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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先知書概論 
第一课（上）：舊約先知書導論 

 
我们这门课是先知书概论，旧约先知书是一般人比较少读，或是

读了也不太清楚的一些旧约的经典，先知书我们很少去读它，有几个
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内容实在太多，单单以赛亚书的内容，就
比保罗所有书信加起来还要多，而且这些先知书写作时间，都是离现
在两千七百年到两千四百年前写的，当时文化历史背景我们都不太清
楚，所以我们读旧约先知书时候，常常不太清楚他所讲的内容，那我
们怎麼样子在十九堂课之内把这先知书讲完呢？我们所采用基本的
方式是要用归纳法，而且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不会讲全部的内容，我
们会选择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来讲。 

 
歸納法及演繹法 

什麼是归纳法呢？归纳法是从一些特殊的事实和个别的例子，经
过推理而得到的一个通则；与它相对就是演绎法，演绎法是从已知的
推论到未知的，从一般的通则推论到特别的个例，由一个前提，推论
到一个合邏輯的结论。 

读圣经基本上我们需要用归纳法的方式，去读出圣经里面所要告
诉我们的信息，然后我们才能够再去解释，再去推广它。可是在我们
這有限的时间内，怎麼样子可以把全部的先知书讲完呢？所以我们就
需要做有选择性的，选择性的。 
 
六個不可避免的鴻溝 

基于我们已决定采用归纳法的方式，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常常需要
在至少六个不可避免的鸿沟和难以了解的障碍上来搭建桥梁。因为先
知书写作的时间离我们现在是两千七百年到两千四百年这麼久，有一
些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不太清楚，所以我们需要跨越这一些障碍，跨
越这一些鸿沟，来搭建桥梁，至少有六个不可避免的鸿沟。 
 
歷史上的鴻溝 

第一个是历史上的鸿沟，举个例子，在何西阿书九章九节讲到说：
「以法莲深深地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
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那什麼是基比亚的日子呢？答案你可以在
士师记十九到二十章里面找到。另外的例子是在阿摩司书一章一节：
「当犹大王乌西雅，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
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司得默示论以色列。」那你就會问
说，哪一个大地震呢？你也可以参考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五节说：「必
如犹大王乌西雅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表示在当时，乌西
雅年间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地震，所以后来人就拿这一件事情，来作一
个年代的指标，所以提到年代的时候，他就提这件大地震来作为一個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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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鴻溝 
另外第二个鸿沟呢？就是所谓的文化上的鸿沟，我们需要知道当

时的文化背景，当时的生活方式，我们才有办法了解圣经里面所写的
一些描述，举个例子，像何西阿书七章第八节：「以法莲与列邦人搀
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 

这就讲到当时人烤饼的方式是，他把面摶成面团以后，把它铺平，
然后用火去烧石头，烧得热以后再把面放在那个石头上面去烤，如果
面烤一阵子之后，你需要把它翻过来，不然的话，会一面烧焦一面是
不熟，所以他形容说，以法莲跟外邦人之间搀杂，就好像烤面一样，
他没有去翻，所以一面是烧焦，一面是不熟的。同样你如果看以西结
书二十一章二十一节，以西结里描述说：当尼布甲尼撒王要来攻打耶
路撒冷的时候，神会给他兆頭，告诉他说，攻打耶路撒冷是一个吉兆，
所以他是怎麼做呢？ 

你看二十一节怎麼说：「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
上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像，察看牺牲的肝。」他摇签原名叫摇箭，
意思就是说，他如果要决定攻打两个地方，耶路撒冷或是推罗，他就
去摇那个签，摇出来的结果发觉，耶路撒冷是比较好，所以他就决定
去攻打耶路撒冷，完毕以后他就会杀一只羊，要献祭而且要看那个羊
的肝，不是说我们看肝，是决定說今天晚上要吃红烧还是清炖，不是
这样，他看羊的肝，是看羊肝的颜色是不是鲜红的，如果是鲜红的，
就表示是吉兆，如果是黑色的话，就表示是一个凶兆，他就决定说，
攻打耶路撒冷是一个吉兆，以西结这里讲是说，神会让尼布甲尼撒得
到一个吉兆说，攻打耶路撒冷是一个吉兆，所以他会去攻打耶路撒冷。 
 
語言上的鴻溝 

还有就是语言上的鸿沟，因为当时用希伯来文写，希伯来文也是
慢慢发展的，所以他会用一些当时的一些讲法，一些发音，把它翻过
来，像举个例，何西阿书二章十六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
伊施，」伊施後來我们把翻译，就把它翻译成“我夫＂的意思，「不再
称呼我巴力」，巴力就是“我主＂的意思，在当时他们外邦人拜神就
是称呼他们的神为他们的主，所以他用巴力，所以我们说拜巴力，就
是这个意思。 
 
地理上的鴻溝 

还有就是地理上的鸿沟，举个例，像何西阿书二章十五节他讲到
说：「又赐他亚割谷。」那你就问他说，什麼叫“亚割谷＂呢？你就要
去看约书亚记七章二十六节：讲到亚割，“亚割＂是连累的意思，这
里讲说，「又赐她亚割谷作为指望的门」。那这里是有什麼背景，你就
需要去看，当时人为什麼称那个地方为亚割谷呢？因为那时候有一个
人叫亚干，他因为私藏了一些掳物，没有全部交出来，所以后来神就
惩罚他，叫犹太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在亚干的身上堆了一堆的石头，
所以那个地方就被称为亚割谷，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七章的二十六
节；这里这麼说：「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堆大石头，直存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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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割谷，直到今日。」
所以“亚割＂就是连累，因为亚干他因为私藏了一些掳物没有交出来，
所以就连累了以色列人被打败，后来他被打死以后，那个地方用石头
堆起来，它就成为亚割谷。 
 
生物上的鴻溝 

还有一个是生物上的鸿沟，因为在圣经里面描述一些百合花，橄
榄树，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在这个现代的生活环境的人，其实不太
清楚，在以色列那些百合花，橄榄树，黎巴嫩的香柏树是长得什麼样
子的？ 
 
心理上的鴻溝 

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心理上的鸿沟，我们很难去了解
说，先知写那些书他的心态，所以我们需要跨过这一步是最难的，因
为我们需要有先知同样的心，穿他同样的鞋子，我们才有办法体会，
他所说的话的意思，举个例，像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八节，在那里说：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
如押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那你
读这个的时候，你就需要去体会何西阿，神要他娶一个淫妇，但是淫
妇后来离开他。你要有这样的心情，你读他写的书时候，你才有办法
体会到他的心态，你才有办法体会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但是以色
列人却悖逆他，好像一个淫妇一样去跟别人，那种心情。同样的例子
你可以看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节，还有二章十五节，这是最难的，我
们要在心理上，突破这个鸿沟，我们才有办法体会到這个先知书所要
讲的信息的意义。我们读先知书的话，最怕就是我们读了半天，心理
上没有什麼感动，对犹太人他們所遭遇的事情我们没有什麼感动，读
先知书最难的，就是心理上這个鸿沟，我们需要跨越。 
 
我們對先知和他的信息有甚麼期望？ 

那我们对先知书的信息有什麼期望呢？有很多人读先知书，他只
是想知道预言哪，希望能够知道将来我要发生的事情，他就可以比别
人更聪明，但是我们读先知书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
们能从先知和他的信息中学到什麼东西呢？你可以看彼得前书一章
十到十三节，还有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里神会告诉我们，
先知是怎麼样子的人，他们所说的信息对我们有怎麼样子的性質： 

(彼前一章)「10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11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
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麼时候，并怎样的时候。12他们得
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
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13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
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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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后一章)「19 我们並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
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
是好的。20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
的；21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
话来。」 

 
第二点我们需要问说，知道未来，将会对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

大的实用的价值。虽然先知所讲的大部分都不是预言，但是我们却一
点都不敢低估，他们所讲的关于未来异象的重要性，就是彼得、保罗
和约翰这三位使者都深深的强调，我们若知道将来会发生的某些事情
的话，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非常实际的影响，下面有几个经节就讲
到说，如果我们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的话，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会有
很深远的影响。 

 
我们来举个例子，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他这里说：「我们这

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是什麼
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知道将来有永远的荣耀，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
楚，对我们就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同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
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
不是徒然的。」 

他这里也讲到说，我们如果知道说将来神会给我们赏赐，那我们
现在在主里的劳苦，我们就可以比较愿意，能够真的是忍受，而且愿
意去承当。 

 
同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八节，他也讲到说，我们将来有一

天我们身体要改变，我们这属肉体的事情会毁坏，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属肉体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同样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也讲到说，当主来的时候，一切都
会改变，所以既然是这样，第十一节就说： 

「那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
虔。」 

 
就讲到说，我们如果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影响到我

们今天的生活。所以我们读完这些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些所谓的预言，
有一个比较有理智的想法，不会感情冲动。现在很多人很流行，他要
说预言的，他主要讲说你将来会发大财啊，或是你将来会成为名人呐，
讲很多这样的预言。这些东西基本上不是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主要信
息。 

第二个，神让我们藉着这些先知，或是这些使徒，告诉我们一些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目的是要我们在今世、在世上，能够过一个敬虔
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从先知和他的信息，我们需要学到这
些教训，这些信息的目的，不是要只是增加我们的知识，这些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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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在今世过个敬虔的生活。 
 
先知和預言 

我们继续看下去，讲到先知和他所说的预言，那什麼叫先知呢？
先知是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未卜先知一样？圣经里面希伯来文
先知有三个字，在圣经里面它常常翻译成为，先知，或是先见，你如
果参考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这里把这个三个先知的字全部列
出来。知道这些字的意义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说先知是什麼样
子的人？那这几个形容先知的头衔，基本上是有三个字，这三个字是
这样：第一个字是指“宣告＂的意思，就是说先知他的职责，就是作
宣告的工作，那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讲“守望者＂，守望者，那什麼
叫守望者呢？就要知道当时的文化背景。当时是这样，他们每一个城
为了要防御敌人来攻击，所以他就筑了城墙，大部分人都居住到城外，
那城墙中盖一个特别高的高塔，有一个人在那边专门守望，他作两件
事情，他看城内有没有发生什麼意外，像火警之类的事情，或是看城
外有没有什麼敌人来入侵。当他发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需要宣
告，要告诉城里城外的人，要赶快躲避，要赶快去救火，所以先知基
本上就是一个民族的守望者，而且是一个民族的宣告者。所以你如果
看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九节，他讲说： 

「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
迦得的书上。」这个先见和先知，还有先见，就是这三个字，这三个
字，希伯来文是这三个字。 

同样在下面有一些同样的经节，你也可以找到这个头衔的经文，
所以我们记住，先知他的头衔基本上是一个守望者，他观看城内外的
情形，而且要解释他所观看到的现象，所以看到危险的时候，他需要
向城里的人呼喊报警，所以神对先知有一个责任，他交给他一个责任，
他需要向他的民族警告，他民族所将要遇见的危险，要他的民族能够
改正他们现在所做的错误，所以先知如果不讲的话，就像那个守望者，
看到危险他不讲的话，他需要受到重重的处罚，所以我们知道说，先
知他的目的并不是说讲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的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作一个民族的守望者，作民族的警告者，警告民族，他们是不是
走偏了，或是走偏离神的道路。 
 

在今世代的我，先知书是不是也对我说些什麼呢？我们读圣经的
时候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说，到底旧约圣经对我有什麼意义？旧约圣
经是写给以色列人民的，我现在已经在新约的时代，这先知书对我有
什麼意义？以下这些观点非常重要，你需要去一再反复的思考，因为
这牵涉到我们要怎麼来看旧约，而且看旧约先知书对我们的意义的时
候，我们需要记住这几个以下的观点，这些观点非常重要。 

 
第一就是，神从来不改变，因此在先知书里面所说的，关于神所

有的事也都是对我说的，我们常常讲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
有人是这样的批评，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不改变的，旧约的神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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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子，有什麼样属性，他在新约也是一样的，有同样的属性，所以在
先知书里面有关神属性的所有的事情，也是对我说的，因为神是不改
变的，你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这经节里面说的有哪一些关于
神的事情呢？ 

五十七章十五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
说：我住在至高至圣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
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他这里讲到神的属性，他的性格，他是什麼样子的性格呢？他是
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的性格，那他的作为呢？他怎麼样回应这些
人呢？他会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所以这些描
述神的属性的经文，也是对我说的，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以前喜欢
那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今天也是一样，不会说因为我们在新约时代，
我们现在受的教育比较多了，所以神就喜欢那些比较骄傲的、比较聪
明的人，不是这样的。神也是与那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这是有
关神的属性。 

 
第二，如果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况与当初的读者相同，那麼神对他

们所说的，也都是对我所说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所处的境况和
当时的读者是一样的话，那先知书里面对当时人所说的话，也是对我
们说的，例如说：你是神的小羊吗？那麼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一节就正
是对你说的， 

第十一节他说：「他必象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
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还有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六节，那里面所讲到万民，应该是指所有
神的子民，那我们是不是？那万民当然也包括我们了，那也就表示这
应许也是给我们的。 

二十五章六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
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 

 
当时犹太人对他们来讲，最好吃的珍馐美味就是肥甘，所谓的肥

甘就是骨髓的肥甘，牛的，牛骨中间的那骨髓的肥甘，而且陈酒，放
了很久的酒，所以神就用这两样东西，来形容当在神的国度里面時，
神会用这两样东西来设摆筵席，来款待这些人，今天也许你会说，我
因为胆固醇太高了，所以不能吃太肥的，那是今天的問題，不過当时
因为他們的劳动量很大，所以他們需要用比较营养的肥甘，来补充身
体的能量不足，所以神用这两样东西来形容他摆设的筵席是怎麼样子
的丰富，那这样的话，他这个万民也是指我们，那你可以参考哥林多
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还有启示录十九章九节，还有二十一章四节。 

 
第三个也很重要，如果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况与当初的读者不相同，

我们仍然需要去找出他们当初所应当看见的，“千古不变的原则＂，
这句话怎麼说呢？假如说约拿和但以理他們年老的时候，他們有孙
子，那他們会告诉他們的子孙说，将来你们要从我们祖父辈的经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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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学到哪一些千古不变的原则，哪一些教训呢？神对当时的人讲了
很多的教训，是适合给当时代的以色列人，但是中间有一个千古不变
的教训，他所讲的内容不適合我们，但是我们也需要找出那些千古不
变的教训。 

 
第四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把圣经的教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那到底什麼是将圣经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呢？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
去发现圣经对我说什麼呢？不是！所谓应用，不只是说，只是发现圣
经对我说什麼，不只是这样，应用是我们对神真正的回应，是要将下
面两项的东西，在生活中实行出来，哪两样东西呢？ 

  
第一个，我们要把神直接对我们说的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

一和第二项，第一项就是神不改变，所以有关神的属性这些东西也是
对我们说的，第二就是，如果我们所处的处境跟当时的环境相同的时
候，神对他们说的也是对我们所说的。这两样东西能够在生活中实行
出来，或是第二点说，神那个千古不变的原则能够在生活中实行出来。 

 
怎麼样子把圣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这是什麼意思呢？严格的说，

除非我们真正的在生活中把他活出来，否则我们根本是没有应用出
来，应用是真正的行出来，不仅仅是知道该如何应用而已，我们引用
新约的意思来解释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情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说我们
读了很多圣经，那我们需要把圣经的教训应用出来，但是我们常常的
做法只是，我们去了解他，我们只是说应该怎麼做，但是从来不愿意
做。你如果查考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他那里这麼说：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
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我们现在的情况跟当时不一样，当时他们拥有圣殿，他可以到圣
殿去献祭，我们现在没有，所以我们就应该去找他们所遵守的，那个
不变的原则，就是我们刚刚第三项所讲的，千古不变的原则，例如說，
你不关心弟兄姊妹，神就不会接纳你所献的礼物，我们可以将这个千
古不变的原则，就进一步变得与我个人更有关系，就是说，如果我昨
天得罪了朋友，就应该先去改正我的錯失，否则就无权来奉献任何东
西给神，但这样是不是就是应用？不是，其实这不是应用，这只是我
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重新阐述这段经文的不变的原则，应用是指什麼
呢？是指说，当我真正的为我所做错的事情，亲自去向他朋友道歉，
那才算数。 
 
如何分辨先知的真假 

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怎麼要求以色列人，去如何分辨真
先知和假先知，现在人很喜欢作先知，他常会说，神给他一个异象，
告訴他什麼、什麼，那我们怎麼去分辨他的真假呢？我们可以从两处
的经文来做分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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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处在申命记十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他这里这麼说： 
「18 我必在他的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象你。我要将当

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19谁不听他奉我
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20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
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死。21你心里若说：
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22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
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
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他这里讲说，神要我们怎麼分辨一个先知的真假呢？分辨的方法

就是说，这个先知托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应验，
百分之百的应验。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他是先知，讲很多预言，然后
他中间有一个预言应验，哦，他就以為很了不起，他就到处去宣讲，
他讲预言应验了，在旧约里面，神要以色列人分辨先知，就是要百分
之百的应验， 

 
还有呢？我们怎麼分辨一个先知的真假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

则在申命记第十三章一到五： 
「1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作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2 对

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它吧！他所显的神迹
奇事，虽有应验，3 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作梦之人的话，因为这
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
神不是。4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
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5 那先知或是那作梦的，既用言语叛逆
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
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
从你们中间除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有人他晚上作梦，他说他梦见神封

他作弥赛亚，作基督，就要大家拜他，也许她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
是神在这里讲说，你不要因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就去相信他而且去拜
他，为什麼呢？因为这是耶和华要试验你们的，所以很重要就是，任
何先知或是作梦的，如果要引导你去拜别的东西，而不是去拜耶和华
神的话，那这个所谓的先知或者作梦的，基本上不是从神来的，是神
让他去行神迹奇事，为了要试验我们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原
则非常重要，尤其在中国，有很多人她号称他作到异梦了，然后要人
去拜她，所以我们是要非常小心的。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有遇
到其他一种试验的方法，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麼敢确定说，圣经里的先知不

是犹太人中犹太人的巫师啊，或是靈媒，或是术士，或是魔术师呢？
你如果注意到但以理书二章二节中所提到那一些人，因为我们怎麼知
道说：这个犹太人的先知是不是也是类似，像我们中国人所说跳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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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被鬼附的那一些人，占卜的那些人，是一样、一類的人？那个钥
匙就是在申命記十八章十到十四节里面，他这里这麼说， 

「10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
用法术的、行邪术的、11 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12

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
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13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
作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兆的和占卜的，至于
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 

 
我们知道，神是非常忌恶这些所谓的观兆占卜的，交鬼的这一些

人，还有行巫术的，用法术的这一些人，所以旧约的先知不是这一类
人，他是特别的，神特别拣选的，在圣经裏，先知他讲事情的时候，
很少有神志恍惚或是灵魂出窍的经历，当然也有例外，就像以西结书
的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非常少见的一个例子，或是你参考哥林多后
书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 

以西结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这麼说：「1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
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
上。2 我观看，见有形像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
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精金。3 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
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异象中，带
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坐位，就是
惹动忌邪的。」 

 
以西结那时，神给他一个异象，让他灵魂出窍，把他怎麼呢？把

他带到耶路撒冷，他那时人是在巴比伦，在旧约先知书里面也有这种
情形，但是这种情形就比较少，大部分情形，先知在讲预言的时候，
他都是神志清晰的，都是神志清晰的，同样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
一到第四节，保罗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说： 

「1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
启示。2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3 我认
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4 他被提
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这里讲到，保罗他也有灵出像外的这种经历，但是这种情形也是
非常特别的，所以大部分的情景，当先知作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
他都是有他的原因的，这个和异教徒的，他们所謂鬼附身是不一样的，
所以神向先知启示话语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大部分是完全清醒的，是
非常正常的，这与异教徒先知常有鬼附身，神情恍惚的情形是完全相
反，那以西结在五章一到十二节中间作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時，看起来
是很奇怪，但你仔细观察一下就有发现，先知的行为仍然是充满了理
性，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但是到后来他都会解释他所做的。 

 
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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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什麼所有的鴻溝中，心理上的鴻溝是最重要，也是最難搭建橋
樑的？ 
 2.從希伯來文用來形容先知的字來看，先知的信息主要是針對哪些
事情？ 
 3.哪些先知書的信息也是對我們說的？如何讀先知書有哪四個重要
的觀點？ 
 4.舊約的先知與異教的巫師、靈媒、術士或魔術師有哪些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