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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講  先知書總論  

 

一、 舊約「先知」的定義 

「先知」的基本意義是指，把神的話語傳達給人的人，是舊約一種特定的屬靈

職分。 

 

A. 希臘文 

中文「先知」譯自英文「Prophet」。英文「Prophet」則是希臘文「προφήτης」

的音譯。Προ：可譯作「預告」(fore-tell) 或指「直接宣告」(forth-tell)。Willem A. 

Vangemeren論到先知特徵時指出，先知宣告的話語有 in time和 out time兩個層

面。指的就是直接宣告 (forth-tell) 和預告（fore-tell）。1 

 

B．希伯來文     

希伯來文主要有 5個名詞用來稱呼先知。這 5個名詞字源、字意不同，但指的

是同一類聖職人員；一般情形之下，是可以互換使用的同義詞。「從前以色列中，

若有人去問神，就說，我們問先見去吧！現在稱為先知的，從前稱為先見。」(撒

上九 9) 

1） 「先知」(נִָּביא = prophet) 

希伯來文聖經最常用來稱呼先知的一個名詞是 “נִָּביא”。根據早期希伯來文學者

William Gesenius的資料，這個字指男先知（包括假先知），共出現 306次，指女先

知 6次。2  

這個字的來源和意義，學者迄今尚無共識。Gary V. Smith 在 ISBE 就列舉了以

下不同說法：3 

1. 冒出聲音（bubble forth），指先知受感說話，好像從腹部發出的聲音，特別

是在進入恍惚狀態受感說話。 

                                                 

1 Willem A. VanGemeren, Interpreting the Prophetic Word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0) 18-19. VanGemeren 

said, “The prophets opened windows to the grand plan of God by which the eye of hope may have a vision of w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his people. The prophets spoke in time as they were human beings empowered by the Holy 

Spirit to speak God’s word in space and time. Yet the prophets spoke out of time as their writings reflect more than 

the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conditioned collection of Israel’s prophets. The Lord empowered the prophets by the 

Spirit to proclaim and write down the revelation he gave them as a witnes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2 BDB, 611, 612. 

3 Gary V. Smith, “Prophet,” ISBE III,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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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和華的靈進入的人（entered by a spirit），指受耶和華的靈感動的人。 

3. 「宣告」（announce）指先知宣告神的話語，源自阿拉伯語類似的字根；或

「說話或傳揚」 (speak or proclaim) 指先知宣告或傳揚神的話語，源自阿卡

迪語類似的字根。 

4. 「呼召」（called）指先知是神所呼召的人。 

 

David L. Petersen把以上的含意綜合在一起，給這個字定義為「蒙神呼召從事某

一事工的人。」4 

2）「先見」（ֹרֶאה = seer）之一 

舊約希伯來文另一個用以指「先知」的字是「ֹרֶאה」（先見）。是由常用動詞

 。轉變而來，指先知能見人所不能見，為一般人指示迷津（看見）「ראה」

3）「先見」（ֹחֶזה  = seer）之二 

舊約希伯來文還有一個用以指「先知」的字是「ֹחֶזה」，中、英文都譯作「先見」

（seer）。一個常用動詞 」חזה 」（看見）轉變而來。指先知能看到耶和華要他看見的

景象（異象）。例如，阿摩司七 12以後，總共出現了 8次之多。由同字根發展出來

的名詞，就指先知所看到的「異象」。 

4）「神人」（ִאיׁש־ ֱאֹלִהים = Man of God） 

由「人」（ִאיׁש）和「神」（ֱאֹלִהים）構成，含有「神聖的人」或「尊貴的人」之

意。中文和合本這個名詞出現 79次，是百姓對先知的一種尊稱。 

 5） 「術士」（Magician） 

還有一種人，社會學專家 Max Weber稱他為「術士」，這種人在申命記裡面是

神所禁止的，申十八 9-12。 

 

C. 先知的特質 

1. Max Weber的定義 

社會學專家 Max Weber 研究先知運動是從世俗的學術出發，但主要的資訊取自

舊約，很具參考價值。5 

                                                 
4 David L. Petersen, the Prophetic Literature (Louisville: WJK, 2002), 6. 

5 Max Webe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IV. “Prophet,” ), 特別是 46-47。 德文版 1922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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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我們必須知道，『先知』的定義是指擁有特殊屬靈稟賦的個人，出於他

的使命感，傳揚宗教教義或神的命令。」接著他又指出：「先知必須具有個人的呼

召，這是他與祭司最基本的差異。」綜合歸納出來，先知必須具有三個特質或條件： 

a. 具有特殊的屬靈恩賜或稟賦（Bearer of Charisma） 

b. 蒙召從事特定的使命（Called to a Mission） 

c. 公開傳揚蒙召的使命（Proclamation） 

Weber 特別提到，先知必須具有特殊的恩賜或稟賦（Charisma）。這個名詞的世

俗意思是吸引人注意力的「魅力」。在 Weber 的定義中，這個字還指先知具有讓信

徒信服並跟從的意思。 

Weber把先知分為兩類：「宗教的創立者」（founder of religion），就是開創一個全

新的宗教信仰。他以非基督徒的學者立場，認為摩西創立猶太教，耶穌創立基督教，

穆罕默德創立回教，瑣羅雅斯德創立波斯的祆教（被回教徒貶稱拜火教）都屬這類

先知。 

「宗教的更新者」（re-newer of religion），指喚起信徒對既有宗教信仰熱誠的那些

先知。這正是舊約先知一個最重要的功能。本文稍後將討論到以色列先知是以色列

信仰的守護者，也是以色列信仰的詮釋者，他們不是創立新宗教，而是更新既有的

以色列宗教信仰。 

 

 

二、 舊約「先知書」定義和分類 

 

A. MT與 LXX 

MT和 LXX內容完相同，但是分類不同。 

1、MT是馬索拉經文，也就是希伯來文聖經，分成 24卷、3大類，包括律法

書（摩西五經 Torah）先知書（Nabiim）和聖卷（Kitubim）。先知書又分為前先知

書和後先知書。前先知書是指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這 4卷書。在

LXX和基督教的聖經中，被稱為歷史書。 

2、LXX和基督教的舊約聖經分為 39卷、4大類，摩西五經、歷史書、先知書

和詩歌智慧書。歷史書又分為王國史和歷代志史，王國史等於希伯來文聖經的前先

知書，包括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和列王紀這 4卷書（希伯來文不分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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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所以只有 4卷）。歷代志史包括歷代志上下、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希伯來文

聖經稱呼王國史為前先知書，有時候讓人無法理解。之所以這樣稱呼的原因是，歷

史書是根據先知的神學觀點來寫的。所謂先知觀點，內容記載了許多先知的生平和

他們所傳達的資訊，所以被稱為前先知書。前先知書今天又被稱為「申命派歷史」

（「DtrH」，即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3、著書先知（written prophets）指以他們的名字為書名的先知；無著書先知

（non-written prophets）是指那些曾經在以色列歷史中出現的先知，但沒有以他們

的名字為名的書留下來。 

 

B、先知書的作者、口傳者、文本的編者 

1、作者：終極的、真正的作者是神。 

彼得後書一 21，「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

來。」 

提摩太後書三 16，「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

都是有益的。」 

基督徒相信聖經無誤，就是說，聖經在基督徒的信仰和行為上的教導絕對沒有

錯誤，  

 2、先知是神話語的出口 

從人的方面來講，聖經的作者是先知，但先知不一定執筆寫作，然而，這不

是說先知不寫作。 

例如，以利沙的資訊和神蹟是一個以色列國的小女子所作的見證傳到亞蘭人

（王下五 2-3）。 

以利沙所行的神蹟和所傳講的耶和華的默示，由以利沙的僕人基哈西傳講給

亞蘭人的將軍乃縵。 

文士巴錄將耶利米 23年所傳講的信息寫下來。耶三十六 4 

「巴錄就從耶利米口中，將耶和華對耶利米所說的一切話寫在書卷上。」 

這些書被約雅敬燒掉後，巴錄不但重寫了一遍，又另外加了許多相仿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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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本的收集者和編者 

個別先知的文本完成以後，文本的收集者何許人，已經無法可考查。經常被提

到的有三個階段，包括希西家（主前 700年左右）、約西亞（主前 622年左右）、第

五世紀末第二聖殿時期。 

● 第一階段，希西家時代（主前 715-687）。當時北國兵荒馬亂，主前 722年北

國被消滅，許多先知和利未人從北國逃到南國。這些人把有關的古以色列信仰和傳

統的文獻帶到耶路撒冷，促成了希西家時代的文學復興。考古學也發現，這時期耶

路撒冷有很多新的建築出現，據判斷，有可能是希西家為這些逃亡而來的人所建造

的；特別在箴言（二十五 1）裡提到，希西家的人，除了收集以色列古代信仰和傳

統文獻外，也收集了以色列人的智慧文學作品。 

● 第二階段，約 100年之後，約西亞（主前 640-609）在主前 622 年推動申命

記宗教改革運動，因為這一年他在修理聖殿過程中在耶和華的殿裡發現一本律法

書。這本律法書一般認為就是申命記，約西亞的改革是根據申命記的內容進行的。

所謂申命記派的歷史，應該在這個時期已經開始。 

● 第三階段，申命記學派的歷史，所謂 DtrH是 Martin Noth提出，針對被擄以

後猶太人所編輯的，說明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擄、國家被滅亡，乃是因為他們違背了

申命記的原則。一般認為，舊約的文本大部分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我們的舊約先

知書除了最後的瑪拉基書和幾卷不確定的經文以外，應該也是在申命記學派歷史編

輯時完成的。 

●（comments）和更新（updating） 

David L. Petersen特別提到，在這收集和編輯的各個階段中，都有編輯者所

作的註釋和更新。例如，撒上九 9就是更新的註解，現在叫作先知，以前稱為先

見。巴錄加上許多相仿的話，也是註釋和更新。這些註釋和更新，原則上都是按照

先知所傳達的神的默示進行的，所以也可以稱為是神所默示的話語。以前的學者致

力研究哪些部分是先知原始的話語，哪些部分是後來編輯者所加的註釋和更新，然

後將這兩種情況加以區分。其實是不必要的，既然同樣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出於

神，就都應當具有正典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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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先知與歷史  

A、在歷史中遇見先知 

1、先知的使命是對他的時代傳講神的話語 

要瞭解先知傳講的資訊，必須瞭解他的背景。 

研讀先知書應從當時的歷史來遇見先知。先知的思想、傳講的資訊，無可避免

地受到他所處時代的影響。現在流行從社會學角度研讀先知書。 

 

2、在先知所處的歷史情境中遇見先知 

這是認識先知傳講資訊所不可缺少的。這樣才可以瞭解他們「為何」說這些話，

為何「如此」說，以及這些話內容的「含義」。生活在 21世紀的今天，讀者倘若不

瞭解先知所處的歷史環境，只是按照表面來讀，就無法完全認知先知書的資訊。 

 

3、認識先知服事的時間和空間 

有三條可能的進路。 

● 第一，通常在小先知書的開頭，會介紹先知是在甚麼人作王時領受神的心

意，他住在哪裡，甚至提及他的家世背景。例如，阿摩司書。 

● 第二，有些先知書沒有註明這些資料，但是可以從資訊內容推測出先知傳講

的時間和地點。例如，俄巴底亞書（以東）。 

● 第三，沒有開場白提供這方面的資料，從內容也無法推測先知事奉的時間、

地點，只有少數幾本先知書屬於這種情況。 

12本先知書中，大部分可以從第一條和第二條進路，來認知先知服事的時間

和地點。 

 

4、從先知服事的時間可以認知國際情勢 

先知書開頭提到以色列、猶大君王之名和年代表，可查其年代。新亞述、巴比

倫、波斯留有官方編年史、紀念碑。在這種大環境之下，我們可以更多瞭解先知的

資訊內容含義。例如，阿摩司責備巴珊的貴婦，然後預言她們將被擄，我們必須要

認識那時候亞述帝國已經掀起，亞述的軍隊橫掃古代近東一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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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認識先知所處歷史背景中的國內情勢 

    耶戶王朝的外交、商業、政治、宗教政策與阿摩司和何西阿的預言存在關聯。預

言內容包括色列人將被擄，最後神的愛還是會把他們接納回來。如果我們不知道當

時國內的情勢，就無法讀得懂。 

先知們（特別是北國先知）一直都在責備，指責的對象是貪得無厭的政府，沒

有公平公義的法制，對於弱勢群體只有壓榨沒有愛心。例如，他們在伯特利的聖所

以及其他各地的聖所，外表看起來非常敬虔、非常肯奉獻，但是先知具有透視能

力，他看出在這種繁榮和熱心敬拜的背後，充滿了貪婪以及政治上的壓榨，所以他

指責撒瑪利亞是最先要被擄的。 

 

6、先知的社會地位 

很讓人驚訝的，阿摩司不承認自己是先知，也不承認自己是先知的門徒；何西

阿也一樣，對於自己的先知身份抱持負面的態度。他們和南國的以賽亞、彌迦，4

位組成第八世紀古典期的先知。他們不承認自己是先知，甚至對「先知」的稱呼有

點輕視、看不起的味道。這段時期的先知，按照 Joseph Blenkinsopp的說法，是新

一代的知識份子、社會上的菁英領導，這些先知的社會地位很高，是高層的知識份

子，而不是何西阿所稱的靈感的先知。 

先知在這段期間是弱勢群體的發言者，Joseph Blenkinsopp稱呼這些先知為「異

議份子」，反對政府的政策，反對宗教人員的作為。 

 

B、在先知書中重見歷史 

1、先知的歷史觀 

按照一般讀者的認為，列強勢力的角逐，形成以色列人不能抗拒的處境。 

但是先知的歷史觀卻認為，這是神的計劃與作為。例如，亞述帝國雖然武功十

分厲害，又連續出現幾個明君。一般讀者只會哀嘆，北邊的兩河流域和南邊的埃

及，以色列人夾在這兩大帝國之間被列強欺凌，是無法抗拒的。但是，聖經的觀點

卻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先知不同的視角－列強興衰是出於是耶和華所控制的 

 亞述國興起，在近東橫掃列國的軍隊。亞述軍隊攻打南國猶大，把君王困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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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大將軍拉伯沙基用許多話羞辱南國的君王和軍隊。在先知的視角中，

亞述帝國是耶和華的僕人（耶和華使用的工具），目的是要懲罰以色列人的背

道。所以，以賽亞用「斧頭」的比喻說明，興起的亞述帝國是耶和華的工具。

以賽亞回應拉伯沙基羞辱的話，（賽十 15）「斧、豈可向用斧砍木的自誇呢？

鋸、豈可向用鋸的自大呢？好比棍掄起那舉棍的，好比杖舉起那非木的人。」

先知以賽亞從不同的視角看到亞述不過是神所興起的工具斧頭，而耶和華使用

斧頭管教以色列人。以賽亞為猶大禱告，亞述大軍一夜之間全部崩盤。 

 巴比倫也是強大的帝國，軍隊橫掃近東各地。巴比倫帝國雖然強盛，攻打耶路

撒冷，但是最後被消滅的卻是巴比倫。 

 波斯帝國的古列興起，消滅地中海沿岸一切的國家。最後，波斯帝國還是被消

滅。 

 先知的視角看到，耶和華以這三大帝國騷擾以色列；甚至以色列跟猶大全部被

擄到外地，原來這都是耶和華的作為。參考賽四十五 1-4。 

 

        3、先知有透視的能力 

歷史觀是官方的、全面的、也是表面的，先知的視角是屬靈的、是民間的經

歷、也是問題的根源。先知特有的視角，能夠透視冠冕堂皇的政策，看到背後的腐

敗。透過聖所敬拜讚美的歌聲和獻祭的香味，先知看到了背後的私慾。從先知書，

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民間的日常生活的真相。 

先知的歷史觀擁有不同的視角，先知也擁有透視能力，通過這些，當我們讀先

知書時，可以重見歷史的真相。所以，我們研讀先知書，應該從先知書來遇見歷史

的真相，在歷史當中找到、遇見先知。 

 

四、 先知與神學的發展 

A、先知是以色列傳統信仰的保護者、詮釋者。 

B、傳統的信仰，正統非 Joseph Blenkinsopp所說的支派同盟，而是西乃之約。各

家自治，導致鬆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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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猶太教的信仰是先知經年累月詮釋、再詮釋的積累成果，是促成主要因素之

一。 

D、漸進啟示（Progressive），非進化論，已完成，不等於故事神學。 

E、先知活動與神學發展過程幾個關鍵點 

1、第八世紀編理 

2、亞述，斧與用斧的比喻，歷史觀 

3、巴比倫-神手中的杖，因信得生 

4、被擄-世界觀的擴大與提升，耶和華的優越性，Dtr省思。 

 

五、 先知書的文體 

先知書的文體非常豐富、多姿多彩。我們按照文體特性，講解文本的內容，從

先知的話語和行為舉止，我們可以瞭解先知內心的神學觀念。 

研讀先知書，必須先把作者使用的文體確定之後，才可以按照文本解釋。 

A、分別詩歌體和散文體 

    希伯來文聖經沒有分段、分章、分節，這些要等到第 14世紀才有。在 King 

James譯本翻譯時，根本沒有分別詩歌體和散文體。同樣的，我們中文聖經早期的

翻譯本也沒有把詩歌體和散文體加以分別。所以讀者研讀舊約先知書時，必須先確

認它的文體，然後按照各種不同文體的特徵來解釋。  

    研經者必須先判斷文本的文體。 

    散文體，必須用散文體的特徵來加以分析。 

要正確地分別詩歌體和散文體，讀者除了讀現代譯本以外，也可以參考

BHS。詩歌體和散文體又可以細分為不同的文體。  

 

B、詩歌體（Poetic speech） 

1、古以色列詩歌體的基本特色 

a. 平行體（parallelism）：同義、反義、漸進、補充 

b. 比喻（figures of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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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誇大 

d. 從舊約聖經開始，有些詩歌文體不是一般人可以用自己的翻譯解釋清楚的，

必須由專業的學者、懂希伯來文的信徒才可以分別出來。 

 字母詩 

 韻律 

 節拍 

 

2、先知書中詩歌文體的類別 

a. 先知性的話語，即 prophetic speech。 

b. 審判神諭（Judgment oracle）。耶利米書六 16-21 

c. 禍哉神諭（Woe oracle）。以賽亞書十 1-4 

d. 控訴神諭（Lawsuit）。彌迦書一 2-7 

e. 哀歌（Lament）。耶利米書八 18-九 3 

f. 詩歌體（Hymn）。哈巴谷書三 2-15 

g. 歌唱（Song）。以賽亞書五 1-2 

h. 寓意（Allegory）。以西結書十七 2-10 

i. 字母順序體（Acrostic）。詩篇一一九，那鴻書一 2-8 

j. 讚美詩  

k. 感恩詩 

 

3、散文體（Prose Accounts） 

a. 敘事文體解經法可以配合使用。敘述文體的幾個重點： 

 情節架構 

 文字特徵 

 人物和人物刻畫 

 作者的視角所顯現的神學觀點 

 時間、空間的濃縮與擴大 

 典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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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先知書中散文體的類別 

 象徵性行動記錄（Symbolic Action Report）。以賽亞書二十 1-6 

 蒙召的記錄（Commissioning Report）。耶利米一 4-10，以賽亞書六章，

以西結一至三章 

 異象（Vision Report）。阿摩司書七 1，撒迦利亞書二 1，耶利米書二十

四章（有關無花果） 

 傳奇的故事（Legend），即歷史記錄，與先知生平有關的記錄。耶利米

書三十七：44，以賽亞書六、七章 

 歷史敘事（Prohpetic Historiography） 

 個人生平（Biograph） 

 年代表（Divinatory Chroni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