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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底亞書” 
 
作 者 

俄巴底亞（意：耶和華的僕人 ） 
南國猶大人，身世不详 

事 奉时间 840 B.C. 
事奉地點 耶路撒冷 
主 旨 以东之灭亡 

 
箴  16:18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耶 49:7論以東。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提幔中再沒有智

慧麼．明哲人不再有謀略麼．他們的智慧盡歸無有麼。  
伯 2:11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
拿瑪人瑣法 … 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 

鑰 節 1:21 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
归耶和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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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地理 
  處於猶大、地中海、摩押以南，境內多红色沙土山谷。又稱西珥地
（創32:3，36:30；民24:18 )境內多高原山脈，不毛之地，但有豊富
銅礦，及南方而來的商旅，從印度和南亞拉伯運貨，銷往地中海岸
和埃及。途中那條重要的王道（民21:22）經過以東向北延伸。 

•  地势险恶多山 – 交通要道 – 国库富足 

彼特拉/Sela/Pe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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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dom of Judah 
██ Kingdom of Israel 
██ Philistine city-states 
██ Phoenician states 
██ Kingdom of Ammon 
██ Kingdom of Edom 
██ Kingdom of Aram-
Damascus 
██ Aramean tribes 
██ Arubu tribes 
██ Nabatu tribes 
██ Assyrian Empire 
██ Kingdom of Moab 
 

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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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历史 

•  創 25:21-26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為他祈求耶和華、耶和華應允他的祈求、他
的妻子利百加就懷了孕。 耶和華對他說、兩國在你腹內、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
先產的身體發紅、渾身有毛、如同皮衣．他們就給他起名叫以掃。〔以掃就是有
毛的意思〕 隨後又生了以掃的兄弟、手抓住以掃的腳跟、因此給他起名叫雅各。 

•  創 36:1以掃就是以東. 
•  創 36:9以掃是西珥山裡以東人的始祖． 
•  民 20:14-20摩西從加低斯差遣使者去見以東王、說、你的弟兄以色列人這樣說…

如今我們在你邊界上的城加低斯, 求你容我們從你的地經過、我們不走田間和葡
萄園、也不喝井裡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過了你的境界。 以東王說、你
不可從我的地經過、免得我帶刀出去攻擊你。 以色列人說、我們要走大道上去、
我們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給你價值、不求別的、只求你容我們步行過去。 以東
王說、你們不可經過．就率領釵人出來、要用強硬的手攻擊以色列人。 

•  申 23:7-8不可憎惡以東人、因為他是你的弟兄．他們第三代子孫可以入耶和華的
會。 

•  撒上 14:47掃羅執掌以色列的國權、常常攻擊他四圍的一切仇敵、就是摩押人、
亞捫人、以東人、和瑣巴諸王、並非利士人． 

•  撒下 8:13-14大衛在鹽谷擊殺了亞蘭,又在以東全地設立防營．以東人就都歸服大
衛。 

•  王上 9:26所羅門王在以東地、紅海邊、靠近以祿的以旬迦別製造船隻。 
•  代下 21:8約蘭年間以東人背叛猶大、脫離他的權下、自己立王。 
•  代下 28:16-17 那時、亞哈斯王差遣人去見亞述諸王、求他們幫助、 因為以東人

又來攻擊猶大、擄掠子民。  
•  312B.C.亚拉伯之「尼八达族」（Nabateans）曾灭亡以东族。迨后，他们转居于

犹大之南以土买地（Idumaea）。在马加比时期（126B.C.）被约翰许尔堪（John 
Hyrcanus）所制服。罗马时期（47B.C.），该撒朱理安（Julius）立安提帕（以
土买人）为以东地之巡抚；又于37B.C.立大希律为以东王。主后七十年，以东人
与犹太人联盟反抗罗马政权，终被罗马完全灭迹。以东族从此在历史上消失，正
应验俄巴底亚的话（10，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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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灭亡之预言  
以东狂傲 1:3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阿、你因狂傲自欺、

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 

以东降卑 1:2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 
1:4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
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 

宝物被查 1:6以扫的隐密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
竟被查出。 

众亲叛离 1:7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
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
害 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 

杀戮剪除 1:8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
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 
1:9提幔哪、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
被杀戮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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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灭亡之原因  
引火烧身 1:10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

必永远断绝。 
与敌同夥 1:11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門、

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
同伙。 

⻅见死不救 
幸災樂禍 

1:12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
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说狂傲的话。 

趁火打劫 1:13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門．他们
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
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 

落井下石 1:14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
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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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灭亡的结局  
万国遭报 1:15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

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  
1:16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
样常常地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 

 
 
 

锡安得救 

1:17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
必得原有的产业。 
1:18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
如碎稓、火必将他烧着吞灭. 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
是耶和华说的。 
1:19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
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 
1:20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
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  

国度归神 1:21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
耶和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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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先知对以东的宣判 
•  賽34:5 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 34:6耶和
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 
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  

•  賽34:13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保障要⻓长蒺藜和刺草．要作野狗的住
处、鸵⻦鸟的居所。 

•  結32:29以东也在那里．他君王和一切首领、虽然仗着势力、还是放
在被杀的人中．他们必与未受割礼的、和 下坑的人、一同躺卧。   

•  珥3:19 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
地流无辜人的血。 

•  摩1:11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 裂、永怀忿怒。  
•  瑪1:2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
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么． 我却爱雅各、 1:3恶以扫、使他的
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 1:4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
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 说、任他们建造、
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
远恼怒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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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書” 
 
作 者 

约拿（意：鸽子） 
北国加利利省之南的西布伦人，身世不详 

事 奉时间 782-753B.C. 
事奉地點 尼尼微城 

歷 史 北國耶羅波安二世國勢強盛 經濟富裕時期。曾
在耶罗波安首年（782B.C.）预言以色列收回从
哈⻢马到亚拉巴海之国界，日后果真应验 （王下
14：25） 。 

主 旨 神的慈愛寬恕依然臨及罪貫滿盈的外邦尼尼微 
城和悖逆硬頸的約拿. 

鑰 節 4:2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
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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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北國以色列耶羅伯安二世時期(782-753B.C.王下14:23-25) 
 
         *猶大王約阿施的兒子亞瑪謝十五年，以色列王約阿施的兒子耶 羅波安在撒瑪
利亞登基，作王四十一年.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
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一切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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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主耶穌曾提及: 
        (太12:41-42) 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裏頭。
當審判的時候，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尼尼微人聽了約拿所傳的，
就悔改了。看哪，在這裏有一人比約拿更大！(同路11:32)  

         
c. 約  7:47-52法利賽人說、你們也受了迷惑麼..但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

詛的。 內中有尼哥底母、就是從前去見耶穌的、對他們說、 不先聽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作的事、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麼。 他們回答說、你也是出於
加利利麼．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 

 
d. 人心的預備: 中亞述時期亞述但三世(Ashur-Dan III 772-755B.C.) 
 

 亞述帝國曾發生兩次饑荒(765,759B.C.),及一次日全蝕(June, 15, 763B.C.).對異教
徒而言,此番異常自然現象意謂著從天而降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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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知違逆神的呼召及一心叛逃的結局(1:1-17) 
    a. 抗命先知  藏匿他施(1:1-3) 
       *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    
        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1:1-2)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下到約帕，遇見一隻船，要   
        往他施去。他就給了船價，上了船，要與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    
        耶和華.(1:3)      
    b. 危及眾人  禍首俯承(1:4-10) 
       *他說：「我是希伯來人。我敬畏耶和華那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的   
        神。」他們就大大懼怕，對他說：「你作的是甚麼事呢？」他們已     
        經知道他躲避耶和華，因為他告訴了他們。(1:9-10) 
    c. 身陷魚腹  止息神怒(1:11-17) 
       *他們遂將約拿抬起，拋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    
        敬畏耶和華，向耶和華獻祭，並且許願。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 
        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1:15-17) 

約拿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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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先知於魚腹中深沉懇切的禱告(2:1-10) 
    a. 深淵之難  主是仰望(2:1-4) 
       *我遭遇患難求告耶和華，你就應允我；從陰間的深處呼求，你      
        就俯聽我的聲音。(2:2) 
       *我說，我從你眼前雖被驅逐，我仍要仰望你的聖殿。(2:4) 
 
    b. 深坑地府  主是救贖(2:5-6) 
       *我下到山根，地的門將我永遠關住。耶和華我的神啊，你卻   
        將我的性命從坑中救出來。(2:6) 
 
    c. 以禱獻祭  再臨旱地(2:7-10) 
       *我心在我裏面發昏的時候，我就想念耶和華；我的禱告進入你    
        的聖殿，達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虛無之神的人，離棄憐愛他們 
        的主；但我必用感謝的聲音獻祭與你。我所許的願，我必償 
        還。救恩出於耶和華。(2:7-9) 

約拿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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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約拿呼籲尼尼微城悔改及合城之人披麻蒙灰,轉離惡行 
    (3:1-10) 
    a. 順命先知 宣告於城(3:1-4) 
      *約拿進城走了一日，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 
       (3:4) 
    b. 由民至王 離惡知返(3:5-9)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或 
       譯：披上麻布）。這信息傳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寶座，脫 
       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3:5-6) 
      *或者神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致滅亡，也未可知。(3:9) 
    c. 憐憫之神 慈愛施恩(3:10) 
      *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 
       災禍降與他們了。(3:10)  

約拿書大綱 



16 

4. 神慈心寬容地勸導怒氣填膺的先知(4:1-11) 
   a. 神之慈憐 約拿不悅(4:1-4) 
      *耶和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耶和華 
       說：「你這樣發怒合乎理嗎？」(4:3-4) 
   b. 先知坐觀 蓖麻遮蔭(4:5-6) 
      *於是約拿出城，坐在城的東邊，在那裏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 
       蔭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4:5) 
      *約拿因這棵蓖麻大大喜樂。(4:6b) 
   c. 因樹遷怒 昏愚求死(4:7-8) 
      *日頭曝曬約拿的頭，使他發昏；他就為自己求死，說：「我死了比活 
       著還好！」神對約拿說：「你因這棵蓖麻發怒合乎理嗎？」他說： 
       「我發怒以至於死，都合乎理。」(4:8b-9) 
   d. 神愛世人 更甚草木(4:9-11) 
      *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 
       夜乾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 
       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4:10-11) 

約拿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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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为何要逃避神？  
•  一般人都认为约拿是个心胸狭窄，不愿把神的救恩传给外邦人的犹太
人。他民族的偏⻅见使他以为神拣选了以色列，必然会丢弃列邦的。他
在宗教上不能容忍别人，因此认为外邦人是不能蒙恩的；他的律法精
神又叫他偏重报复多于神的恩典。终而他不尊重神的心就使他偏离主
道，走入歧途了。  

•  其实他是个勇敢的先知，他爱外邦的船员不惜牺牲生命。约拿之逃避
神，不愿在尼尼微城传神的救恩，全是因为他的极浓之宗教爱国情感
和以神选民之安危为己任，不想神赦免尼尼微而不毁灭该城。他宁愿
放弃作先知的职分，离开本国逃亡，甚至预备因此一死也不要尼尼微
城被保存。  

•  约拿了解亚述人的血腥残暴，为以色列担忧。约拿必是面临一生中代
价最重的抉选：他要么就是宁可因着违背神而甘心受罚，以至以色列
可以得救，要么就是顺命 往尼尼微去，宣告神之审判和救法。说不定
尼尼微城得保存，但以色列就必遭败亡；在两难之间他痛下决心，就
是宁可身受神之刑杖而不愿眼⻅见以色列被屠城。他要牺牲自己而保存
以色列，因此他「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了。尽管他的动机是高尚
的，这个思想却是错误的。因此神作了一系列的安排来纠正他。  

•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该思想自己那种偏⻅见和狭隘的心胸是不是比约拿更
甚呢？约拿和我们都需要扩大自己的心胸，好进入耶稣的爱里，好怜
悯那些因着自己的罪而挣扎、受苦，和难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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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書” 
 
作 者 

弥迦（意：谁象耶和华？） 
南国摩利沙城（耶路撒冷之西南约廿五里，此城为犹大与埃
及通商路线上之小乡镇）的一位先知，身世不详。 
有”農民先知”及”嚴厲先知”之稱 

事奉时间 弥迦事奉的年日与以赛亚相同，从约坦到希西家朝代
「 777-717B.C. 」 

事奉地點 耶路撒冷  

歷 史 先知亲历北国之灭亡，南国仍怙恶不改，向灭亡之路直奔。
国内之宗教信仰如同废物，仅存外面的仪式，还以为计神喜
悦（3：11；6：6－7），道德败坏，偶像林立，社会不公平
之⻛风气盛行，富的愈富，贫的愈贫，苦的愈苦 。 

主 旨 以色列的真宗教  
鑰 節 6:8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么

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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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國:約坦 
   *約坦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父烏西雅一切所行的，只 
    是不入耶和華的殿，百姓還行邪僻的事。(代下27:2) 
2. *南國:亞哈斯    
   *亞述帝國:提革拉毘列色三世   
   *北國:比加  
   *亞蘭:利汛 
   *又鑄造巴力的像；並且在欣嫩子谷燒香，用火焚燒他的兒女，行     
    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驅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代下28:2-3) 
   *所以，耶和華他的神將他交在亞蘭王手裏，亞蘭王打敗他，擄了  
    他許多的民，帶到大馬色去。神又將他交在以色列王手裏，以色 
    列王向他大行殺戮。(代下28:5-6) 
   *亞哈斯差遣使者去見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說：「我是你的僕 
    人，你的兒子，現在亞蘭王和以色列王攻擊我，求你來救我脫離 
    他們的手。」亞哈斯將耶和華殿裏和王宮府庫裏所有的金銀，都    
    送給亞述王為禮物。(王下16:7-8) 

彌迦書之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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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宣昭以色列及猶大之不公不義,並表明神的審判與救恩. 
 
  a. 彌迦注重的罪乃為宗教道德及社會性的敗壞黑暗. 
  b. 預言國家人民因罪而受懲罰,卻因神的憐憫而得復興. 
 
   彌迦書綱要:三組啟應”審判與救恩”的主題 
 
  *首回義怒 臨及選民 羊群離散 必再歸回(1:1-2:13) 
 
  *再發義怒 審判首領 神之國度 建於錫安(3:1-5:15) 
 
  *三度義怒 震撼崗嶺 真光照耀 公義彰顯(6:1-7:6) 
    

彌迦書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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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首回義怒 臨及選民(1:1-2:11) 
     1. 神已臨近 萬民顫驚(1:1-4)        2. 祭偶邪淫 城破門毀(1:5-9) 
     3. 城都荒涼 無人倖免(1:10-16)      4. 貪慾圖謀 禍哉必行(2:1-5) 
     5. 民如仇敵 了無安息(2:6-11) 
 
   * 看哪，耶和華出了他的居所，降臨步行地的高處。眾山在他以下必消  
     化，諸谷必崩裂，如蠟化在火中，如水沖下山坡。(1:3-4) 
   * 先知說，因此我必大聲哀號，赤腳露體而行；又要呼號如野狗，哀鳴如  
     鴕鳥。因為撒瑪利亞的傷痕無法醫治，延及猶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   
     門。 (1:8-9) 
   * 他們貪圖田地就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他們欺壓人，霸佔房屋和產 
     業。 (2:2) 
   * 你們將我民中的婦人從安樂家中趕出，又將我的榮耀從她們的小孩子盡 
     行奪去。(2:9) 
   * 你們起來去吧，這不是你們安息之所；因為污穢使人（或譯：地）  
     毀滅，而且大大毀滅。(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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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羊群離散 必再歸回(2:12-13) 
 
     1. 招聚剩餘 如羊群聚(2:12)               
     2. 開路引領 神是牧人(2:13) 
 
     *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們，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      
      一處，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場上的羊群；因為人數眾多，就必  
      大大喧嘩。(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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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再發義怒 審判首領(3:1-12) 
 
     1. 顛倒善惡 哀號不應(3:1-4)  2. 貪慾枉直 異象斷絕(3:5-7) 
     3. 聖靈先知 剛正直言(3:8-9)  4. 賄賂為首 亂堆為果(3:11-12) 
 
   * 我說，雅各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啊，你們要聽，你們不當知道      
     公平嗎？(3:1) 
   * 你們惡善好惡(3:2a) 
   * 論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們牙齒有所嚼的，他們就呼喊說，平   
     安了。凡不供給他們吃的，他們就預備攻擊他.(3:5) 
   * 以人血建立錫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領為賄賂行審判；祭司 
     為僱價施訓誨；先知為銀錢行占卜。他們卻倚賴耶和華，說，耶和       
     華不是在我們中間嗎？災禍必不臨到我們。所以因你們的緣故，錫 
     安必被耕種像一塊田，耶路撒冷必變為亂堆；這殿的山必像叢林的 
     高處。(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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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神之國度 建於錫安(4:1-5:15) 
 
     1. 堅立錫安 神是平安(4:1-5)    2. 離傷失所 再回高台(4:6-8) 
     3. 產痛暫耐 復興可待(4:9-10)   4. 嗤笑之民 鐵蹄以待(4:11-13) 
     5. 亙古之神 流歸之源(5:1-3)    6. 神之牧人 平安掌權(5:3-5a) 
     7. 猶大之獅 誰敢惹他(5:5b-9)   8. 世界之功 拆毀潔淨(5:10-15) 
 
 * 錫安之歌:與以賽亞書2:2-4相同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   
   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 
   山，奔雅各神的殿。(4:1-2a)  
 
 * 錫安的民（原文是女子）哪，你要疼痛劬勞，彷彿產難的婦人；因為  
   你必從城裏出來，住在田野，到巴比倫去。在那裏要蒙解救；在那裏  
   耶和華必救贖你脫離仇敵的手。(4:10) 
 
 * 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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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三度義怒 震撼崗嶺(6:1-7:6) 
 
     1. 回溯過往 主恩滿溢(6:1-5)       2. 謙卑行義 與神同行(6:6-8) 
     3. 非義詭詐 杖罰伺候(6:9-12)      4. 傷殘饑戰 神怒難當(6:13-16) 
     5. 義人斷絕 正直無後(7:1-2)       6. 聯惡結孽 刑罰不遠(7:3-4) 
     7. 人倫悖逆 親情殆盡(7:5-6) 
 
    * 我的百姓啊，我向你作了甚麼呢？我在甚麼事上使你厭煩？你可以明。 
      我曾將你從埃及地領出來，從作奴僕之家救贖你；我也差遣摩西、亞倫  
      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6:3-4) 
    * 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當獻上甚麼呢？豈可獻一歲的牛犢 
           為燔祭嗎？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我豈可為自 
           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嗎？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嗎？世人哪，耶和 
           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6:6-8)  
    * 因為你守暗利的惡規，行亞哈家一切所行的(6:16) 
    * 地上虔誠人滅盡；世間沒有正直人；各人埋伏，要殺人流血，都用網羅 
      獵取弟兄。(7:2) 
    * 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 
      己家里的人。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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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真光照耀 公義彰顯(7:7-20) 
 
     1. 義人得建 仇敵荒涼(7:7-13)            
     2. 恩典牧養 列國舉降(7:14-17) 
     3. 彌迦讚詩 神是信實(7:18-20) 
 
    * 我雖跌倒，卻要起來；我雖坐在黑暗裏，耶和華卻作我的光。(7:8b) 
 
    * 他必領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見他的公義。(7:9b) 
 
    * 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 
      懷怒，喜愛施恩？必再憐憫我們，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將我 
      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你必按古時起誓應許我們列祖的話，向雅各   
      發誠實，向亞伯拉罕施慈愛。(7: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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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遭遇危難時，國中的長老引用彌迦書，救了他一命，耶
26:17-18，參考3:12: 

–  國中的長老就有幾個人起來，對聚會的眾民說：「當猶大王希西
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彌迦對猶大眾人預言說：萬軍之耶和華如
此說：錫安必被耕種像一塊田；耶路撒冷必變為亂堆；這殿的山
必像叢林的高處。 

•  文士引用彌迦書，說出耶穌誕生之處，太2:4-6，參考彌5:2 
–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猶大地
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
王要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耶穌引用彌迦書，勸勉門徒愛主勝過愛人，太10:35-36，參考彌7:6 
–  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
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不背著他的十字架
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 

弥迦书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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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世人哪…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
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
的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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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俄巴底亞書 約拿書 彌迦書 
作者 南國先知 

俄巴底亞（意：耶
和華的僕人 ） 

北國先知 
约拿（意：鸽子） 

南國先知 
弥迦（意：谁象耶

和华？）  
日期 840B.C. 750B.C. 700B.C. 
地點 耶路撒冷 尼尼微 耶路撒冷 

目的 表明神會審判那
些傷害他子民的
人，旨在安慰受
苦中的选民 

顯示神廣大的
恩典,救恩是給
全人類的 

警告神的子民, 
審判即將來到.
但悔改的都免
受審判  

寫作對象 以東人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鑰節 1:21 1:2; 4:2 6:8 

鑰意 報仇 使命 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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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BC 800BC 700BC 600BC 500BC 

北 

南 

耶羅波安
(22), 931 

亞哈(22),874 

722亡於
亞述 

耶羅波安二世
(41), 793 

阿摩司 

何西阿 

以賽亞 

彌 迦 
羅波安(17), 
931 

約阿施 (40),835 

約珥,830 

烏西雅(52), 
790 

希西家(29),
715  

 

西番雅, 耶利米, 哈巴谷 

瑪拿西(55) 

686 

1st 被擄 
 606 2nd 被擄 

 586 

586 亡於 
巴比倫 

420,  
舊約終 

所羅巴伯
1st 歸回  
536BC 

以斯拉 2nd 歸回 
458BC 

尼希米 3nd 歸回 
444BC 

以斯帖 
470 

 

但以理 
以西結 

 

哈 該 
撒迦利亞 

瑪拉基 

536 歸回 

俄巴底亞 845   
以束的罪 
 

約拿, 753 

 尼尼微的復興 

那鴻,610  

尼尼微的滅亡 

對外先知 被擄期先知 

歸回 期先知 

北國二金喉 

南國二金喉 

三劍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