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赐先知给我们 
 

第七课 
 

“ 预言的目的”  
 
 

1. 任何人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都会很容易看到先知们说了许多预言。如果你问为什么在先知书
中有这么多预言，大部份人会告诉你预言的作用是要向我们宣告有关未来的事。我们在这一课
中要学到先知说预言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宣告未来的事，相反地，是鼓励神的子民去塑
造未来。 

 
2. 我们称这一个课为‘ 预言的目的’ ，因为我们要探索先知为什么谈论有关未来的事。为了发掘

预言的目的，我们要去看四个不同的题目：第一，先知怎样了解神在历史中的主权；第二，先
知如何理解预言和人的回应；第三，先知怎样了解预言的确切性；第四，旧约先知书中预言的
目的是什么？ 

 
3. 首先让我们看看神在历史中的主权，是怎样形成先知对预言的理解。你有没有留意到所有人都

倾向于走极端，就连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不是吃得太多，就是吃得太少，不是运动得太多，
就是一动也不动。同样情况也出现在神学上。当我们思考神学概念的时候，我们往往也走了极
端，尤其是谈到神的主权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更容易走极端了。有些基督徒强调神在历史中的
主权，强调的程度到了完全排除了人的责任。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强调人的选择能力和人的责
任，否定了神的主权。教会对这个主题的看法十分混淆不清，所以我们要暂时停下来，研究一
下圣经对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看法。圣经中神主权的教义为理解先知怎样预言未来，提供了
根本的背景资料。 

 
4.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研究神主权这个主题，首先我们要看两个传统的神学主题：第一个主题

是神的不变性；第二个主题是神的看顾。我们先看圣经怎样谈论神的不变性。 
 

5. 简单地说，神的不变性所指的是神是不变的。我们要小心地解释这句话，因为我们可能误以为
神是变不了的，是不能改变的。然而，神并非那样。多个世纪以来，传统的系统神学仔细地以
具体的方面去辨别神的不变性。实际上，当谈论到神的不变性的时候，神学上只有三种主要的
方面。 

 



6. 神的属性是不变的。神永远是爱、是公义的、是全知的、是全能的、是无所不在的。神的属性
永远不会随著时间的变迁而改变。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希伯来书 13 章 8 节的时候所指的就是
这个意思：“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 神不可能成为他本身以外的其
他东西。我们能够信得过神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他的属性是不变的。 

 
7. 神的不变性存有另一层意义，这是超乎他的属性的，这种不变性是与他的恩约应许有关的。神

的恩约誓言是永远有效的，他永远持守所立的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一次简洁地总结了这教
义。在希伯来书第 6 章 16 和 17 节里，我们看到这些话：“ 人都指著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
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
的，就起誓为证。” 这段经文清楚地讲明了当神在恩约中起誓的时候，我们能够肯定他是不会
更改他说过的话。 

 
8. 圣经中教导神的不变性的第三方面，是有关他为宇宙设定的永恒管理和永恒计划。虽然有些基

督徒群体不同意圣经中这项教导，我们在这一课里面所说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神有一个永恒不
变的计划这信念之上，这个计划管理著所有发生在历史中的事件。让我们以传统的方式总结这
教义，我们引用威斯敏斯特信条来申明这一点。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第 3 章第 1 段中，对于神永
恒的计划有这样的说法：“ 神自永恒本他自己至智至聖的旨意，自由地、不變地決定一切將要
成就的事。”  

 
9. 这信条非常清楚地表达了神的主权。简单地说，神对宇宙有一个计划，这计划是精密的、一点

欠缺的地方也没有。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谈到神的计划：在以弗所书第 1 章 11 节里，他这
样说：“ [神]随己意行做万事。” 按照使徒保罗的意思，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包含了万
事，神要按照这个计划行事。 

 
10. 先知以赛亚也谈论到神包含万有的计划。在以赛亚书 46 章第 9 到 11 节中，先知这样说：“ 因

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
事，说：‘ 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
也必作成。”  

 
11. 先知们相信圣经中神的不变性这教义，明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神的属性是不变的、他的恩

约应许是不变的、神为宇宙设定的永恒计划也是不变的。所以，不管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发生怎
样的事，先知们明白到神的属性是不会改变的。先知们明白到神必定坚守他的恩约应许，他们
也知道神不会失去照管万事的能力。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见到可怕的事情经常发生，但是先知
们对神的不变性满有信心，这份信心在困难的时期中承载了他们的信仰。 



 
12. 神的不变性为所有预言设定了背景，我们要记住一枚硬币是有两面的。我们要以神的看顾去平

衡神的不变性这项教义。 
 

13. 神的看顾可以被定义为神为宇宙制定永恒计划的时候，他在历史中积极的活动。根据圣经看
来，神并没有离开他所创造的万物，他并不是只坐在天上观看他设定的不变计划的开展。相反
地，他在自己制订的永恒计划中有一个角色。因此，圣经中经常以‘ 永生神’ 去称呼他，这是
因为他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演员，他经常与他的创造物互相沟通，照顾他们。威斯敏斯特信条
能够再一次帮助我们直接地明白这个概念。在第 5 章第 2 段里有这一段有关神的看顾的话：
“ 万事万物虽然在神(第一因)的预知与圣定之下，毫无变更地和必然地发生﹔ 可是，在神同样
的照管之下，根据第二因的本质，神也规定万事万物必然地、自由地、或偶尔地发生。”  

 
14. 我们从内在的角度去看，神的计划必定会成功地、不变地和无误地完成。但是我们也从历史的

角度、从神照顾的角度去看神完成计划的方法，这方法就是神透过不同方式与他的创造物沟
通。神至少以三种不同的方式与第二因，就是被造物沟通。神实行他计划的方法，是指定事件
按著必然的次序、自由的次序、或者偶然的次序发生。这几种次序的分别是十分重要的，让我
们在这里稍作解释。 

 
15. 有时候神的看顾是叫事情必然地发生。可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事件是根据自然规律发生的事

情，如地心引力这一类的自然定律。自然规律提供可预测性和照管性的必然定律。可是同时
间，信条中也阐明了有些事件是偶发的。换句话说，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是随意发生
的，就像掷骰子、气象，和生活中其它的事情那样，这一切 终都是在神的统管之下的。可
是，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是随机的、是自由地联系起来的。 后，威斯敏斯特信条告诉
我们，历史上有些事情是偶发的。神当然是在掌管一切，但是，他掌管历史取向的方法，是与
人随意的决定有互相影响的作用的。 

 
16. 先知不仅相信神永恒的计划要绝对无误地成就，他们同时也相信神的计划是包含人的选择和回

应的。这事实在先知的事奉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们要仔细地研究这个题目。 
 

17. 看过了神的不变性和照管性之后，我们现在要看第二个题目：就是预定性和偶发性。我们看见
了神有时候透过人的偶发选择去成就他的永恒计划。现在我们要看看人的偶发选择在旧约先知
书的预言中的重要影响。有时候人的选择影响到预言本身和预言的应验，对历史有重大的影
响。 

 



18. 要探索预定性和偶发性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触及到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圣经所教导的一
般模式；第二个主题是一般模式的具体例子。 

 
19. 让我们先去看预言和历史偶发性的一般基本模式。也许在先知书中 能够帮助我们看见基本模

式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 18 章第 1 到 10 节。由于这段经文十分重要，我们需要仔细地去研究
这段经文的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耶利米在 18 章 1 到 4 节中的观察；第二方面是神在第 5 和
第 6 节中的解释；第三方面是神在第 7 到 10 节中的详细说明。 

 
20. 首先让我们听听耶利米在第 1 到 4 节中的观察：“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起来，下到

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 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
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21. 神叫耶利米去窑匠的家，耶利米就进入了窑匠的家，他看见窑匠正在用泥土做器皿，器皿后来

做坏了，窑匠于是改变了原来的设计。窑匠按照他认为 好的方式去捏造泥土。耶利米在窑匠
家中的观察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是神要耶利米看到的。在第 5 到 6 节中，神告诉耶利米这经
历的意义：“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
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  

 
22. 就如圣经中很多其他的经文那样，这段经文以窑匠代表神，以泥土代表以色列。经文中清楚讲

明神有主权以他认为 好的方式去对待他的子民，就象窑匠捏造泥土那样。神永远不会违反他
的不变性，也不会违反他的恩约和永恒计划。然而，在这个范围之内，神有自由以各种方式去
对待他的子民。 

 
23. 我们看过了窑匠的观察和神的解释之后，现在就要去看神怎样详尽地阐述这件事。简单地说，

神以窑匠和泥土的比喻作为先知的预言。首先，神在第 7 节和 8 节中宣告了审判的预言：“ 我
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
就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与他们。”  

 
24. 注意神描述这情况的方式。神随时都会宣告对哪一个国家降下审判。然而，如果有干预性历史

偶发悔改出现，神有可能会动怜悯的心，预言有可能因此不会按照所宣告的方式发生。总的来
说，在历史中人的偶发性选择有可能影响神应验审判预言的方式。 

 
25. 为了表示这项原则同时应用在其它的预言上，神在第 9 到 10 节中谈到赐福的预言的时候这样

说：“ 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



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注意这里的平衡情况。神宣告有可能随时赐
下繁荣和祝福给任何一个国家。可是，如果在历史中有干预性的偶发叛逆和背叛情况出现，神

后有可能改变他原来赐福的计划。 
 

26. 耶利米书第 18 章教导我们一项原则，我们必须预备好随时把这项原则应用在每一个圣经的预
言中。神告诉耶利米他可以自由地以人的正常反应去回应审判的威胁和祝福。当我们看圣经先
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经常观察人们对先知预言的回应，然后决定他们的未来。 

 
27. 看过了预定性和偶发性的基本原则之后，现在让我们看看一些具体的例子，这些例子能够帮助

我们明白如何应用这项基本原则。圣经中有无数例子说明人的偶发选择如何大大的影响到先知
预言的应验。让我们来看两个有力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先知示玛雅的预言，第二个例子是约
拿的预言。 

 
28. 我们先来看示玛雅的预言。在历代志下 12 章 5 节中是示玛雅宣告的审判：“ 那时，犹大的首

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波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 你们离弃了
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的手里...’ ” 注意示玛雅在这里没有为这项预言提供任何明确的条
件。在不熟悉先知事工的人看来，示玛雅好像是在揭示神永恒不变的旨意。但是罗波安和犹大
领袖完全明白当时的情况。他们期望这些话只是神的警告，警告他们如果不悔改的话，神就要
采取这样的行动。 

 
29. 所以我们在第 12 章 6 节中看到这些话：“ 王和以色列众首领都自卑说：‘ 耶和华是公义

的。’ ” 当罗波安和犹大的领袖听见先知的审判，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他们一同向神发出呼
求，凭信心悔改，寻求神的恩慈。 

 
30. 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干预性历史偶发事件，这事件就是谦卑的祷告如何戏剧

性地影响了示玛雅预言的应验。实际上，示玛雅本身知道这影响要临到。听听在犹大领袖悔改
了之后，示玛雅在第 7 节和 8 节中怎么说：“ 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
说：‘ 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藉著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
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作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和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 ”  

 
31. 这段经文清楚地说明了示玛雅的事工与今天传道者的事工很相似。他警告审判的来临，目的并

不是要谴责神的子民到永远灭亡的地步，示玛雅的目的是要他们听见警告，希望他们悔改，领
受神的恩典。我们看见人透过祷告所作的回应，对示玛雅预言的应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个



例子中，示玛雅的预言并没完全地被扭转过来，却是软化了、柔和了，所以耶路撒冷遭受的攻
击不像原来所说的那么严重。 

 
32. 第二个显示人的回应如何影响预言的例子是约拿书。我们都很熟悉约拿的故事。我们知道神差

派约拿到尼尼微城市宣告审判的来临。在约拿书第 3 章第 4 节中，约拿这样说：“ 再等四十
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再没有预言比这预言更简单的了。约拿宣告四十日之后尼尼微城必被
毁坏。宣告中没有‘ 如果’ 、没有‘ 并且’ 、没有‘ 但是’ 。可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接下
来我们看到尼尼微王和他的子民、牲畜都披上麻布，坐在灰中，悔改他们的罪。尼尼微王在第
3 章 7 节中宣布说：“ 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
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轮意后悔，不发
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33. 简单地说，一次干预性历史偶发悔改在预言应验之前发生了。尼尼微城的人在神面前谦卑悔

改，结果出现了怎样的历史性偶发情况呢？在 3 章 10 节中我们看到这些话：“ 于是神察看他
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约拿预言的应验被尼
尼微城的悔改大大地影响了。他后来在第 4 章第 2 节中对神这样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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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宣告了预言，但
是约拿知道神也许不会毁坏这个城市。过了一百年之后，尼尼微终于被巴比伦毁了。 

 
34. 在耶利米书第 18 章和这两个具体例子的一般原则中，我们看到人的偶发选择很多时候影响了

预言应验的方式。神有时候会改变主意，不降下审判或者不降下祝福；他有时候减少祝福，或
者减弱审判的程度；有时候他会加强审判的程度，又或者增加所赐的祝福，这些情况的出现取
决于人对预言的回应。 

 
35. 我们看见了干预性历史偶发事件是有可能影响预言的应验，现在我们要去看另一个主题：那就

是当旧约信徒听到预言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把握呢？他们有信心神要应验先知所说的预言吗？ 
 

36.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复习一下旧约预言的种类。在前面的课文中，我们看到了旧约预言的
一个主轴，那就是恩约祝福和审判之间的变化。先知的预言可以被分为两类，那就是神对大自
然和战争的祝福，和神对大自然和战争的审判。我们在前面的课文中看到了另外的结构性主
轴。所有的先知预言是在或轻或重的审判与祝福的范围之内。你会记得先知宣告各类型的轻度
祝福和审判， 严重的审判是被掳的威胁，而 大的祝福是被掳之后的复兴。处理先知预言的
基本取向，能够帮助我们看见先知传达给原来听众的基本讯息。 

 



37. 到了这里，我们要在结构中加入先知预言的第三个层面。旧约先知不仅仅向他们的听众宣告或
轻或重的祝福和审判，他们也表明了神要执行审判的决心有多大。在一方面看来，先知告诉听
众神执行某一个预言的决心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他们也表明了神是极度坚决的叫预言应验。
我们必定要记住当先知谈到神实现预言的决心程度的高低的时候，他们是以人的角度去谈论
神。如果我们从神永恒不变的计划的角度去看，神决定要实现的事情都必然实现。但是当神与
人沟通，制定出他照管的计划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表明他的极大的决心，有时候又会表明他的
决心不是那么坚决的。 

 
38. 旧约预言中有关神的决心这个层面是广阔的，我们将会在这个范畴中指出显示神决心的四个方

面。第一方面，先知作了一定数量的预言，其中表示神没有承诺历史要朝那一个方向走。他们
作表示的方法是，以明确的条件去叫他们的预言附合资格。明确的条件是采用‘ 如果…就会’
这类声明，这类声明在旧约先知书中出现了好多次。例如在以赛亚书第 1 章 19 到 20 节中，我
们看到这个条件性预言：“ 你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
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39. 在这段经文中，先知以赛亚非常清楚地表示了神的子民是有选择的。如果他们听从神，他们就

会得到祝福，但是如果他们拒绝服从，他们就会被审判。一次又一次地，先知向神的子民表明
这种情况，让他们知道神对于历史的取向是抱开放的态度的，神的子民的选择是历史取向的决
定性元素。 

 
40. 有关神的决心这个范畴的第二方面，是以不附合资格的预言的方式出现。这类经文简洁地谈到

将来的事，其中没有指出明确的条件。在这些情况之下，先知表达在这个时刻中，神决心要叫
历史朝一个特定的方向走。但是我们从这些预言的结果中知道，人如果作出比较高水平的回
应，事件的方向是会改变的。我们已经在约拿书第 3 章第 4 节中看到这种预言的例子，先知约
拿这样说：“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在这预言中并没有明确的条件，先知约拿同时
也清楚地说明了神坚决地要毁灭这个城市。可是，尼尼微城中明显的和普遍性的悔改，引致神
延迟了对那个城市的审判。 

 
41. 恩约祝福同时以不附合资格预言的形式出现。听听哈该在哈该书第 2 章 21 到 23 节中对所罗巴

伯所说的话：“ 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　座，除灭列
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
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 ” 这段经文讲明了神要毁灭以色列四周的国家，并
且要叫所罗巴伯作王，统管他的子民。 

 



42. 在这里没有列出明确的条件，我们也知道所罗巴伯并没有作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四周的国家也
没有被毁灭，预言中所说的事都没有发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因为被掳后的群体并不顺
服神，人的偶发选择影响了预言应验的方向。 

 
43. 虽然有些预言表示了神对未来开放了许多可能性，旧约先知有时候也表明了神较大的决心，要

叫历史朝某一个特定的方向走。先知以神应验预言的方式去传达神的决心。旧约先知主要以两
种方式去证实他们的预言：第一个方式是神以口头证据去表达他的决心；第二个方式是神以兆
头去表达他的旨意。 

 
44. 让我们先看神给他子民的口头证据。口头证据的 佳例子出现在阿摩司书第 1 章中。听听先知

阿摩司在第 1 章第 3 节里所说的话：“ 大马士革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我的刑罚。”
‘ 我必不免去’ 是这一课预言中的重覆特点。 

 
45. 神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重覆这句话呢？神这样讲话是要传达他降下审判的决心。可是，这是不

是意味著他们完全没有可能逃过神的审判呢？先知明明地说了诚恳和彻底的悔改仍然能够叫神
的愤怒转离他们。神在阿摩司书第 5 章第 4 和第 6 节中这样话：“ 耶和华对以色列家如此说：
‘ 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像火发出。’ ” 阿摩
司书第 1 章和第 2 章显示了神坚决要向以色列发烈怒，但是这段经文中同时表达了诚恳和广泛
性的悔改有可能会影响神发烈怒的决心。许多旧约先知书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先知以神的
话去证实神要降下审判的决心。这种做法是为了要激发听众，叫他们认真地寻求神，恳切地悔
改 。 

 
46. 先知们不仅仅以口头证据去说明神高度的决心，他们也以兆头去增强预言的可信性。在旧约

中，我们到处都看到先知们以实行各种各样的兆头和象征行动，去说明神要叫某些事情实现的
高度决心。每当兆头伴随著预言出现的时候，就表示了神极为坚决地要应验先知宣告了的预
言。 

 
47. 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出现在以赛亚书第 7 章里。你还记得以赛亚怎样警告亚哈斯吗？以赛

亚说当亚述和以色列要来攻打他的时候，他要信靠神。但是亚哈斯拒绝了，所以神在以赛亚书
第 7 章第 11 节中这样对他说：“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
处。” 以赛亚书向亚哈斯王提供了神要照顾他的明证，但是亚哈斯虚伪地拒绝了。因此，神给
他一个兆头，可是这个兆头不是拯救的兆头，而是降罪的兆头。 

 



48. 我们看见了先知们不仅仅宣告有条件的预言和没有修饰的预言，他们也以口头证据和兆头去证
实了许多预言，显明了神决意要选择朝一个特定的方向走。第四类预言显示了神坚决要应验他
透过先知所宣告的讯息。这类型的预言以神起誓的形式出现，其中并没有特定的条件。 

 
49. 先知的话常常简单地宣告神起誓要进行某些行动。例如，在阿摩司书第 4 章第 2 节中，神起誓

说富有的撒马利亚妇女要被敌人掳走。看看先知是怎么说的：“ 主耶和华指著自己的圣洁起誓
说：‘ 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 。” 另一个誓言的公式出现在以西结书第 5 章 11
节。我们读到以下的话：“ 主耶和华说：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
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  

 
50. 当神在先知的预言之上加添誓言的时候，这项预言的约章的肯定性就被提高了。神在他的约里

起誓，要实行所有他曾宣告要做的事。当先知在预言上加添神的圣洁誓言的时候，就表明了神
有绝大的决心要实行他说的话。 

 
51. 神起誓要叫预言应验，表明神坚定的决心。同时间，我们仍然看到当神处理干预性历史偶发事

件的时候，神的回应是有弹性的。可是，‘ 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仍然有决定性的影响；时间
能够影响听预言的人的回应。第二，究竟谁会经历到预言的应验呢？这个问题依然是有弹性
的。第三，预言应验的方式经常没有特别被指明出来。第四，预言要应验到那一个程度还是没
有定论的。 

 
52. 让我们研究一下阿摩司书第 6 章第 8 节里的誓言审判：“ 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著自己起誓说：

‘ 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 ” 虽然这
卷书前面记载了阿摩司为撒马利亚保留了逃过审判的可能性，可是到了这里，阿摩司全面地向
撒马利亚发出审判，宣告撒马利亚要被毁灭。可是，很明显地，这誓言并没有回答审判要在什
么时候临到这个问题？毁灭是快要来临呢？还是要被延迟呢？究竟是谁或是哪一国的人民要遭
审判呢？谁有可能逃得过审判呢？这些问题都还是没有答案的。而且，神并没有指明将要用那
一种方式去施行审判。审判是必然要发生的了，可是预言中没有讲到审判的强烈程度。这些问
题的答案要看以色列人的回应而决定。他们究竟要祷告悔改呢？还是要背叛对抗神呢？这些回
应对预言的应验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53. 神祝福的誓言的情况与审判的誓言是相类似的。例如，在以赛亚书 62 章第 8 节中，我们看到

了被掳归回的誓言：“ 耶和华指著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 我必不将你的五谷给你
仇敌作为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 ” 这段经文明确地谈到神起誓要领他
的子民回到应许地去，好叫他的子民认定预言要应验。但是，当中仍然是有问题的。神什么时



候要叫这预言实现呢？谁要被领回到应许地去呢？这复兴要透过怎样的方式进行呢？这又是何
等程度的复兴呢？这种问题在誓言式的预言中都是有待解答的。 

 
54. 我们看到了旧约先知表明神有不同程度的决心，要叫未来朝他所指定的方向走。有些预言明确

地表示将来是有待决定的，别的预言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的，还有些预言是以口头证据和兆头
作证明的， 后，有些预言是以神的誓言作为确据的。 

 
55. 当我们学习旧约先知预言的时候，我们总要记住把预言和干预性历史偶发事件连结起来。神有

不同程度的决心去施行先知所宣告的讯息，如果我们不记住这不同程度的决心，我们研读预言
的时候就有损失了。 

 
56. 看过了先知怎样理解预言的肯定性之后，我们现在就要辩明先知预言的目的。先知为什么说预

言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触及到两方面，第一是普遍的看法，第二
是预言目的的正确看法。 

 
57. 我们先去看一般人对旧约预言目的存有的广泛误解。如果要说旧约预言有一个主要目的的话，

我们可以用‘ 预测未来’ 一词来总结。我们知道当医生作诊断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他对病症
结果的看法，或者是病症到后来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很多时候这是基督徒了解先知书的方式。
他们认为先知只是在预测未来；预告将要发生的事。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先知表明
了无论在任何时候，神决意要朝这个方向走或者朝哪个方向走。然而，我们必须总记得，干预
性历史偶发事件有可能对预言应验的方式起重大的影响。 

 
58. 圣经中有一段经文支持‘ 预测未来’ 这普遍的看法，那就是申命记第 18 章 20 到 22 节。在这

段经文里，摩西宣告以色列辨别真假先知的标准。在 21 节中摩西代表以色列问一个问题：
“ 你们心里若说：‘ 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 ” 第 22 节是对这个问题
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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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对这段经文 普遍的误解大概是这样的：从神而来的真先知无论说什么都必定如实应验。可是

要正确地应用摩西的真假先知测试，我们要记住在这一课中我们所看过的事实。我们不能僵硬
地应用先知的话，我们必须考虑先知预言背后的意思。当先知说话的时候，他们不一定在说预
言必定要应验，这不是他们要听众所得的印象。他们的话明明地指出，或者暗含地表示人的回
应是能够影响预言的应验的。所以，当我们应用摩西的先知测试的时候，我们不单必定要问先
知明确地说了什么，我们更要问在他们的预言中有什么暗含的情况。 



 
60. 摩西和以色列都知道这是预言的真实情况。他们知道只有神的誓言能够巩固未来事件状态，他

们也明白到当先知宣告审判的时候，他们通常没有以审判作为 终的判决，只是发出审判的警
告。他们也了解到除非先知表示神起了誓，不然的话。先知不会应许祝福的降临，只会提出祝
福降临的可能性。从这些例子看来，预言要通过摩西的测试的话，就必须要有重大的干预性历
史偶发事件发生。换句话说，只要人的主要回应不影响这个过程的话，要应用摩西的测试就很
容易了。否则，神作出回应的可能性就必须计算在其中。看者必须问这个问题，重大的干预性
历史偶发事件有没有发生呢？如果这些事件发生了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适当地调整摩西的测
试。 

 
61. 如果‘ 预知的主要目的是预测未来’ 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话，那么，先知预言的主要目的是什

么呢？简单来说，先知谈到未来的主要目的，是要去激发听众，去激活他们。先知不一定在告
诉听众有关未来的事，他们其实是想激发听众去塑造未来。 

 
62. 让我们去看看旧约信徒对先知预言的回应的方式，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对先知预言的看

法。首先，我们会看见称为‘ 谁知道？’ 的回应，然后我们要看‘ 两重相连’ 的回应。神子民
的回应将会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先知预言的目的。 

 
63. 首先，我们要看‘ 谁知道？’ 这个回应。我们看到在旧约中有三处地方，记载了当人们听到先

知预言之后，表现出在甚为奇怪的回应。他们不是说：“ 好了，我们现在知道将来是怎么样的
了。” 反过来说，他们说：“ 谁知道？” 又或者象他们用希伯来语说：” me o dayah。”  

 
64. “ 谁知道？” 这个回应在三个情况之下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第一，当拿单面对面斥责大卫与

拔示巴行淫的时候，他在撒母耳记下 12 章 14 节里宣告了这个预言：“ 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
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拿单预言大卫的儿子必定要死，
我们看到后来大卫的儿子的确死了。但是，大卫后来在宫中向他的子民解释在拿单宣告预言之
后，在他儿子死之前他的想法如何。他在撒母耳记下 12 章 22 节中这样说：“ 孩子还活著，我
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  

 
65. 与其接受预言是不可避免的，大卫仍然希望知道是否能够以祷告和悔改去避过这次审判。他的

努力没有结果，因为他的儿子还是死了。但是大卫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在孩子死亡之前，大
卫仍然是怀有希望，就是“ 谁知道” 的希望。 

 



66. 同样地，先知约拿宣告将要临到尼尼微城的审判。在第 3 章第 4 节里，我们看到这个预言：
“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同样地，我们有可能预期尼尼微城的人接受先知的预言，
看这预言为无可避免的，但是，他们没有接受这宣告，相反地，他们就象大卫那样作出回应。
在约拿书第 3 章第 9 节里，尼尼微王说：“ 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
未可知。”  

 
67. 在第三个例子中，我们看见对先知预言的同样回应。在约珥书第 2 章第 1 到 11 节里，先知宣

告可怕的审判将要临到耶路撒冷。可是，约珥依然鼓励听者悔改和禁食。他鼓励人们悔改和禁
食的原因清楚地记载在第 2 章 14 节中。在那里我们听到这些话：“ 或者转意后悔….也未可
知。” 约珥确切地知道只要他的预言没有完全地应验，神的子民寻求神的赦免总是好的，因为
没有人知道神对干预性历史偶发事件会作出怎样的回应。 

 
68. 这些“ 谁知道？” 的回应教导我们怎样了解旧约信徒。旧约信徒不认为先知的预言注定了他们

的命运。相反地，他们总相信干预性历史偶发事件，特别是偶发的祷告，能够对预言应验的方
式作出重大的影响。 

 
69. “ 谁知道？” 这个回应引导我们对旧约先知书的目的有更宽广的理解。先知预期和盼望人们对

他们的预言作出两重相连的回应。一方面，先知们知道只有在子民不顾预言的警告，继续背叛
神的情况下，审判就必然会发生，更不用说情况有可能会变本加厉。同时间，当先知宣告神决
意要叫约章审判临到背叛他的子民身上的时候，先知希望神的子民在盼望中回转到神那里，这
样审判也许会被除去。悔改和信靠耶和华是避免神审判的唯一盼望。另一方面，当先知赐下祝
福的预言的时候，他们同时也要希望能够从听众身上激发回应。他们肯定公开地背叛神的态
度，有可能叫他们得不著预言的祝福，反而会以审判作为代替。但是，对神持久不变忠心的生
活，必定会带来应许的祝福。 

 
70. 简单地说，先知宣告审判和祝福的预言去鼓励听者寻求免去审判，并且以他们的行动加速神祝

福的临到。这样，先知预言的主要目的不是作预测，而是去激发神的子民去服侍神。 
 

71. 我们在这一课中看过了四个有关预言的目的题目。第一，我们谈到神在历史中的主权；然后是
预言和偶发情况；第三是预言的确切性； 后我们看了预言的目的。我们在这一课中所谈到的
概念是理解旧约先知书的基本概念。旧约先知不是在预先讲论历史，更不是为了叫人知道将来
要发生什么事。他们是要激发人们寻求神的恩慈，好叫他们能够避免神的审判，并且得著神的
祝福。当我们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必须也被激发，去寻求神的祝福，避免他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