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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引
弟兄姊妹開始整個小先知書系列時，先讀緒論。以後每開
始新一卷前，先閱讀每卷簡介，以了解各卷簡單背景，再
進入各周經文。

** 以下緒論及簡介由黃厚基傳道編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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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先知書緒論
	 按各卷所屬之時代，十二先知書從公元前八世紀跨越
到五世紀。何西阿書、阿摩司書、彌迦書是主前八世紀的
年代。約珥書難以定位那一個年代。俄巴底亞書針對以
東，而約拿書和那鴻書都針對亞述，前者說到尼尼微的悔
改，後者說到它的毀滅；不過三者全都反映著上帝是列國
上帝的神學。那鴻書、哈巴谷書和西番雅書皆出於主前第
七世紀末年到第六世紀初年期間，而西番雅書亦可能編修
於被擄後的時代。哈該書、撒迦利亞書和瑪拉基書屬於重
建聖殿和之後的年代。	

	 讀小先知書能幫助我們看見以色列南北國的衰敗和滅
亡。若能對照於列王紀上、下以及歷代志下、尼希米記和
以斯拉記的歷史脈絡，勢必更能融會貫通，明白上帝的話
如何發生於歷史處境中。	

	 小先知書之所謂小，指的只是篇幅比較小，而不是
比較不重要。所以，不是大先知書裡的「大」先知比較 
重要。此外，這十二先知書（The	Twelve），在希伯來聖經
裡，只合稱為一卷書。

掃描	QR	code
了解更多有關十二先知書

及每卷摘要短片



3 何西阿書簡介
	 一章一節說：「當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作猶大王，約
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作以色列王的時候，耶和華的話臨到備利的兒子
何西阿。」這裡所指作以色列王的是耶羅波安二世（主前796-746：參
王下十四	16）。	

	 何西阿是北國的先知，約於主前750至715年作先知，所以說是耶
羅波安時代的末年。不過，從內證顯示，何西阿說預言，不只是針對
北國，也有針對南國的。故此，可能此書源於北國，卻在後來經過南
方猶大國的編修。不過，我們不必因此而認為此書作者不是何西阿，
而是要指出其中有些提到南國的部份有可能是在此書流傳後世的過
程，即於他本人過世以後，被南國的人所借用，對準南國後來的相似
處境作出同樣的宣告。	

	 在耶羅波安年間，亞述國忙於應付北部和東部威脅，以致並沒有
為以色列帶來任何壓力。據列王記所記載，耶羅波安得以在這期間收
回了大馬士革和哈馬。這時期的以色列，也極其繁盛。可是他們卻沒
有因此更忠於耶和華，反而走向不敬不虔，有錢有勢者更濫用權力。	

	 時過境遷，在耶羅波安之後，也就是先後在亞述的提革拉昆列色
三世（主前745-727，王下十六10-18）和撒縵以色王年間（王下十七3- 
6）。話說，當時以色列王比加聯同亞蘭王要反抗亞述，並慫恿猶大王
亞哈斯和他們聯合，可是後者不肯，於是便出兵攻打他（史稱敘利亞	
—	 以法連之戰，約主前735年左右）。於是亞哈斯向亞述王求救（王下
十七7-9），雖然為自己解了危，但也等於迎狼入室，為後來的南國猶
大的敗落埋下伏筆。不過，亞蘭和北國以色列大敗。不久北國以色列
也滅於亞述。	

	 關於何西阿這人，和其他先知一樣，我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父
親名叫備利。最令人感到深刻的倒是他的婚姻—娶了一名淫婦，而這
婚姻也成為一個隱喻，象徵上帝和以色列民的關係，前者守約忠貞，
後者一再背信不忠。上帝的子民雖遠離上帝，上帝卻一再的施慈愛。

何西亞書



4約珥書簡介
	 使徒行傳的作者路加對於五旬節聖靈降臨充滿眾門徒的事，想到
的是約珥書所提到主的日子之臨到。他引述先知約珥說：「上帝說：
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血肉之軀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
言；你們的少年要見異象；你們的老人要做異夢。在那些日子，我要
把我的靈澆灌，甚至給我的僕人和婢女，他們要說預言。在天上，我
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太陽要
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光榮的日子未到以前。那
時，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使二17-21）。不但如此，其中太陽
變黑、月亮變暗的意象，大軍來侵如蝗蟲的意象，後來也被啟示錄的
作者加以引用。	

	 到底約珥書是寫於甚麼年代？是向北國還是南國發預言？該以亞
述還是巴比倫犯境為背景，學者們眾說紛紜。於是從主前九世紀至主
前二世紀的日期都有學者提出。或許，較為中庸的說法是六世紀末至
五世紀期間。事實是，約珥書的文學風格像禮儀，而且也充滿哀歌的
氛圍。	 1因此，能不能把它鎖定在那一個時期，似乎無關緊要，彷彿作
者也有意模糊掉一個較定的年代。	

	 無論如何，此書充滿著上帝的應許，強調祂的慈愛、恩惠和信
實。經文說：「耶和華為自己的地發熱心，憐憫他的百姓」（二18）。
上帝必速速幫助祂的百姓。難怪路加從中看見上帝應許的兌現。

1		Tremper Longman III and Raymond B.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Second Edition, Second edi-
tion.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2006), 414.

約珥書



5 阿摩司書簡介
	 我們應還記得之前讀到何西阿書，提到他是在耶羅波安二世執
政（主前796-746）2的末期開始作先知，而北國以色列的形勢也安然
無逸、得以享受了一段發達的年日，直到面對亞述來侵的危機。阿摩
司在北國耶羅波安和南國烏西亞執政之時作先知。當時南北國國勢之
強，國土之大可媲美大衛和所羅門之時。3	 阿摩司作先知的年日，或許
不長，不過到底是那一年呢？我們所知的是，那時北國繁榮，故此，
他應該比何西阿稍早。	

	 阿摩司本不是先知背景出身，是個牧羊人，住在南國猶大的伯利
恆以南五英哩外的小城提哥亞。不過，他之為牧羊人，反映的不一定
是出身卑微，而可能是指擁有牧場的人。4	 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
除了指出當時拜偶像的風氣，阿摩司書所批判的正是當時的社會不公
義，即富有之人如何忽視窮苦者的需要。此外，他對於宗教形式主義
也豪不客氣的加以指責。	

	 不管阿摩司是富或窮，他的信息一樣對他那時代，同時也對當今
的社會當頭棒喝。他大聲宣告，主耶和華的日子快臨到，要審判祂的
子民。

2	耶羅波安到底執政到那一年，有不同說法，從753年到746年的說法都有。ibid.,	399;	另外，開始執政之年到
底是796或793或786都有。參 J. Daniel Hays, The Message of the Prophets: A Survey of the Prophetic and Apocalyptic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 ed. Tremper Longman III, 56283r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2010), 
266, 286; 以及Longman III and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423.

3	Longman III and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423.

4	Ibid., 424.

阿摩司書



6俄巴底亞書簡介
	 俄巴底亞書僅一章，宣講的對象不是北國以色列，也不是南國
猶大，而是以東。當然，此書不是舊約中唯一向以東作出宣講的先
知書，以賽亞（卅四5-15）、耶利米（四九7-22）、以西結（廿五12- 
14）、阿摩司（一11-12）、瑪拉基（一2-5）都曾以以東為對象。以東
在其他先知書有時象徵著將面對上帝審判的世界各國（珥三19；摩一11- 
12；九12）。跟據舊約的敘事，以東乃雅各的哥哥以掃的後裔。歷代以
來和以色列民時有戰役，也曾成為亞述和巴比倫的附庸國。5 

	 若以東是俄巴底亞書的焦點，我們從中看見，上帝是世界各國的
主。這個神學在被擄後的舊約經卷中，會一再出現。在新約裡，我們
讀到這個神學的延伸：上帝是萬族萬民的主。 

5 Ibid., 438-441.
俄巴底亞書



7 約拿書簡介
	 這卷先知書雖短，卻十分精彩，堪作短篇小說的範本。約拿被吞
在魚肚裡三天，這情節任那一個小朋友都喜歡，但卻不是所有認真看
待真實性的現代人都會輕易放過的內容。所以，是否真的如此發生的
問題，或整卷約拿書的寫作方式，意即它該屬那一種體栽文類，是聖
經研究逃避不了的問題。不過，無論如何，其信息卻是十分清晰的—
當亞述的尼尼微王向上帝認罪的時候，上帝便赦免全城的人。反倒是
主人翁約拿忿忿不平，認為上帝既差了他去宣告上帝審叛尼尼微人，
之後卻輕易的放過他們。	

	 整個情節發展極富戲劇性，轉折十分明快。約拿從逃避、到陷
於魚肚、心不甘情不願的順服，到向尼尼微人宣告；然而後者認罪，
上帝赦免，約拿鬧別扭。最後是上帝自我表白：「這尼尼微大城，其
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十二萬多人，還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
呢？」（四11），充份顯出上帝的慈愛與恩典。	

	 話說回頭，約拿是誰？他有可能是拿撒勒東北部迦特希弗
（Gath-hepher）的人，生活於耶羅波安二世之時，在北國國勢擴展時
作出宣講。我們不知道的是，到底那是亞述忙於安頓北部和西部的威
脅期間，還是向南壓逼威脅以色列期間。作為以色列民，上帝若憐憫
那侵犯我族的敵人，是萬萬難以接受的；但上帝就是這樣的超越人的
界限和民族中心。這樣的信息一樣適用於我們今天。

約拿書



8彌迦書簡介
	 是小先知書的第六卷。耳熟能詳的經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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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六8）。在彌迦書裡，我們知道有一君王要
從伯利恆而出（五2）。

	 經文提到彌迦的家鄉是摩利沙（一1），一個位於耶路撒冷西南邊
二十五英哩的小城。他在猶大王約坦（主前750-732年）、亞哈斯（主
前732-716年）和希西家（主前715-686年）在位的時候作先知，所見到
的意象乃關乎撒瑪利亞和耶路撒冷，即北國和南國。他的事奉可能始
於約坦執政末年，希西家執政早年，故有可能和以賽亞服事的年代有
部分重疊。話說撒瑪利亞亡於722年，因此彌迦一定是在北國亡國以前
開始他的宣講。	

	 話說722年，在撒縵以色王五世的帥領下，亞述大軍滅了以色列北
國。而在亞述王撒珥根二世執政期間，以色列沒有反叛。此王死亡，
繼位的西拿基立王在任期間，希西家加盟巴比倫米羅達巴拉但（參賽
卅一1所提，另參賽十三~十四）反叛亞述。	 6於是西拿基立隨即威脅耶
路撒冷（主前701），而在以賽亞和彌迦的宣講規勸下，希西家向上帝
認罪，而上帝暫時放過猶大，不叫它滅於西拿基立之手。彌迦的宣講
卻前瞻著南國猶大之亡於（主前586年）巴比倫之手，甚至是後來的回
歸（主前539年）。	7

6 Ibid., 451.

7	Ibid.

彌迦書



9 那鴻書簡介
	 先知那鴻宣講的對象和約拿一樣是亞述，不過後者宣講的結果
是全城在尼尼微王的帥領下悔改，而那鴻的信息卻是宣佈尼尼微的毀
滅，所宣講的且成了事實，尼尼微於主前612年毀於巴比倫人手中。諷
刺的是，那離開主前664左右年亞述國勢臻顛峰之時才不過五十年。想
當年西拿基立於主前701年威脅猶大。8

	 主前609年約西亞王被埃及法老尼哥（Necho）所殺（王下廿三 
29），猶大國因此被埃及所統治，可是不到幾年，即605年，埃及被尼
布甲尼撒王所滅，而猶大雖尚未被滅，卻已轉由巴比倫所管。（王下
廿四	7-17）。9

	 那鴻的名字是安慰（comfort）和恩愛或同情（compassion）的意
思。祂雖是忌邪的（或譯為嫉妒的），卻是不輕易發怒的上帝（一2- 
3）。那鴻書的信息一方面警告亞述，同時安慰猶大。然而那警告的信
息豈不也一樣適用於猶大？可惜的是，猶大不久便隨亞述之後，被巴
比倫所滅。

8 Gerhard Von Rad, Message of the Prophets, Th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2), 157; Longman III and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458.

9	Rad, Message of the Prophets, The, 157–158.

那鴻書



10哈巴谷書簡介
	 我們先前提過巴比倫於主前605年之後便實質上統治著猶大國。
哈巴谷的服事年期有可能便是609-597年。此書可能寫於主前第七世紀
末年到第六世紀初年期間。話說亞述於主前625年，即尼布甲尼撒王之
父親登基作巴比倫王那一年開始，國勢便急速下滑。	 10在哈巴谷書第一
章裡，上帝藉先知的口說：「我必興起迦勒底人」（一6），那有可能
指625-604年間，而巴比倫大軍的其他侵略（二5，8-10）應該發生於較
晚的日期，約605-575年間。總的來說，哈巴谷和耶利米、西番雅、那
鴻，並可能包括約珥，都屬同時期的人。11

	 部份學者認為哈巴谷書裡有哀歌和禮儀的形式（見哈巴谷書第三
章）。	 12像哀歌一樣，哈巴谷代以色列民發出心中的不忿（一2-4；一
12-17）：為甚麼上帝容許外邦人一再攻擊祂的百姓。可是上帝的應許
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二4）。後來這一句被保羅所引用。上帝是
信實的，祂並沒有棄猶大不顧。	

	 雖然有時候，我們面對著各樣的攻擊、人生似乎沒有出路，以為
上帝已經棄我們不顧。可是上帝必聽見我們的哭求。這正是作者所要
見證的：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
	 葡萄樹不結果，
	 橄欖樹也不收成，
	 田地不出糧食，
	 圈中絕了羊，
	 棚內也沒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
	 因救我的上帝喜樂。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
	 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10 Longman III and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465.

11 Ibid.

12 Ibid., 463.

哈巴谷書



11 西番雅書簡介
	 研讀西番雅書，至少有兩個問題是免不了的：到底西番雅的服事
期是在約西亞找到律法書（主前621年）並帶來改革之前還是之後？此
書沒有明確提及尋獲律法書一事（王下22-23）。另一點是，先知雖預
示一個即將發生的侵略，但到底敵人是那一國卻不清楚。	 13說是亞述，
按經文的推論，亞述可能已國勢大減，似乎不太可能；而稍後時期其
他民族來侵也不像。剩下的是方興未艾的巴比倫，可是又未免太早。
因此學者推論，較好的處理方法是認定西番雅書原初出於較早期，也
就是上述所謂的約西亞的年代。不過此書後來經過編修，以致能反映
一個被擄後的角度。14

	 無論如何，經文的結構仍是清晰的：普世的審判（一2-3；三 
8），對猶大（一4-二3；三1-7）以及各國（二4-15）的影響，緊接著是
普世的祝福並其對猶大和各國的影響。15

	 和其他先知書一樣，西番雅書強調「耶和華的日子」之臨到。這
日子除了彰顯上帝威嚴的一面，也反映祂的信實和憐憫（三12-13）。16

13-16	Ibid., 471-475.

西番雅書



12哈該書簡介
	 我們對哈該所知不多，所知的是他和撒迦利亞同時期服事和宣
講，而且以斯拉也毫無疑問知道他（拉五1；六14）。和撒迦利亞書同
屬一個年代，也同樣關乎以色列回歸耶路撒冷。我們或許會想，在古
列頒下諭令之後，猶太人必爭先回歸，離開巴比倫回到耶路撒冷。可
是，事實並非如此，許多人已彷彿聽從了耶利米的勸告「建造房屋，
住在其中；要開墾田園，吃園中所出產的」，而且也已「娶妻生兒養
女」（耶廿九5-6）。	

	 約有五萬人選擇回到耶路撒冷。他們抵達後面對不少問題：地的
荒廢、舊屋失修、那些留守耶路撒冷的猶大社會中低下階層者，早已
侵佔了那些被擄者的產業。重建城牆和聖殿都面對不少反對和阻力。
可見那些回歸者可能覺得有比建造聖殿更迫切的事，即重建自己的家
和修復農耕。	

	 哈該書的宣講可鎖定於大利烏一世（主前522-486）第二年其中四
個月。除此之外，我們對哈該其他的事蹟便一無所知。重建聖殿的工
作一開始，他便從歷史的舞台上消失了。	17

哈該書與撒迦利亞書日期對照 18

章節 大利烏年月日 日期 內容

該一1 2/6/1 520年8月29日 聖殿有待建造

該一15 2/6/24 520年9月21日 恢復聖殿的工作

該二1 2/7/21 520年10月17日 聖殿的榮耀

亞一1 2/8/- 520年10或11月 撒迦利亞的權柄

該二10,	20 2/9/24 520年12月18日
為將來祝福：所羅
巴伯為上帝的戒印

亞一7 2/11/24 519年2月15日 第一晚的異象

亞七1 4/9/4 518年12月7日 禁食的事

拉六15 6/12/3 515年3月12日 聖殿完成

17 以上有關哈該的一切，全參	Tremper Longman III and Raymond B.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
ment: Second Edition, Secon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2006), 477–480.

18 此表取自Ibid.,	486。由本人所譯。

哈該書



13 撒迦利亞書簡介
	 撒迦利亞在大利烏王第二年看見異象。話說雖然早於主前529年，
古列王的諭令已下，猶太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可是由於遭
遇諸般反對和阻力，工作真正要到上帝興起哈該和撒迦利亞的時候才
復始（拉五1-2），並於516年完成（拉六13-15）。19

	 撒迦利亞書一至八章內容與群體的重建較相關。九至十四章反映
的則是較遙遠的未來，充滿著終末和天啟的意象，不少相關經文也被
啟示錄的作者所引用。比如第四章所提到的金燈台、兩棵橄欖樹，第
六章的四匹馬和馬車等等。	

	 相對於前八章，其中內容涉及撒迦利亞、約書亞、所羅巴伯和
其他參與者，有學者認為九至十四章，反映著另一個時期的需要，可
能源自另一個作者，反映的是希臘時期。不過，兩者依然有其一致之
處，包括一、對耶路撒冷的看重，二、對群體的潔淨，三、外邦人在
上帝的國裡的地位，四、對之前的先知的作品的倚賴，五、修復天堂
般的生產力，六、約的更新，七、被擄者再重聚，八、上帝的靈的澆
灌，以及九、彌賽亞的主題。所以說，全書是一個統一的整體。	

	 所羅巴伯可能是當時先知所看到的受膏者（彌賽亞），但真正
的彌賽亞要到耶穌的時候才應驗。不過，在撒迦利亞書看見了後來被
福音書的作者所借用的意象。經文說：「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
『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和地騎著驢，騎著小驢，驢的駒 
子』」（九9；太廿一5）。20

3	Longman III and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486.

4	Ibid., 487-489.

撒迦利亞書



14瑪拉基書簡介
	 瑪拉基書不像其他先知書，先說出他作先知的年代。我們對於他
是誰也完全沒有資料。經文開宗明義說是「耶和華的話，藉瑪拉基傳
給以色列的默示」（一1）。此書和哈巴谷書有點相似，以辯論的方式
進行，不過卻不是以色列向上帝伸訴，而是上帝向以色列伸訴。	

	 以第一個辯論為例，「耶和華說：『我曾愛你們。』你們卻說：
『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耶和華說：『以掃不是雅各的哥哥嗎？
我卻愛雅各，惡以掃，使他的山嶺荒涼，把他的地業交給曠野的野 
狗。』」（一2-3）。上帝向以色列表達祂一直都愛他們，只是他們不
相信，於是他以實證來證明。

	 全書繼以另五個辯論開展下去：祭司對上帝的藐視、以色列破壞
盟約、上帝的公義、以色列該悔改、對上帝出言不遜指稱服事上帝是
枉然的。對這一切上帝都向以色列民作出指控和辯護。	

	 話說回頭，到底瑪拉基書應是甚麼年代的作品呢？以上這些上
帝與以色列民的辯論，是出於甚麼樣的時代背景呢？學者認為此書應
是波斯時代的作品，作於主前475-450年。當時已經重建好數十年，可
能又有失望的情緒重新彌漫於以色列民當中，猶大依然是波斯帝國境
內一個頗微不足道的小省份，而上帝也好像沒有給祂的子民享有甚麼
明顯的成就。而且，道德也一直下滑：以色列民和異族通婚（二11- 
15；比較尼十三23-27）、沒有獻上十分之一（三8-10；比較尼十三10- 
14）、不守安息日（二8-9，四4；比較尼十三15-22）、祭司的腐敗（一
6-二9；比較尼十三7-9）和社會問題（三5；比較尼五1-13）。如此背景
之下，瑪拉基蒙召向以色列民宣講上帝的話。

瑪拉基書



 讀經計劃進度表
日期 經文 日期 經文

1月5-11日 何西阿書 1-3 4月6-12日 彌迦書 4-5

1月12-18日 何西阿書 4-6 4月13-19日 彌迦書 6-7

1月19-25日 何西阿書 7-9 4月20-26日 那鴻書 1-3

1月26日-2月1日 何西阿書 10-12 4月27日-5月3日 哈巴谷書 1-3

2月2-8日 何西阿書 13-14 5月4-10日 西番雅書 1-3

2月9-15日 約珥書 1-3 5月11-17日 哈該書 1-2

2月16-22日 阿摩司書 1-3 5月18-24日 撒迦利亞書 1-3

2月23日-3月1日 阿摩司書 4-6 5月25-31日 撒迦利亞書 4-6

3月2-8日 阿摩司書 7-9 6月1-7日 撒迦利亞書 7-9

3月9-15日 俄巴底亞書 1 6月8-14日 撒迦利亞書 10-12

3月16-22日 約拿書 1-2 6月15-21日 撒迦利亞書 13-14

3月23-29日 約拿書 3-4 6月22-28日 瑪拉基書 1-2

3月30日-4月5日 彌迦書 1-3 6月29日-7月5日 瑪拉基書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