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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八世紀四金喉—以賽亞 彌迦 阿摩斯 何西阿 
主前七世紀三劍客---西番雅  哈巴谷  耶利米 



有關“何西阿書”	 “約珥書”	 “阿摩司書”	 

“何西阿書”	 “約珥書”	 “阿摩司書”	 

	 
作者	 

北國先知	 

何西阿	 
(拯救，救恩)	 

南國先知	 

約珥	 
(耶和華是神)	 

南國先知	 

阿摩司	 
(负重者)	 

日期	 755-710B.C.	 835-795	 B.C.？	 765-755	 B.C.	 

對象	 撒瑪利亞	 耶路撒冷	 撒瑪利亞	 

	 
目的	 

譴責以色列	 
信仰的淫亂	 

藉由蝗災象徵耶和
華審判的日子將臨	 

道德及信仰的敗壞
必導致神的審判	 

主旨	 耶和華的慈愛	 耶和華的審判	 迎見耶和華	 



北國以色列列王重大歷史事件 
順位 君王 經  文 南 


14.
(五)

耶
羅
波
安

二世

 他收回以色列邊界之地，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海，
正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藉他僕人迦特希弗人亞米太的兒子
先知約拿所說的，(王下14:25)

亞
瑪謝


烏

西雅
耶和華並沒有說要將以色列的名從天下塗抹，
乃藉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拯救他們。(王下14:27)

15.
(五)

撒迦
利
雅

雅比的兒子沙龍背叛他，在百姓面前擊殺他，篡了他的位，(王下15:10) 烏
西
雅

這是從前耶和華應許耶戶說：「你的子孫必坐以色列的國位直到四代。」
這話果然應驗了。(王下15:12)

16.
(六)


沙  龍

雅比的兒子沙龍登基，在撒瑪利亞作王一個月。迦底的兒子米拿現從得
撒上撒瑪利亞，殺了雅比的兒子沙龍，篡了他的位，(王下15:13b-14)

烏西
雅

17.
(七)

米拿
現

亞述王普勒來攻擊以色列國，米拿現給他一千他連得銀子，請普勒幫助
他堅定國位。(王下15:19)

烏西
雅

18.
(七)

比加
轄

比加轄的將軍，利瑪利的兒子比加背叛他，
在撒瑪利亞王宮裏的衛所殺了他；(王下15:25)

烏西
雅

19.
(八)


比  加

以色列王比加年間，亞述王提革拉毗列色來奪了以雲、----，將這些地方
的居民都擄到亞述去了。(王下15:29)

烏西
雅


20.
(九)

何
細
亞

亞述王上來攻擊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瑪利亞，圍困三年。(王下17:5) 亞

哈

斯 
何細亞第九年亞述王攻取了撒瑪利亞，將以色列人擄到亞述，把他們安
置在哈臘與歌散的哈博河邊，並瑪代人的城邑。(王下17:6)



何西阿書簡介 

• 目的：從以色列對神的背逆，認識神愛的深厚。

• 背景：何西阿在北國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二世統治
時蒙召，北國曾有短暫的繁榮 (王下14:23-28)。耶
羅波安二世去世後，六個王中有五個王是篡位叛
殺而做王，暗殺爭權不斷，社會動盪不安，亞述
的威脅甚大 (王下15:8-17:6) ，先知所面臨的是一
個政治、宗教、道德已經破產、百姓深陷罪中，
面臨審判而不自知的黑暗時代。先知事奉的年代
約在760-715 BC。

• 主題：神奇妙的大愛。



何西阿其人 
• 名字意為「拯救」(deliverance)，可能出身頗高，

對北國政治、宗教與社會環境均極熟悉。
• 從耶羅波安二世晚年作先知，直到南國希西家王

初期，約43年之久。据推測，北國於722BC 亡國
後，他可能逃到南國主繼續他先知的職分。

• 他在婚姻上的經歷極不平凡，引出神對人不平凡
的愛的信息。神命令他去娶一個淫婦(1:2-9)，生了
三子，她又陷入淫亂的罪，但何西阿又將她買贖
回來，恢復她妻子的地位(3:1-5)。

• 何西阿的前半期與阿摩司同時，後半期與以賽亞、
彌迦同時，此四人被譽為主前第八世紀時期的
Golden Quartet。



鑰 字 
•  「淫亂/行淫」(二 5，四 2、13、14 等) 
•  「回轉/歸回」(二 7,三 5，十一 5、8，八 

13，九 3 等) 
•  「慈愛/良善/仁愛」(二 19，四 l，六 4、6，

十 12，十二 6 等) 
•  「認識/知道/知識」(二 8、20，四1、6，六 

3、6，七 9，八 2，十一 3 等)。 
•  原文是同一字根。和合本用意義相近的字

眼來翻譯 
 



分段大綱

•  個人的經歷(1-3章)
1.  何西阿的婚姻(1章)

2.  斥責以色列(妻子)的不貞 (2:1-13)

3.  以色列要得復興 (2:14-23)

4.  再娶回其妻，象徵神愛的寬容(3章)

•  對北國的信息(4-14章)
1.  斥責以色列的罪行(4-7章)

2.  宣告以色列的審判(8-10章)

3.  責備以色列的不貞(11-13章) 

4.  應許神的愛(14章)



個人的經歷(1-3章)
• 神藉著先知對其不貞的妻子歌蔑那恆久不變的愛，啟示我們

神對其不忠叛逆的約民的愛，亦是一種「不止息」的愛。

• 1:2-3 耶和華初次與何西阿說話，對他說：「你去娶淫婦為妻，
也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因為這地大行淫亂，離棄耶和
華。」 於是，何西阿去娶了滴拉音的女兒歌篾。這婦人懷孕，
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 長子：耶斯列 (王下9-10章)

– 女兒 ：羅路哈瑪（就是不蒙憐憫的意思） 

– 次子：羅阿米（就是非我民的意思） 

• 1:10-11 然而，以色列的人數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數 …將
來在那裏必對他們說「你們是永生神的兒子」。猶大人和以
色列人必一同聚集，為自己立一個首領

• 2:1你們要稱你們的弟兄為阿米，稱你們的姊妹為路哈瑪。 




個人的經歷(1-3章)

•  斥責以色列(妻子)的不貞 (2:2-13)

•  2:4-5我必不憐憫他的兒女，因為他們是從淫亂而生的。 
他們的母親行了淫亂，懷他們的母作了可羞恥的事。

•  2:13 我必追討他素日給諸巴力燒香的罪；那時他佩帶
耳環和別樣妝飾，隨從他所愛的，卻忘記我。這是耶
和華說的。

•  以色列要得復興 (2:14-23)

–  2:18-20 當那日，我必為我的民，與田野的走獸和空
中的飛鳥，並地上的昆蟲立約；又必在國中折斷弓刀，
止息爭戰，使他們安然躺臥。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
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也以誠實聘你
歸我，你就必認識我耶和華。



個人的經歷(1-3章)

•  再娶回其妻，象徵神愛的寬容 (3章)
–  3:1 耶和華對我說：「你再去愛一個淫婦，就是他情人

所愛的；好像以色列人，雖然偏向別神，喜愛葡萄餅，
耶和華還是愛他們。」

–  3:3我對他說：「你當多日為我獨居，不可行淫，不可
歸別人為妻，我向你也必這樣。」 

–  3:4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獨居，無君王，無首領，無祭祀，
無柱像，無以弗得，無家中的神像。

–  3:5 後來以色列人必歸回（或作：回心轉意），尋求他
們的神耶和華和他們的王大衛。在末後的日子，必以
敬畏的心歸向耶和華，領受他的恩惠。



斥責以色列的罪行(4-7章)

• 斥責祭司忘記神的律法，百姓拜偶像 (4章) (宗教上行淫)
     4:1-2以色列人哪，你們當聽耶和華的話。耶和華與這地的居民爭辯，

因這地上無誠實，無良善，無人認識神。但起假誓，不踐前言，殺害，
偷盜，姦淫，行強暴，殺人流血，接連不斷。

     4:7-8祭司越發增多，就越發得罪我；我必使他們的榮耀變為羞辱。他
們喫我民的贖罪祭，滿心願意我民犯罪。

     4:11姦淫和酒，並新酒，奪去人的心。4:17以法蓮親近偶像，任憑他吧！

• 耶和華之忿怒（5章 )以色列犯之罪觸惹神怒，審判已在眉間。 
     5:4-5 他們所行的使他們不能歸向神；因有淫心在他們裡面，他們也不

認識耶和華。 以色列的驕傲當面見證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蓮必
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猶大也必與他們一同跌倒。

     5:12我使以法蓮如蟲蛀之物，使猶大家如朽爛之木。 
5:14我必向以法蓮如獅子，向猶大家如少壯獅子。我必撕裂而去，我
要奪去，無人搭救。 




斥責以色列的罪行(4-7章)

•  以色列之僞悔（6章)呼民悔改罪行，歸向真神，不要持續虛僞的悔過。 
     6:3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

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
     6:4主說：以法蓮哪，我可向你怎樣行呢？猶大啊，我可向你怎樣做呢？

因為你們的良善如同早晨的雲霧，又如速散的甘露。
     6:6 我喜愛良善（或作：憐恤），不喜愛祭祀(太9:13)；喜愛認識神，

勝於燔祭。

•  政治的陰謀,首領篡奪政權 ,搖擺不定的政治策略 (7章) 
     7:7:8眾民也熱如火爐，燒滅他們的官長。他們的君王都仆倒而死；他

們中間無一人求告我。以法蓮與列邦人攙雜；以法蓮是沒有翻過的餅。 
7:16 他們如同翻背的弓。他們的首領必因舌頭的狂傲倒在刀下  

     7:10-11 以色列的驕傲當面見證自己，雖遭遇這一切，他們仍不歸向
耶和華他們的神，也不尋求他。以法蓮好像鴿子愚蠢無知；他們求告
埃及，投奔亞述。 (政治上行淫) 



宣告以色列的審判(8-10章)
• 審判的宣告（8章） 
     8:1你用口吹角吧！敵人如鷹來攻打耶和華的家；因為這民違背我的約，

干犯我的律法。 
8:12-13 我為他寫了律法萬條，他卻以為與他毫無關涉。至於獻給我的祭
物，他們自食其肉，耶和華卻不悅納他們。現在必記念他們的罪孽，追
討他們的罪惡；

• 審判的方法（9章）
     9:3他們必不得住耶和華的地；以法蓮卻要歸回埃及，必在亞述喫不潔淨

的食物。
     9:15因他們所行的惡，我必從我地上趕出他們去，不再憐愛他們；他們

的首領都是悖逆的。
     9:17 我的神必棄絕他們，因為他們不聽從他；他們也必飄流在列國中。 
•  審判的效果（10章） 
     10:2耶和華必拆毀他們的祭壇，毀壞他們的柱像。  
     10:8伯亞文的邱壇，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毀滅； 
     10:15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滅絕。 

 



責備以色列的不貞 (11-13章)

• 以色列的過去（11章) - 論以色列的過去是蒙愛的歷史 
     11:1-2 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先知

越發招呼他們，他們越發走開，向諸巴力獻祭，給雕刻的偶像燒香。越發招呼他們，他們越發走開，向諸巴力獻祭，給雕刻的偶像燒香。
     11:8     11:8以法蓮哪，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棄絕你？以法蓮哪，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棄絕你？我怎能使我怎能使

你如押瑪？怎能使你如洗扁？你如押瑪？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轉意，我的憐愛大大發動我回心轉意，我的憐愛大大發動。。
     11:9 我必不發猛烈的怒氣，也不再毀滅以法蓮。因我是神，並非世人，     11:9 我必不發猛烈的怒氣，也不再毀滅以法蓮。因我是神，並非世人，

是你們中間的聖者；我必不在怒中臨到你們。是你們中間的聖者；我必不在怒中臨到你們。

• 以色列的現在（12－13章）- 離棄真神，破壞神約 • 以色列的現在（12－13章）- 離棄真神，破壞神約 
    12:1以法蓮喫風，且追趕東風，時常增添虛謊和強暴，與亞述立約，    12:1以法蓮喫風，且追趕東風，時常增添虛謊和強暴，與亞述立約，

把油送到埃及。
    12:7以法蓮是商人，手裏有詭詐的天平，愛行欺騙。

    13:1-2 以法蓮在事奉巴力的事上犯罪就死了。現今他們罪上加罪，用
銀子為自己鑄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聰明製造，都是匠人的工作。

    13:6這些民照我所賜的食物得了飽足；既得飽足，心就高傲，忘記了    13:6這些民照我所賜的食物得了飽足；既得飽足，心就高傲，忘記了
我。 我。 




神應許的愛(14章)
•  呼叫以色列歸回神之憐愛 (14:1-3) 
•  呼叫以色列歸回神之憐愛 (14:1-3)      14:1-2 以色列啊，你要歸向耶和華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

     14:1-2 以色列啊，你要歸向耶和華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當歸向耶和華，用言語禱告他說：求你除淨罪孽，悅納善行；這樣，我
當歸向耶和華，用言語禱告他說：求你除淨罪孽，悅納善行；這樣，我們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犢獻上。

們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犢獻上。     14:3我們不向亞述求救，不騎埃及的馬，也不再對我們手所造的說：你
     14:3我們不向亞述求救，不騎埃及的馬，也不再對我們手所造的說：你是我們的神。 

是我們的神。 
•  神將來眷顧他們後之祝福 (14:4-8) 
•  神將來眷顧他們後之祝福 (14:4-8)       14:4 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甘心愛他們；因為我的怒氣向他們轉消。

；因為我的怒氣向他們轉消。     14:5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開放，如利巴嫩的樹木扎根。 
     14:5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開放，如利巴嫩的樹木扎根。 
14:6他的枝條必延長；他的榮華如橄欖樹；他的香氣如利巴嫩的香柏樹。 
14:7曾住在他蔭下的必歸回，發旺如五穀，開花如葡萄樹。他的香氣如利巴嫩的酒。 
利巴嫩的酒。 14:8以法蓮必說：我與偶像還有甚麼關涉呢？我耶和華回答他，也必顧
14:8以法蓮必說：我與偶像還有甚麼關涉呢？我耶和華回答他，也必顧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樹；你的果子從我而得。 
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樹；你的果子從我而得。 



約珥書簡介 

• 時間：確實時間不詳，830BC-450BC 都可能。

•  通常認為南國猶大	 約阿施時期(835-797B.C.)

• 作者：約珥，意為「耶和華是神」，身世不詳，
因他對聖殿與祭祀之律很熟悉，有人臆測他是祭
司之後。他的部分預言在新約的五旬節聖靈降臨
時應驗，故他被稱為「五旬節先知」。

• 信息：由猶大所受的蝗災，象徵神的忿怒及審判，
也點出「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臨到的預告。



約珥書內容

• 蝗災與其象徵(1章)
– 剪虫，蝗虫，蝻子，螞蚱—蝗虫的四個生長階段

– 1:10田荒涼，地悲哀；因為五穀毀壞，新酒乾竭，油也
缺乏。 1:12葡萄樹枯乾；無花果樹衰殘。石榴樹、棕樹、
蘋果樹，連田野一切的樹木也都枯乾1:18牲畜哀鳴；牛
群混亂，因為無草；羊群也受了困苦。

– 1:14 你們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嚴肅會，招聚長老
和國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華你們神的殿，向耶和華哀
求。 

– 1:15哀哉！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
從全能者來到。



約珥書內容

• 耶和華的日子(2:1-17)
– 2:2-3 那日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鋪滿山嶺。

有一隊蝗蟲（原文是民）又大又強；從來沒有這樣的，以後直到
萬代也必沒有。他們前面如火燒滅，後面如火焰燒盡。未到以前，
地如伊甸園；過去以後，成了荒涼的曠野；沒有一樣能躲避他們
的。

– 2:11 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畏，誰能當得起呢？
– 2:12 -13 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一心

歸向我。 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
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
不降所說的災。

– 2:15-16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嚴肅會。聚集
眾民，使會眾自潔：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喫奶的；使新郎出離
洞房，新婦出離內室。

–  2:17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壇中間哭泣，說：耶和華啊，求你顧惜你
的百姓，不要使你的產業受羞辱，列邦管轄他們。為何容列國的
人說：「他們的神在那裏」呢？ 
 



約珥書內容
耶和華的應許(2:18-3:21)
     2:18耶和華就為自己的地發熱心，憐恤他的百姓。
1.   地土回復丰富的生產

2:23-24 錫安的民哪，你們要快樂，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歡喜；因他賜給你們合
宜的秋雨，為你們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樣。禾場必
滿了麥子；酒醡與油醡必有新酒和油盈溢。

2.   百姓的靈性復甦
2:28-29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

老年人要作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
我的僕人和使女。

3.   異邦受罰
3:1-2到那日，我使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我要聚集萬民，帶

他們下到約沙法谷，在那裏施行審判；
3:19 埃及必然荒涼，以東變為悽涼的曠野，都因向猶大人所行的強暴，又因

在本地流無辜人的血。

4.   猶大將永存
3:18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猶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

從耶和華的殿中流出來，滋潤什亭谷。
3:20 但猶大必存到永遠；耶路撒冷必存到萬代。



阿摩司書簡介

• 背景：北國以色列在耶羅波安二世的治理下，雖然在軍事、
經濟方面極興盛，但卻呈現一片道德混亂、不義妄為的現
象。百姓陷於罪中而不自知，貧富不均，信仰墮落。阿摩
司在他們中間大膽指責以色列在信仰、道德方面的種種罪
惡，並警告神的審判將速速來到。

• 時間：765BC-760BC
• 作者：阿摩司(意為”負擔”Burden Bearer)，是南國猶大的

提哥亞人(1:1) (在耶路撒冷南方約10英里)，但被神選召在北
國以色列做先知。他是牧人也是修剪桑樹的農民。他雖出
身平民，但對自己被神呼召為先知的身分深信不疑，勇敢
的傳達神的信息。他是一個肯為人民祈求的先知，肯留心
觀察、思想、明瞭當時的局勢，有「田園先知」或「牧人
先知」之稱。

• 主 旨: 以耶和華將臨的審判 警誡百姓自潔悔改 以迎接神的
來臨 

• 鑰 節: 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這樣行，
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4:12) 



阿摩司書大綱
•  對列國的審判(1-2章)：宣判八國將遭到的

刑罰，亞蘭(大馬色)、非利士、推羅、以
東、亞捫、摩押、猶大、以色列。

•  對以色列的三信息 (3-6章) 
1.  責備現今的罪(3章)

2.  指出過去的罪(4章)

3.  宣告審判將臨(5-6章)

•  五異象(7-9章)：指出審判速臨，並審判的
嚴厲 – 蝗災、火災、準繩、夏果、祭壇



阿摩司書內容
•  對列國的審判(1-2章)

–  大多國家是因行為而遭到審判，猶大是因不守律例，
拜偶像；以色列是因不公義。

–  以色列的罪 

      2:6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
免去他們的刑罰；因他們為銀子賣了義人，為一雙鞋
賣了窮人。 
2:7他們見窮人頭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礙謙卑人
的道路。父子同一個女子行淫，褻瀆我的聖名。 
2:8他們在各壇旁鋪人所當的衣服，臥在其上，又在
他們神的廟中喝受罰之人的酒。 
2:12你們卻給拿細耳人酒喝，囑咐先知說：不要說預
言。 




阿摩司書內容
•  對以色列的三信息 (3-6章)

責備現今的罪(3章)
 以色列之蒙恩(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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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之受罰(3:3-8) -七個問題引證一個原則：「有因必有果」，
也是說神審判以色列並非無原因的；

 以色列之毀滅(3:9-15) -宣告神將來藉著外邦國的手追討以色列的
罪 

     - 3:9-10 你們要聚集在撒瑪利亞的山上，就看見城中有何等大
的擾亂與欺壓的事。那些以強暴搶奪財物、積蓄在自己家中
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

     - 3:12耶和華如此說：「牧人怎樣從獅子口中搶回兩條羊腿或
半個耳朵，住撒瑪利亞的以色列人躺臥在床角上或鋪繡花毯
的榻上，他們得救也不過如此。」 




阿摩司書內容阿摩司書內容

9，10，11）的警告，證述宣判罪刑之公平 

 - 不聽神的話（4：1－5）－論他們在過去屢行不義（4：
1），表面敬虔（4：4－5），實質敗壞，獻上有酵的1），表面敬虔（4：4－5），實質敗壞，獻上有酵的
祭，卻宣揚是甘心的祭（4：5）。祭，卻宣揚是甘心的祭（4：5）。

 - 不理神的警告（4：6－11） 神在過去藉著天災向他們 - 不理神的警告（4：6－11） 神在過去藉著天災向他們
屢施警告，但他們仍無悔改之心。神曾藉（1）饑荒屢施警告，但他們仍無悔改之心。神曾藉（1）饑荒
（4：6）；（2）旱災（4：7－9）；（3）瘟疫（4：
10）；（4）城毀（4：11）等警告他們，但他們毫無
歸向神之心 

 - 不能逃脫的審判（4：12－13）－－基於上述之因，以 - 不能逃脫的審判（4：12－13）－－基於上述之因，以
色列所受的審判是不能逃脫的，他們當預備迎見那審色列所受的審判是不能逃脫的，他們當預備迎見那審
判的神（4：12）。 判的神（4：12）。 



阿摩司書內容

–  尋求神必得生(5:4-20) 
•  a.尋求宗教的真義（5：4－5） –  尋求神必得生(5:4-20) 
•  b.尋求真神的憐憫（5：6）  •  a.尋求宗教的真義（5：4－5） 
•  c.尋求社會的公義（5：7－13）  •  b.尋求真神的憐憫（5：6）  
•  d.尋求個人的爲善（5：14－17）  
四「尋求」爲勸勉語,在神施審判之前先給人機會悔改，悔改可•  d.尋求個人的爲善（5：14－17）  
回轉神的心意  四「尋求」爲勸勉語,在神施審判之前先給人機會悔改，悔改可

–  神不悅納不誠的獻祭(5:21-27)，責備他們安逸放縱，必被擄回轉神的心意  
至外邦(6:7-14) –  神不悅納不誠的獻祭(5:21-27)，責備他們安逸放縱，必被擄

•  a.虛假宗教生活的禍（5：18－27） 向百姓言。  至外邦(6:7-14) 
•  b.強暴荒宴生活的禍（6：1－14） 向元首言。  •  a.虛假宗教生活的禍（5：18－27） 向百姓言。  
•  b.強暴荒宴生活的禍（6：1－14） 向元首言。  



五異象(7-9章)
•  蝗災、火災、準繩(7:1-7)

– 預言以色列必被滅絕。先知見這些禍之痛苦便向神求免這災禍，終得蒙聽
允。 

•  亞瑪謝的反對(7:7-17)
– 預言亞瑪謝必受重罰
– 7:12-13亞瑪謝又對阿摩司說：「你這先見哪，要逃往猶大地去，在那裏糊

口，在那裏說預言，卻不要在伯特利再說預言；因為這裏有王的聖所，有
王的宮殿。」

•  夏果(8:1-3)
– 預言以色列的結局已到。

•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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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14那指著撒瑪利亞牛犢起誓的說：但哪，我們指著你那裏的活神起誓；又說：
我們指著別是巴的神道起誓。這些人都必仆倒，永不再起來。 


•  祭壇(9:1-6)
– 預言審判必臨，無一人能逃脫。
– 9:1我看見主站在祭壇旁邊；他說：你要擊打柱頂，使門檻震動，打碎柱頂，

落在眾人頭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殺戮，無一人能逃避，無一人能逃
脫。



復興的應許(9:11-15)

•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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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3耶和華說：日子將到，耕種的必接續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接續撒種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
都必流奶

• 9:14-15 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擄的歸回；他們必重
修荒廢的城邑居住，栽種葡萄園，喝其中所出的
酒，修造果木園，喫其中的果子。我要將他們栽
於本地，他們不再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來。
這是耶和華你的神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