚写了一到三十九章，四十四到六十六章的作者

另有其人，还有一些人则主张还有第三人写了五十五章

到六十六章的内容。  
 

有关作者身份的争论主要是集中在以赛亚书四十四

至六十六章中，这里提到了公元前八世纪之后的一个历

史时期。因此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以赛亚书是从将来的角度还是从当前

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时期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事件是事前预言的还是在

作者同时代发生的？认为有多位作者的人声称这些历史事件只有某些生

活在具体时期的人才能知道。他们指出以赛亚书这几部分写作方式的差异

以及神学重点的不同，以此作为依据说明这卷书有多位作者。  
 

然而，所有这些争议都是出于假定同一位作者不会作出这样的改变。

Dyer 和 Merrill 恰如其分地指出“所有这些异议……都是建立在预言是不

可能的这一假设上。”（2001，  524）。全知的神难道没有多次使用他的先

知预先告诉人们将来的事件，甚至是数百年后的事件吗？保守的学者认为

“ 不 同 的 作 者 不 但 破 坏 经 文 的 超 凡 性 ， 也 影 响 经 文 的 权 威 性 。”

（Israel&Fettke 2003， 749）。此外，耶稣和使徒看起来似乎支持先知以赛

亚为全书作者的这一观点。“如果采用以经解经的方法，那么耶稣及使徒

对以赛亚书中各部分信息无批判的接受无疑体现出其极大的影响和永久

的权威。”（Israel&Fettke 2003， 749）。换句话说，就是圣经的内在依据似

乎支持一位作者的观点。  
 

因此，向大多数保守的福音派学者一样，本课程采纳单一作者的观点，

即整卷以赛亚六十六章都是由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作（赛 1:1）。以

赛亚很可能在公元前 700 年左右写成此书。  
 
4 本课程支持谁是以赛亚书的作者，为什么？  

 

以赛亚的呼召 

 
以赛亚书六章中记载了以赛亚领受特殊呼召作先知服侍神。在异象

中，以赛亚“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身边有飞翔的撒拉弗不断敬拜他

（赛 6:1-3）。以赛亚因为自己不洁而感到绝望，一位撒拉弗用红炭洁净了

11.2

课 
11.2.1 
本节目标  
叙 述 有 关 以
赛亚书作者、
背景、目的以
及 呼 召 的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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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嘴唇。听到主的问话“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顺服地回答“我

在这里，请差遣我！”（赛 6:8）。  
 

以赛亚发预言说“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

这表示他的事奉持续了“数十年，从公元前 740 年直到公元前 701 年，甚

者更久。”（Israel&Fettke 2003，733）。“以赛亚在犹大皇宫中作先知事奉，

所以他的预言主要是针对犹大，虽然他的话中也提到以色列和其他国家”

（Arnold&Beyer 1999，355）。有人认为由于以赛亚在皇宫中事奉，这使他

有机会得到他书中所提到的一些信息。  
 
5 读以赛亚书 6:1-6 节，描述以赛亚所领受的呼召。  

 

目的及主题 

 
以赛亚写书的目的是：（1）警告犹大和列邦，宣告神将审判他们的罪；

（2）预言一批犹太人被掳后将返回，并将成为列国的光；（3）预言神将

差下弥赛亚作万邦的救主。  
 

以赛亚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诗歌风格独特。既然“以赛亚”这个名

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那么他使用“救恩”这一词的次数是所有其

他旧约先知加在一起的三倍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审判的信息外，以赛亚

书还着重讲述了弥赛亚，并重复强调神的恩典和爱。因此，有时以赛亚也

被称为“宣教的先知”，以赛亚书也被称为“旧约的福音书”（Arnold&Beyer 
1999，354）。新约引用 多的三卷书中，以赛亚书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两

卷是申命记与诗篇。  
 
6 读以赛亚书 6:1-6 节，描述以赛亚所领受的呼召。  

7 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与这卷书的某一主题有何联系？  

 

背景和结构 

 
针对以色列王比加与亚兰王利汛结盟一事，亚述人于公元前 733 年挥

军西下进入亚兰和迦南。于是这两位王联合攻击犹大王亚哈斯，要迫使他

与以色列及亚兰一起抵挡亚述（王下 16:5；赛 7:1）。  
 

尽管亚哈斯的军队成功地保卫了耶路撒冷，但因为之前曾被以色列与

亚兰联军打败过（历下 28:5-8），他和犹大百姓还是很害怕。以赛亚安慰亚

哈斯，鼓励他信靠神，不要向亚述王求助（以赛亚 7 章），但亚哈斯拒绝

了他的意见。应亚哈斯的请求，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攻取了亚兰的都城大

马色（王下 16:7-10）。后来在公元前 722 年，亚述又征服了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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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亚哈斯同提革拉毗列色的亲善关系对犹大国却变成“欺凌而不是帮

助”（历下 28:20）。公元前 701 年亚述王西拿基立攻击耶路撒冷（赛 36:1）。
亚哈斯王向神呼求帮助时，以赛亚预言说神会使亚述人离开耶路撒冷（赛

37:6-7），他的预言也应验了。  
 

然而，以赛亚还指出由于犹大的罪， 巴比伦将会征服犹大（赛 29:5-7）。
这次被掳的事件直到公元前 586 年才发生，即以赛亚死后约有一百年。神

向以赛亚启示出的不但有被掳的悲哀，还有在这以后神向犹大施的恩典。

以赛亚预言神将兴起一位叫作古列的王来帮助犹太人（赛 44:28-45:13）。
神在一百五十年后以斯拉的时期实现了这个预言（拉 1:1-2）。以赛亚还预

示了关于弥赛亚的大量细节，这位弥赛亚几百年后降临，将万国从罪中拯

救出来。  
 

大纲 

一   关于审判的预言   1-35 章  
1、本书的背景（1 章）  
2、以赛亚的初期预言（2-5 章）  
3、以赛亚的呼召（6 章）  
4、关于弥赛亚的初期预言（7-12 章）  
5、对列国的审判（13-23 章）  
6、神的国度将要到来（24-27）  
7、灾祸与盼望（28-35 章）  
 

二   希西家被解救、医治及希西家的骄傲    36-39 章  
 
三   关于救恩和盼望的预言  

1、以色列的重建（40-48 章）  
2、弥赛亚受难（49-53 章）  
3、以色列的救赎（54-59 章）  
4、以色列的辉煌前景（60-66 章）  

 

审判（以赛亚书 1-35 章） 

 
与其他先知一样，以赛亚的许多预言也是关于将要

到来的审判。以赛亚书一章中控诉了犹大的悖逆、虚假

的敬拜以及不义的行为（Dyer & Merrill 2001，  528）。
因此，以赛亚书 初几章使用了“哀歌预言”的文学手

法宣告神对犹大的审判，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也受到了灾

祸的警告：  
 

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讲到通过审判来炼净耶路撒冷。十三章到

11.2.2 
本节目标  
对 以 赛 亚 关
于审判、盼望
和 弥 赛 亚 所
说 的 话 进 行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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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章描述了神对列国的审判。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揭露了耶

路撒冷信靠埃及来救他们脱离亚述，不过是虚妄的盼望，只有神

的统治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Israel&Fettke 2003，  737-738）  
 

虽然以赛亚书第一部分的重点是审判，但有关盼望、救赎、怜悯、慈

爱和恩典的主题也融入其中。例如，以赛亚书七章中预言了童贞女生的弥

赛亚，就是那位万国的盼望和救主。  
  

救恩与盼望（以赛亚书 40-66 章） 

 
以赛亚书 后一部分着重描述了有关恩典、慈爱、盼望、怜悯和救赎

的主题，尤其是通过弥赛亚显明出来。“这卷书第二部分延续了以赛亚书

一章到三十三章的那些主题，但叙述的角度则从应许转向应验。”

（Israel&Fettke 2003，  740）。Dyer & Merrill 建议的以赛亚书 40-66 章大

纲是这样的：“神拯救的应许（40-48 章），神的拯救者（49-57 章），神拯

救的完成（58-66 章）。”（2001，  527）  
 
8 在以赛亚书中找出至少六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以赛亚不仅预言了弥赛亚要降临，而且还描述了关于他的许多特质。

下表列出了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应验：（Stamps1992，  
976）  

  
 

关于基督的预言  以赛亚书经文  新约中的应验  
道成肉身及神性  7:14；  9:6-7 太 1:22-23；路 1:32-35 

成长  7:15-16；11:1 路 3:23，  32 

信息与受膏  11:2; 42:1; 61:1 太 12:15-21 

使命  11:2-5；42:1-41；60:1-3; 61:1-3 路 4:17-19，  21 

神迹  35:5-6 太 11:2-5 

顺服  50:5 来 5:8 

受苦  50:6；53:4-5，  11 太 26:67; 27:26，  30；

徒 8:28-33 

卑微的样式  52:14 腓 2:7-8 

被弃绝  53:1-3 路 23:18；约 1:11；7:5 

代罪替死  53:4-12 罗 5:6 

升天  52:13 腓 2:9-11 

再来  26:20-21；61:2-3；65:17-25 犹 14 章；帖后 1:5-12；

彼后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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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以赛亚书 40-55 章中，弥赛亚被描绘为神的仆人。学者们注意

到在这部分经文中出现了四首“仆人之歌”：（1）42:1-4；（2）49:1-6；（3）
50:4-9；（4）52:13-53:12。第四首歌是关于“受苦的仆人”（52:13-53:12），
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仆人得胜（52:13-15）；仆人被弃（53:1-3）；仆

人受苦（ 53:4-6）；仆人受难（ 53:7-9）；以及仆人受赏（ 53:10-12）。
（IIsrael&Fettke 2003，  743）  
 

虽然章节的分法可能不同，但保守型学者都同意以赛亚书剩余这部分

是关于神应许的以色列重建。就像其他的先知书卷样，神都是以盼望和拯

救结束其审判信息。  

 

弥迦：审判与怜悯的先知 
 

作者身份与成书时间 

 
学者普遍认为“摩利沙人弥迦”（弥 1:1）写了这卷以

他命名的书。耶利米书 26:18 节中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据，

一些长老起来提醒百姓弥迦的事奉，并引用了弥迦书 3:12
节。耶利米提到弥迦在“犹大王希西家的日子”向人发预

言，弥迦自己也提到了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弥 1:1）。
因此，弥迦事奉的时期在公元前 750 年公元前 686 年之间，

与耶路撒冷的先知以赛亚和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是同时代

的人。  
 

弥迦来自摩利设迦特，是犹大的一座小城，在耶路撒  
冷以南约二十五英里（四十公里）处，临近古非利士的要塞迦特。像阿摩

司一样，弥迦也是来自乡村的一位先知。  
 
9 弥迦在哪三位王的统治时期作先知事奉？  

 

目的与主题 

 
弥迦书信息围绕的主题是社会中的不公义、真实的敬拜、虚假的和平

（Arnold&Beyer 1999，  455）以及对罪恶行为的审判。弥迦：  

1  大声疾呼，反对当时社会中的罪恶现象，包括腐败、贪婪以及道

德败坏的行为。  
2  预言以色列及其都城撒玛利亚的倾覆（弥 1:6-7），以及犹大和其

都城耶路撒冷的沦陷（弥 1:9-16; 3:9-12）（Smith 1991，  50）。  
3  应许在审判之后有拯救。  

11.3

课 
11.3.1 
本节目标  
找 出 先 知 弥
迦 事 奉 时 期
执政的王，解
释 弥 迦 为 什
么 要 宣 讲 有
关 审 判 和 怜
悯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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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弥迦还预言了以色列救赎主弥赛亚的出生地。  

 

10 弥迦书的主题是什么？  

 

大纲 

 
Arnold 和 Beyer 认为弥迦书 1-5 章是“第一轮审判和救恩”，6-7 章是

“第二轮审判和救恩”（1999， 455）。但对于本课程的学习我们则采用以

下的提纲：  
 
一   对以色列和犹大的审判    1-3 章  

1、引言（1:1-2）  
2、预言：神将摧毁撒玛利亚（1:3-7）  
3、预言：神将摧毁犹大（1:8-16）  
4、神子民中的罪（2:1-11）  
5、绝望中的盼望（2:12-13）  
6、首领身上的罪（3 章）  

 
二   关于盼望的预言    4-5 章  

1、将要到来的国度（4 章）  
2、将从伯利恒出来的君王（5:1-5）  
3、将要到来的胜利和洁净（5:5-15）  

  
三   神对以色列的谴责     6 章  

1、神指控他的子民有罪（6:1-8）  
2、将要到来的审判（6:9-16）  

 
四   神子民将来的盼望     7 章  

1、弥迦为所处社会中的罪悲哀（7:1-6）  
2、弥迦个人的盼望（7:7）  
3、预言：以色列将再度兴起（7:8-13）  
4、神对他子民的 后祝福（7:14-20）  

 

对以色列和犹大的审判（1-3 章） 

 
弥迦书 1 章中，先知用了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学手法来表现他的信息：

“在希伯来原文中，这一系列的地名带有相同的头韵和双关意，吸引听众

注意这个信息，并使弥迦的话语更具修辞色彩。”（ Israel&Fettke 2003，  
725）。“弥迦在描述各城中灾难的景象时，对于每个城的名字采用了双关

的文字游戏。这也加强了审判的思想，每个城所接受的惩罚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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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Finley 1996，  126）。这样的双关语出现在弥迦书 1:6 及 10-15 节。 
 

像其他先知一样，弥迦在预言神的审判时也使用了生动的图景。例如，

当神宣布对撒玛利亚的审判时（1:6-7），他暗示说：“以色列在信仰上做妓

女所赚的财富，将被异教徒用来找肉体的妓女。”（Dyer & Merrill 2001，  
783）。  
 

在弥迦书 2 章中，神通过真正的先知弥迦，指出了对那些贪婪腐败的

假先知的审判。弥迦书 3 章中继续将弥迦与那些宗教及非宗教首领进行对

比，神也详细指出对那些不敬虔领袖和先知的审判。然而在谴责罪恶行为

的同时，神也应许 终会解救他选民中的余民（2:12-13）。弥迦书 4-5 章

着重描述了犹大的重建，包括从被掳中得释放，从敌人手中解脱，重新以

敬虔的方式带领百姓。  
 

对以色列的谴责以及将来的盼望 

（弥迦书 6-7 章） 

 
在何西阿书中，神似乎是在法庭上指控他的选民。弥迦书 6 章中也用

了法庭的图景来表示神对以色列的指控。然后在弥迦书 7 章中，神的话语

主要集中在对以色列的审判以及将来的重建上。在 后两章中，弥迦为以

色列的罪悲伤难过，并表示出对将来拯救的盼望，并祷告求神介入作工

（Dyer & Merrill 2001，  783-794）。  
 
这些章节以及弥迦书其他部分，都鲜明地体现出神的审判与怜悯恩典

之间的冲突。有些人有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旧约中的神是审判的神，而新

约中的神是恩典怜悯的神。但如果这位神是我们所认识的神，他的属性和

特质也不改变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位在历世历代都有审判和怜悯的神，旧

约如此，新约也是如此。旧约和新约都有大量的证据显明神既有审判，又

有恩典。Arnold 和 Beyer 这样描述弥迦书中的神学冲突：  
 

  弥迦的信息也包括了关于神选民将来的鼓励性话语（弥

4:1-5:15）。弥迦提到当耶路撒冷成为祝福世界的管道时神永远的

国度。这世界将会在神的统治下享受平安，人们也将与他同行（弥

4:1-8）。此外那位永远的王将从小城伯利恒而生。在亘古之时，

神就计划了这位王的到来（弥 5:2）。弥迦宣讲这些预言是为了鼓

励听众在自己的世代过敬虔的生活（弥 4:9-13）。耶稣基督应验

了神通过弥迦发出的预言（太 2:4-6；路 2:1-7）。耶稣在他第一

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完成了属灵的救恩，有一天他还要再来作为万

王之王治理全地……不幸的是，当神察看弥迦的世代时，没有看

到有几个人过敬虔的生活。他看到的是诡诈的行为、暴力与欺骗

（弥 6:11-12）。人们随从两位以色列邪恶君王暗利和亚哈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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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 6:16）。神警告他的子民：神不会允许这样的罪继续下去！

（1999，  455）  
 

弥迦书中一句众所熟知的重要经文可以用来对他的信息进行总结：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

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 6:8）也就是说，信徒应

当表现出谦卑，以公义待别人――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神的儿女应当

好怜悯，要知道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恩典，他们也一样在神的审判之下。  
 
11 弥迦书中有什么明显的神学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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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请在 佳答案的前面画圈：  

1. “约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a)  “背负重担的人”。  
b)  “耶和华是神”。  
c) “耶和华是圣者”。  
d) “耶和华拯救”。  
 
2. 约珥书的一个鲜明主题是：   
a) 耶和华的日子。  
b) 将要到来的弥赛亚。   
c)  神的信实。   
d) 神的圣洁。  
 
3. 先知约珥提到的重建是怎样的？  
a) 实体角度的重建。  
b) 属灵角度的重建。  
c) 情感角度的重建。  
d) 实体角度和属灵角度的重建。  
 
4.  关于以赛亚书作者身份的问题，反对多位作者说的主要论据有：  
a) 犹太传统。   
b) 耶稣和使徒暗示了以赛亚书的作者是一位。  
c) 这卷书的一致性和主题的延续性。  
d) 语气和写作方式的统一。  
 
5. 以赛亚是在哪些王统治的时期作先知事奉的？   
a) 比加、约坦、亚哈斯和希西家。  
b)  亚哈斯、比加、乌西雅和希西家  
c) 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和希西家。  
d) 乌西雅、比加、亚哈斯和耶罗波安。  
 
6.  以赛亚用的哪个词比旧约所有其他先知加起来还多？  
a) 审判。   
b)  仆人。  
c)  救恩。   
d)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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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赛亚书 7:14 和 9:6-7 预言了弥赛亚的：   
a) 道成肉身。   
b) 信息。  
c) 使命。  
d) 再来。  
 
8. 仆人“受苦之歌”是在以赛亚书的：   
a) 42:1-4。   
b) 49:1-6。  
c) 52:13-53:12。  
d) 61:1-3。  
 
9. 弥迦是在哪些王统治的时期作先知事奉的？   
a) 乌西雅、亚哈斯和希西家。   
b) 乌西雅、约坦和亚哈斯。   
c) 乌西雅、约坦和希西家。   
d) 约坦、亚哈斯和希西家。  
  
10. 弥迦书 6:8 节，先知总结了关于哪方面的信息？   
a) 律法针对恩典。  
b) 怜悯与审判或公义。   
c) 以色列完全的重建。   
d) 伴随特权而来的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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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进度评估四 
 

现在你已经学完了单元四，请先复习一遍本单元，然后准备做学生资

料中的单元进度评估四。请不要看你的课本、圣经或笔记，单独回答评估

中的所有问题。当你做完单元进度评估后，用学生资料中的答案表进行核

对，如有不正确的答案，请再次复习该内容，然后再开始学习单元五。（虽

然单元进度评估中的分数不算你的课程 后得分，但却可以测试出你对课

程内容的掌握程度以及你在后面的终考中表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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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先知 
 
 

学习先知书时，联系相关历史时期可以帮助我们从

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书卷，并明白神在不同时期的全

面旨意。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不但将各个先知同当时执

政的君王联系起来，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预言的

所指具体环境。  
 

在上一单元中我们思考了在从分离王国时期直到以

色列被掳前事奉的先知。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在

犹大被掳前、被掳时以及被掳归回后的先知：  
 

巴比伦帝国 波斯帝国  

被掳前先知  被掳时期先知  被掳归回后的先知  
那鸿、西番雅、

哈巴谷、俄巴底

亚和耶利米  

以 西 结 和 但 以

理  
哈该、撒迦利亚和

玛拉基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二章 被掳前先知（那鸿、西番雅、哈

巴谷、俄巴底亚和耶利米） 

课程  
12.1  那鸿：预言尼尼微倾覆的先知  
12.2  哈巴谷：关于信心的先知  
12.3  西番雅：预言耶和华日子的先知  
12.4  俄巴底亚：针对以东的先知  
12.5  耶利米及其哀歌：流泪的先知  
 

第十三章 被掳时期先知（以西结和但以理） 

课程  
13.1  以西结：戏剧化行为的先知  
13.2  但以理：宣讲神主权的先知  
 

 

5 

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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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被掳归回后的先知（哈该、撒迦利亚和玛拉基） 

课程  
14.1  哈该：关于圣殿重建的先知  
14.2  撒迦利亚：用异象鼓励的先知  
14.3  玛拉基：将 好的献上的先知  
 

第十五章 关联（旧约与新约） 

课程  
15.1  间断性  
15.2  连贯性  
15.3  相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