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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先知的信息與工作（一）

劉梅蕾師母@ROLCC

一. 先知的定義與稱呼
原意：異象的守望者
1. 神的代言人(出 4:15,16; 申 18:19)
2. 先見，神人，先知(撒上 9:6,9; 賽 30:10; 哈 1:3)
3. 見異象者(民 24:4)
4. 受感說話的人(民 11:29; 彼後 1:19-21)
二. 先知的興起與發展
1. 是蒙召而非世襲(耶 1:4-5, 9,10)
2. 亞伯拉罕 (創 20:7)
3. 摩西 (申 18:15)
4. 撒母耳 (撒上 3:19-20; 12:23; 徒 3:24)
－眾先知開始的代表
5. 以利亞 (太 11:11-13; 路 9:28-36)
－先知的代表
－以利亞與施洗約翰(太 11:11-14; 路 1:13-17; 76-79)
火(悔改)，能力
6. 那先知(約 1:21; 徒 3:22-26; 申 18:18; 來 1:1-2; 啟 19:10)
－耶穌基督
7. 新約中的先知(林前 14:3; 弗 2:19-20)
－造就教會
三. 先知的使命
1. 時代的守望者
2. 呼召百姓悔改順服
3. 分辯真偽
4. 警戒與安慰
四. 先知的信息
1. 宣告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是歷史與萬國列邦的主宰(何 13:4; 但 4:17)
2. 宣告神的審判與應許，呼召百姓悔改，認識真神的聖潔、公義、慈愛
(珥 2:12-13; 何 6:1-3)
3. 預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以色列與外邦的命運，彌賽亞的國度
(珥 2:28-31; 亞 12:2; ……)
五. 先知的特質與挑戰
1. 與我們一樣性情的人(雅 5:17)

2. 守望者
3. 絕對順服神，向自己死的人(何 1:2, 耶 16:2)
4. 孤單，遭人厭棄的
六. 研讀先知書的要訣
1. 確定歷史背景
2. 對照同期先知的信息
3. 預表、異象、異夢的解釋
4. 找出經文鑰詞
5. 注意預言的重點與原則
－預言的起迄，附帶的解釋，應驗的時間與方式
七. 先知的職份與教會的配搭(林前 14:1-4; 12:4-10; 弗 4:11-12)
基本上是『受感說話』(耶 1:9; 賽 6:7)
－領受神的靈，說神的話
先知是主所賜的職份，說出神的話是聖靈的恩賜
聖經中的先知是啟示神的話語
現今教會中先知的職份乃是神話語的再啟示
－豫言(先知講道)，造就，安慰，勸勉
－Partial:不是完全的啟示
－Progressive:漸近式的啟示
－Conditional:有條件的啟示
－知識的言語(現在)—已經成就
－智慧的言語(將來)－必要成就
八. 先知書的分類與歷史
大先知書 5 卷； 小先知書－被擄前 9 卷；被擄後 3 卷

大先知書
以賽亞書à 王國時代à 神的救贖與審判
耶利米書à 王國/被擄à神的立約
耶利米哀歌à王國/被擄à神的刑罰
以西結書à 被擄時代à神的同在
但以理書à 被擄時代à神的掌權
ㄧ. 以賽亞書
是舊約中最豐富的一卷，又因有六十六章與聖經六十六卷相應和，被稱為是聖經的縮
影或是小聖經。由此先知書看見神的計劃與預言，神對以色列與萬國的心意，三位一體的
神，聖殿聖約與聖戰，審判救贖與歸回，彌賽亞的國度與我，先知的話語與職份，聖靈的
澆灌與復興等，由以賽亞書明白神過去的計劃，未來要成就的奇事，及現今我可有份於神
的工作。
以賽亞書與死海古卷
公元 1947 年，有牧羊人尋找走失的羊，意外地在死海西北岸峭壁一個洞中，發現了一些
狹長的瓦甕，裡面藏著卷軸。其後好幾年，考古學家陸續從另外十個洞中找到更多文物，
估計從這十一個洞取出文件總共超過 900 份，大部份還原自數萬塊殘舊的碎片。專家們
鑑定它們是主前第三世紀至主後 68 年之間的物品，並一致認為這是廿世紀最重要的考古
發現。 而這批文物統稱為[死海古卷]，可分成聖經和非聖經兩大類。聖經是猶太人的經
典，也就是我們的舊約聖經，佔了總數的三分之一。奇妙的是，這批手抄聖經雖然是散
裝，郤包含了今日舊約聖經的每一卷書，只缺以斯帖記。
我們今日讀的舊約聖經，是根據標準希伯來聖經繙譯的。這比死海古卷遲一千多年的標準
希伯來聖經，於主後 980 年完成的。學者將死海古卷的聖經，與這相隔千多年的標準希
伯來聖經比較，內容雷同得令人驚訝，特別是從第一個洞取出的以賽亞卷軸保存得很完
好，是由十七張羊皮縫成，長 24 呎，高 10.2 吋，內容與我們今日所讀的以賽亞書完全
相同! 可以確定的是，死海古卷的出現，對現代的猶太人也意義重大。就在古卷出現緊接
的 1948 年 5 月 14 日，亡國兩千多年的以色列，果然照著他們經典所預言的，正式復國
了 ! 這事實說明，他們的經典是真的，賜他們經典的神也是真的。
A. 以賽亞其人—原希伯來文意義: “Yahweh is Salvation”(耶和華是救贖者)
1.
亞摩斯的兒子(賽 1:1, 2:1,37: 21,38:1,)
2.
是被擄前的先知, 其妻亦是先知(賽 8:3)
3.
有兩個兒子: 施亞雅述(賽 7:3)
a. 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賽 8:1)
b. 擄掠速臨搶奪快到之意
4.
歷經猶大四個王朝: 烏西雅; 約坦; 亞哈斯; 希西家
(賽 7:3;37:21; 38:1;39:3-8; 代下 26:21-22;32:32)
5.
主要服事是對猶大和耶路撒冷發預言

B. 背景: 按照以賽亞書的前言, 以賽亞歷經猶大國四個王朝, 這段時期, 猶大與以色列
國的政治與經濟都還算發達, 而在烏西雅統治時曾盛為強勝,另以色列國耶羅波安二
世也收回了所羅門時大部份的領土, 但在信仰上卻非常墮落, 因此以賽亞所發出的
信息大膽的指出百姓, 君王的罪, 並且預言兩國都將被交於亞述與巴比倫(王下 1421; 代下 26-33), 以賽亞的傳道約為主前 739-700 年間.
C. 主題信息: 審判與救贖
D. 以賽亞書中的基督: 受苦的救主 (賽 53 )
E. 以賽亞書中的基督生平
E1 降生: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賽 7:14，9:6,太 1:22-23)
E2 族譜: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賽 11:1,太 1:1)
E3 名字: 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賽 7:14，9:6)
E4 聖靈充滿: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祂身上，就是使祂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
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賽 11:2, 路 3:22, 約 1:32-33)
E5 工作: 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報告耶和華的恩年。
(賽 61:1-2, 路 4:18-19)
E6 品性: 祂不喧嚷、不揚聲...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祂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賽 42:2-3,太 12:17-21)
E7 受死: 祂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 祂也這樣不
開口 (賽 53:7)
E8 復活: 祂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賽 25:8)
E9 再來: 願祂裂天而降，願山在祂面前震動。...那時祂降臨，山嶺在祂面前震動。
(賽 64:1-3)
E10 作王: 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祂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到永遠。(賽 9:7)
F. 大綱與分段：
Ｆ1 預言審判(1-39 章)
F1-1 對猶大與耶路撒冷的預言(1-5 章)
指責百姓的背逆 (1:1-31)
宣召百姓悔改(1:16-17)
預言末後的日子 (2:1-5:30)
F1-2 以賽亞見主異象及承接使命 (6 章)
F1-3 以馬內利的信息(7-12 章)
童女生子的兆頭—取名叫”以馬內利”à神與我們同在(7:1-25)
以馬內利展開翅膀,要遍滿你的地(8:8)
黑暗中之盼望(9:1-7):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神的刑罰臨到以色列與亞述(9:8-10:19)
神對餘民的預言與安慰(10:20-11:16)
稱謝耶和華救恩之歌(12:1-6)

F1-4 對鄰國(萬國)的預言（13-24 章）
論巴比倫的預言(13:1-14:28)
*王背後的勢力: 撒但(明亮之星:路西弗)（14:12-27）
*巴比倫的受罰與守望者(21:1-17)
論非利士 摩押 大馬色的預言(14:29-17:14)
論古實, 埃及的預言(18:1-20:6)
*三國一律（19:23~24 ）
論推羅的預言(23:1-18)
神對全世的刑罰與預言(24: 1-23)
F1-5 選民的計劃與應許的復興(25-35 章)
F1-6 神延遲對耶路撒冷的刑罰(希西家)(36-39 章)
F-2 救贖的安慰與應許(40-66 章)
F2-1 救贖與復興(40-48 章)
興起一人
*以色列
*耶穌基督
*神的兒女(我們)
預言膏古列施行拯救(44:28-45:25; 代下 36:22-23; 拉 1:1-4)
贖民(餘民)歸回(43:5-7; 46:3-4; 10-13; 49:11-12; 17-23)
*從東方; 西方; 北方; 地極領回 •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餘剩的
*從遠方來 北方 西方 秦國
神的靈澆灌 (44:3-5;49:5-13)
F2-2 彌賽亞的救恩與將來的國度(49-66 章)
耶和華的僕人—受膏者的職任(61:1-3;路 4:17-21) 彌賽亞(基督)—受膏者
將公理傳給外邦(42:1-8; 太 12:15-21), 作外邦人的光(眾民的中保)
受苦成為贖罪祭 (53)
救恩要臨到外邦
神的約 :與選民的約(54:9-10; 59:20-21; 51:2)與眾民的約(42:6;49:8)
神的呼召: *乾渴的要就近水來 *趁時尋求耶和華 *神的話決不徒然返回
*萬國禱告的殿(56:1-8) *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
* 神召聚被趕散的以色列人 召聚別人(外邦人)
彌賽亞國度的建立(58-66)
神的心意與人的自義,真實的尋求 (58:1-14)
神的應許: 必有一救贖主來到 (60:1-63:6)
萬國要來就光, 聖殿(聖所之地)大有榮耀
新天新地(65:17-66:24)

二. 耶利米書
耶利米書是聖經中最長的一卷書、書包括了歷史、詩歌和傳記。神選召耶利米在
猶大國最黑暗的時期，作神的代言人，他在淚眼中不斷向猶大人宣告神的審判、
苦口婆心地懇求他們悔改、無耐沒有行動反遭厭棄與逼迫。歷經四十年信心的考
驗，耶利米終於看到許多預言實現，包括神對猶大的審判：淪陷與流放。 然而現
今的時代與耶利米的時代很相似，都是罪惡深重的時代，屬神的子民當領受神的
信息成為這時代的器皿。
耶利米：原希伯來文之義”耶和華使之高舉，拋扔”
具有祭司(1:1)及先知(1:5)的雙重身份
歷經猶大國五個王朝: 約西亞、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和西底家
主要服事是對猶大和耶路撒冷發預言
是歷經預言應驗被擄前後的先知
耶利米書中的基督：祂是為我們流淚哀哭的先知 (路 19: 41)
新約中的引用: 耶 7：11 太 21：13
耶 5：21 可 8：18
耶 6：16 太 11：29
耶 50：6 太 10：6
耶利米書中神的名字: 耶和華我們的義(耶 33:15-16)
耶利米書中聖靈的工作: 火的表記(耶 5:14, 20:9)
耶利米書是舊約中的「新約」: （十一 2、3、9、10，十四 21，廿二 9，
卅一 32、33，卅二 40，卅三 20、21 及五十 5）
大綱：
(一)被擄前的預言(1-39)
1.耶利米的蒙召與時代背景(耶 1 章)
未出母腹就分別為聖, 神的旨意是被派作列國的先知
異象：1.杏樹枝(1:11-12)神的話臨到: 你看見什麼?
「杏樹枝」的希伯來文讀音與「留意保守」的希伯來文讀音幾乎是一
樣的，二者為諧音的雙關語，原文皆出自同一字根。所以，上帝要耶利米
看到一個「杏樹枝」，不是叫耶利米要記住那個「杏樹枝」，而是要叫耶
利米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會非常「留意保守 祂自己的話，成全祂自己
的話，讓祂的話能夠實現。
2. 燒開的鍋(1:13-16) 神的話第二次臨到: 你看見什麼?
燒開的鍋從北而傾, 禍患從北而來 (巴比倫),召聚北方列國攻擊城門,城牆
引起禍患的原因: 離棄神的惡, 向別神燒香
2.神對猶大的審判與預言(耶 2-10 章)
1.宣講猶大的背道(2 章)
兩件惡事: 離棄活水的泉源, 為自己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2:13,17:12-14)

2.聖殿訓諭
a.當站在殿的門口…….(7:1-4)
b.離棄虛假的信仰:當改正行動作為
不要倚靠虛謊的話: 說這是“耶和華的殿”(7:4, 10-11, 14)
示羅? 耶路撒冷?
神的忿怒: 以別神代替真神
以獻祭代替聽神的話(7:23)
以可憎之物污穢聖殿
c.先知的哀歎(8:21-9:1, 9:10, 10:23-25)
認同(因我百姓的損傷, 我也受了損傷)
代求(我好為我百姓哭泣, 求神從寬懲治我)
d.頌讚神無人可比
3.耶利米的哀嘆與呼求(耶 11-20 章)
3-1 聖約：當聽這約的話
*列祖：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從埃及地領出(出 6:2-8, 19:4-6)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耶 7:23, 11:4, 13:11,24:7,
30:22, 31:1, 31:33, 32:38)
* 背約就受咒詛與災禍(11:8-13)
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全國)同謀背叛
“拔出、拆毀、建立” 耶 12:14-17
*以色列人: 葡萄園, 橄欖樹(12:10, 11:16, 賽 5:7, 羅 11:17-24, 26-29)
*神的應許: 16:14-21
從北方上來再入列祖之地
召許多打魚的, 打獵的
3-2 異象：
3-2-1 麻布腰帶： (實質的象徵性比喻) 買, 藏, 取出,
伯拉河(幼發拉底河)(創 2:14, 王下 23:29, 24:7, 耶 13:4-7, 46:2,
51:63)
原文 Perath—巴拉(書 18:23)
腰帶緊貼表明以色列和猶大家是屬神的子民,變壞的腰帶喻意神要敗
壞他們的驕傲,被擄即將臨到
3-2-2 酒滿壇：(象徵性比喻)
表明神忿怒的酒使他們要遭毀滅
3-2-3 乾旱之災：地土受到災禍, 無雨降下
3-2-4 窯匠摶泥：(實質的象徵性比喻)
用泥作器皿雖壞了, 卻不丟棄, 另作器皿

3-2-5 打碎窯匠的瓦瓶: 表明災禍必然臨到
4.耶利米與君王及假先知(耶 21-39 章)
1) 神的命定
A. 被擄及審判必定來到
A-1 對君王的預言
1. 對西底家的豫言(耶 21:1-14, 52:1-11)
vs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對沙龍(約哈斯)的豫言(耶 22:10-12)
vs11-1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對約雅敬的豫言(耶 22:13-33, 36 章, 45:1-46:2)
vs1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對哥尼雅(耶哥尼雅)的豫言(耶 22:24-30, 24:1, 52:31-34)
Vs28,3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2 異象:
兩筐無花果(24:1-10)
a. 極好的—表明被擄到迦勒底之地的人, 必經歷實質與靈裡的再建立
b. 極壞的---表明西底家及留下的百姓必遭在萬國中拋來拋去的災禍
B. 神對耶利米先知的委任與命定
1. 在聖殿奉主名說豫言性命受威脅
*烏利亞說預言卻殉道
2. 以索與軛比喻列國要服事巴比倫
-- 列國要服事巴比倫
-- 猶大要服事巴比倫
-- 殿中的器皿要歸巴比倫
-- 反對這信息的遭審判
*表明神至高的權柄, 行使 與警告
C. 假先知必受罰
假先知 ?
1.
藉巴力說豫言, 使百姓以色列走錯了路(23:13)
2.
以虛空教訓, 出於自己不出於神, 沒有被神打發(16, 21)
3.
使百姓忘記神的名( 23:27)

4. 假先知: 哈拿尼雅(28:1-17)
亞哈, 西底家(29:21-23)
示瑪雅(29:24-32)
D. 復興的應許(彌賽亞的預言)
末後的日子.....
a. 猶大和以色列(30:4-22)
被擄 70 年歸回(25:8-11, 29:10-14)
以色列不會完全毀滅(30:11, 31:7)
b. 以色列(以法蓮)(30:23-31:22)
以色列民歸回故土(30:10, 31:1-39)
c. 猶大(31:23-26)
新約的立訂(31:31-33, 32:38-40)
彌賽亞的降臨(33:15-16)
(二)被擄後的預言(40-52)
1. 預言應驗的日子
A.耶路撒冷被圍困(耶 34-38)
A1 預言西底家被擄(34:1-7)
*耶路撒冷、拉吉、亞西加正受巴比倫攻打
A2 百姓仍犯罪(34:8-22)
*立約宣告自由後又毀約
A3 利甲族順服先祖約拿達的吩咐而蒙福(35:1-19)
A4 約雅敬與耶利米(36:1-32)
*約雅敬四年耶利米召巴錄記錄神的話
*約雅敬五年宣告禁食
*約雅敬燒書卷
*被神隱藏未被捉拿
A5 耶利米與西底家王(37:1-38:1-28)
*耶利米勸其投降迦勒底人而被囚於牢
B.耶路撒冷倫陷(耶 39)
*西底家王 11 年 4 月 9 日城被攻破
*百幸被擄至巴比倫, 只剩下最窮的留在猶大地
C.城陷後的光景(耶 40-44)
1. 巴比倫善待耶利米, 以伯米勒蒙神允拯救(39:11-14)
2. 基大利作省長, 後被以實瑪利所殺(40:1-41:3)
3. 耶利米對留耶路撒冷之人的信息(42:1-22
4. 耶利米被帶下埃及(43:5-7)
5. 耶利米對移居埃及者的預言(44:11-30)

D. 異象：法老宮門的磚石(43:8-13): 表明巴比倫要打碎埃及

2. 對列國的預言
A.對巴錄的信息(45:1-5)
B.對外邦九國的預言(46-51)
1. 埃及
* 46:26
2. 非利士人
3. 摩押
*48:47
4. 亞捫
*49:6
5. 以東
6. 大馬色
7. 基達,夏瑣
8. 以攔
*49:39
9. 巴比倫
C. 對以色列的應許
1. 46:27-28
2. 50:4-5, 17-20, 33-34
3. 51:19
三. 結語：耶路撒冷被攻陷 (52)
四. 耶利米哀歌（1-5 章）
這卷「耶利米哀歌」的希伯來文名稱是「何竟」（eichah），就是希伯來聖經耶利
米哀歌起頭的第一個字。代下三十五 25 提及耶利米先知為約西亞王之死而作的哀
歌，又說明這哀歌已被記錄下來，並且已「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此書是用在紀
念耶路撒冷城毀滅的日子，也就是猶太曆的五月九日（亞筆月）宣讀整卷「哀
歌」。目前，還是有猶太人站在「哭牆」前面誦讀這卷「哀歌」，紀念主後七十年
耶路撒冷聖殿被羅馬將軍提多所毀。
這本「哀歌」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全部用詩歌寫成，且五首詩歌中，除了第三
首有六十六節外，其餘的四首詩歌每一首都是廿二節。第三首的六十六節剛好是廿
二節的三倍。與希伯來文字母是二十二個相符合。這種方式的詩歌稱為離合體。
五首哀歌
第一首哀歌: 是哀悼耶路撒冷的居民被擄，以及該城的荒涼結局
何竟罪帶來痛苦 神的公義

第二首哀歌: 耶利米哀嘆耶路撒冷城淪陷、被毀壞的景況
主不記念祂的腳凳
主如仇敵
真偽的先知
懇求的呼喚
第三首哀歌：先知耶利米的自述，祈求、相信上帝必定會拯救
1. 耶利米自述受苦
2. 祈求
3. 相信上帝必定會拯救
第四首哀歌：過去輝煌的耶路撒冷城和如今已成廢墟的耶路撒冷城相對照
1.今昔之比
2.以東必不得逃脫
第五首哀歌：祈求上帝憐憫、寬恕祂的子民
1. 祈求上帝憐憫（五 1-10）
2.神永遠的寶座（五 19-22）

四.以西結書
以西結身處於聖殿被毀前，被擄至巴比倫的祭司與堵破口的先知， 也是唯一被稱為
人子的先知。神藉以西結向被擄猶太人傳達神對罪的刑罰及安慰，預言耶路撒冷敗亡
之後，分散的以色列餘民將再回來，重建聖城、聖殿，神的榮耀要回到殿中。
從以西結書可學習先知與代求者、異象與預言、神的約與神的殿、神的靈與復興、醫
治與牧養等。使我們在這末世能站在破口防堵，期待神的榮耀、神的殿、神的城要恢
復，成為耶和華沙瑪（耶和華所在）。
背景 (王下 24:10-16; 25:1-21; 代下 36:1-16; 但 1:1)
當時北國已被亞述帝國所滅有 120 年之久, 猶大國正值約雅敬為王時,是巴比倫的
屬國. 主前 605 年第一次被擄, 但以理在其中(王下 24:1- 7)主前 597 年第二次被
擄, 以西結在其中 (王下 24:8-16), 雖然神藉先知不斷呼喚悔改勿拜偶像, 但卻更加
不肯棄絕偶像, 終於在主前 586 年, 西底家年間第三次被擄, (王下 24:18-20;
25:1-21) 也被巴比倫完全攻陷耶路撒冷, 猶大人被擄去離開本地.
以西結其人—原希伯來文之義是 “神堅固”

1. 具有祭司(1:3)及先知(2:3-5)的雙重身份
2. 是有家室的人( 24:15-18)
3. 是被擄時期的先知(1:1)
a. 以西結與但以理(結 14:14,20; 但 1:1)
以西結被擄時, 但以理已被擄在巴比倫宮中
b. 以西結與耶利米
他們是同期的先知, 耶利米是在耶路撒冷作先知, 而以西結是在
被擄之地作先知, 但他們都是傳達猶大必因罪受罰
以西結書與啟示錄
以西結所見異象與約翰所書寫啟示錄中之異象類同處
四活物 (結一; 啟四) 哥革與瑪各(結三八; 啟二十)
喫書卷(結三; 啟十) , 新耶路撒冷(結四十-四八; 啟二十一)
生命河(結四七; 啟二十二)
以西結書中的基督: 祂是那四個臉面的人子(結一: 4-10，10:14，20)
馬太福音：獅子－以獅子的特點表明耶穌是君王
馬可福音：牛－以牛的特質表明耶穌是受苦的僕人
路加福音：人－以人的一面表明耶穌是憐憫的救主
約翰福音：鷹－以鷹的特質表明耶穌有屬天的神性
本書的鑰詞
1. “就(必)知道我是耶和華”
2.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 耶和華如此說; 這是耶和華說的
3. 靈; 耶和華的靈; 活物的靈
4. 耶和華的榮耀
5. 以色列剩下的人(餘民)
6. 人子
本書特色:
1. 年代清楚

2. 異象—三個異象
a. 結 1:1-28

神榮耀的彰顯(被擄 5 年 4 月 5 日)

b. 結 8:1-11:25 神榮耀的離開(被擄 6 年 6 月 5 日)
c. 結 40:1-48:35 神榮耀的再臨(被擄 25 年 1 月 10 日)
3. 預言 (直接 寓意 表記 比喻 謎語 行動表徵)
大綱
1. 耶路撒冷被毀之前
a. 以西結見異象承接使命

1:1-3:27

b. 預言耶路撒冷的受審及被毀

4:1-24:27

2. 被擄時期
a. 預言外邦受審

25:1-33:20

b. 預言神榮耀的再臨及耶路撒冷的復興 33:21-48:35
以西結所見異象的時間表：
第五年四月五日 約雅斤王被擄
結 1:2

第五年四月五日（今曆七月）

主前 593 年

結 8:1

第六年六月五日（今曆九月）

主前 591 年

結 20:1

第七年五月十日（今曆八月）

主前 590 年

結 24:1

第九年十月十日（今曆正月）

主前 587 年

第九年十月十日耶路撒冷開始被攻
結 26:1

第十一年五月一日（今曆八月）

主前 586 年

結 29:1

第十年十月十二日（今曆正月）

主前 586 年

結 29:17

第二十七年正月一日（今曆四月）

主前 570 年

結 30:20

第十一年正月七日（今曆四月）

主前 586 年

結 32:1

第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今曆三月）

主前 584 年

第十一年四月九日耶路撒冷傾亡
結 32:1

第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今曆三月）

主前 584 年

結 32:17

第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今曆三月）

主前 584 年

結 33:21

第十二年十月五日（今曆正月）

主前 584 年

結 40:1

第二十五年一月十日（今曆四月）

大綱
一. 耶路撒冷被毀之前
第一個異象 (神榮耀的彰顯)
1. 以西結承受異象與使命
2. 預言耶路撒冷的受審與被毀
先知與代求者
第二個異象 (神榮耀離開耶路撒冷)
1. 預言耶路撒冷受罰與被擄
2. 對耶路撒冷的異象與預言 12:1-24:27
(1) 被擄受審的預兆,真假先知
(2) 背逆的歷史與刑罰
二. 耶路撒冷被攻
預言外邦受審（結 25-32 章）
三. 耶路撒冷城破（結 33-39 章）
1. 預言以色列復興的盼望
(1) 醫治與牧養(真假牧人)
(2) 神的靈與復興 (枯骨復生)
第三個異象 (神榮耀的再臨) （結 40-48 章）
2. 預言聖殿的重建
(1) 屬靈爭戰
(2) 祭司國度的恢復
3. 預言地業的恢復
(1) 水往東流
(2) 耶和華沙瑪(耶和華的所在)

主前 572 年

1:1-3:21

4:1-7:27
8:1-11:25
12:1-17:24
18:1-24:27
25:1-32:32
33:1-36:38

37:1-39:29
40:1- 42:20

43:1-48:36

五. 但以理書
係根據本書中最主要人物但以理命名，且書中多次以「我但以理」(參七 15，28；八 1，
15，27；九 2，22；十 2，7 等)自稱，可見本書作者非但以理莫屬。他歷任巴比倫、瑪
代、波斯數朝高官，先後歷經尼布甲尼撒王、伯沙撒王、大利烏王、古列王，堅守對神的
信仰，在外邦人中有美好的見證。他在《以西結書》中，曾被神特別提名與挪亞、約伯並
列(結十四 14，20)；又被視為智慧人，能知奧祕事(結二十八 3)。
「但以理」的原文字義是「神是審判者」或「我的神是審判者
本書兩個主要信息：至高的神是掌權者，祂又是審判者。
(一)神是掌權者：正如尼布甲尼撒王所作的見證，「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四 17)。
祂掌管人類的歷史，各國的興衰和各人的起落，都由神命定；「祂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
誰」。祂也安排一切人的地位和任務，又保守祂所使用的忠僕平安度過患難和攻擊。

(二)神是審判者：正如但以理這名的原文字義，「我的神是審判者」, 祂在人類中間施行
審判。是祂審判猶大的背叛，是祂審判尼布甲尼撒王的驕傲，是祂審判伯沙撒王的褻瀆，
是祂在將來要審判萬國、萬民、以及撒但和牠的使者。
表明以色列的神是至高掌權者和審判者，教導神子民在被擄之地，雖然因離棄神而遭受外
邦人殘害，但只要他們肯悔改歸向神，這些征服他們的列國終必衰敗，神必復興以色列國。
神子民受懲罰只是一時的，等外邦人的日期滿足，神要在祂子民中間建立永遠的國度。
鑰字:
異象 (一 17；二 19，28；四 5，9，10，13；七 1，2，7，13，15；八 1，2，13，16，17，
26，27；九 21，23，24；十 1，78，14，16，17；十一 14)

奧秘 (二 18，19，27，28，29，30，47；四 9)
大綱
一、但以理的經歷與異象(一至六章)
1.但以理和他三位同伴拒食御用酒膳(一章)
2.但以理解尼布甲尼撒巨像之夢(二章)
3.但以理的三位同伴在火窯中遊行(三章)
4.但以理解尼布甲尼撒大樹之夢(四章)
5.但以理解伯沙撒所見牆上文字(五章)
6.但以理在獅坑中蒙保守(六章)
二、但以理所見異象(七至十二章)
1.四獸的異象(七章)
2.公綿羊和公山羊的異象(八章)
3.七十個七的異象(九章)
4.南王北王爭戰的異象(十至十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