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的预言
上帝通过阿摩司，预言了一个当时正迅速到来的末日，灾难和惩罚的时间将降临在犹大、以色列和毗
邻的国家。 这些毗邻国家，即是被以色列征服的莫布、叙利亚、菲利西亚等，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下
被以色列王国合并，但后来又脱离，后再次被征服，暂时再次处于以色列的统治之下。 也许正是由于
他们与以色列在领土和交往的密切关系上，他们也成为这个预言的主题。 （参见第 章 第 章。 ）然
而，预言的主要主旨是反对以色列、十个部落和犹大、两个部落，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的选民
阿摩司出生在犹大，他是一个牧人，但在神的指引下，他进入了十个部落占领的领地，向他们传达 上
帝的信息。 在其事项中， 上帝指出，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家族是一个独特构成的民族，他们从埃
及地被带出， 上帝特别以最审慎和最有利的方式指引他们。 祂甚至宣稱： 在地上萬族中，我只認識
你們甚至宣称： 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 你 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两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呢？ （阿摩司 ：

） 上帝表示，除了以色列之外，祂不承认其他国家为其国家， 祂与以

色列立下盟约之外，没有其他国家上帝给予他的律法；因此，以色列这个国家（分其两个部分），有着
特殊的责任。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上帝对他们的恩惠使他们对祂忠心耿耿，反而是一直拒绝祂的恩惠
，甚至是个不忠实的仆人。 原因是他们有着不同的本旨：他们不会与上帝和谐相处，反而他们的心却
与罪和邪恶和谐相处。
上帝在预告以色列，因滥用特权和机会，以及他们叛逆的心而给以色列带来的灾难，希望他们清楚地
认识到，对即将到来的天谴，就像他们以前的那些审判一样，这些灾难的降临不是偶然的，而是从上帝
来的天谴之灾，因此，阿摩司的信息被视为是一个警讯，宣告了即将到来的可怕灾难。事先宣布预言，
不仅是为了使他们能悔改，而且也能为即将到来的灾难有正确的判断

是出自上帝的惩罚而不是出

于意外。 根据经书上写：
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 灾祸若临到ㄧ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么？ 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祕指示
祂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 （阿摩司 ：

）因此上帝揭示了他的意图，即是要祂的人民会因通

過这种惩罚和经验而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并从灾难中获益，且认知到这全出自上帝的手。
我们不能说，所有灾难、饥荒、瘟疫等，不时地折磨着人类，都是出于上帝

受天谴。 相反地，就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以目前人类世界来说，他们只是把饥荒、灾难、瘟疫等当成是一种巧合；然而，
在一些明显的例子中，上帝显然已介入其中，将灾难作为惩罚，作为对其纠正正义的判断：例如：美国
内战导致数百万奴隶的解放和五千万人的普遍觉醒。 毫无疑问地，上帝利用战争和人类的自私，在不
同的时期唤醒了不同的国家，点燃了文明之光。 西班牙的战争可能具有这种性质。 从古巴归来的西班
牙士兵如果不是变得更好的人，也会变得更明智些。 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战争是正确的，但它证明了
比瘟疫和饥荒更可取些；然而在现今这些事情上向我们展示了上帝的大能是如何利用人类的愤怒及自私
，把这种从坏的情境中间接地扭转成好的结果，这都是与他的计划相和谐的。
但是有许多灾难和麻烦的发生，不仅是国家，甚至是个人，我们没有理由去相信这些是从上天（上帝
）来的，有些疾病的流行显然仅是由于缺乏卫生、忽视清洁习惯所造成的；也有许多灾难，因地震、飓
风、洪水等所引起的。 人们提供了所有证据来证明这些灾难纯属偶发事件，也就是说 ，没有上帝或人
类涉入其中或需负其责任。 我们不认为这些事情的发生是超出上帝的控制范围，也不认为是超越上帝
所预知的：总而言之，我们确实认为，它们是上帝律法与规则的自然运作，为了顾及到地球，这些灾难

的发生上帝就会让它自然的发展，目前上帝是不为人类的舒适和福利做出特别的管治：人的舒适和福利
暂时被忽视，是因为罪，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和对地（地球是人类的家）的诅咒。 虽然赎金已经被付赎
了近两千年，但赎回的结果，还尚未完全解除 诅咒 ，而是正在等待上帝适当时间的到来

千禧年

时代。
就肉体的以色列来说，是亚伯拉罕自然传承的后裔，他们与上帝的约定是与世上其他国家不同的：上
帝与他们的盟约大意是：任何事都不应该会是偶然发生在他们身上

换句话说，他们不受生命的突

变、自然事故（天灾）等的影响。 这是上帝与这个特殊民族所订的特殊盟約

圣经（利未记

章）

中所记载《律法》的一部分。 根据这个盟约，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上帝的选民，致力奉献于 神，上帝是
他们唯一的 神，神也会审慎地关照他们，只要以色列民族对上帝忠心真诚，他们个人或全国都不可能
发生灾难，他们将免于战争和灾难，免于饥荒和瘟疫，他们相对的会繁荣兴盛，这是因为他们会忠心于
他们的盟约。 但反之，如果不忠诚于他们的盟约，那么他们不仅会与世上其他人一样，在 诅咒 之下.
而且他们也深信上帝有可能会对他们个人的身心和国家做出特别地严惩或遭受种种的灾难等。 这明显
表明了他们是处在盟约中，正是这个盟约，即是他们与上帝在西奈山上同意所订的圣约。 因此，他们
未能遵守他们的约定，使他们成为诅咒，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它会有更重的负担和遭遇到更不利的处
境，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没有与上帝立下圣约，也没有向这些国家许下任何的承诺，但还是体会到 没
有上帝，在世上也就没有希望 的感受。
以这个观点来说，人们就会看到有种更强大的力量降临在以色列人身上，即是上帝呼吁他的人民注意
这样一个事实

无论他们所遭受的灾难、灾害或麻烦（邪恶、瘟疫等）是何等的惨烈，他们还会继

续遭受苦难，这ㄧ切都是向他们证明，上帝ㄧ再惩罚他们违反与他的盟约。 在协调上，上帝对他们说:
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收割
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 我降雨在這城，不降雨在那城。 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
无雨的就枯干了。 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 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 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剪虫所吃。 你们仍
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ㄧ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
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摩司 ：

）。 因

此，主对以色列的家说： 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像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
扑灭 。 （偶像崇拜之城）。
注意到上帝根据祂与以色列制订盟约的特质来说，所有灾难都是出于上帝的谴责和惩罚；并注意到，
就一般国家而言，外邦人、世界、若是遭受这样灾难的话，一般来说不算是遭天谴或惩罚，只是偶发事
件而已。 因此，现在让我们开始来关心这个新国家
尊的祭司

上帝的选民、特殊的民族、神圣的以色列、君

现在正从各个国家、民族、不同的种族中聚集出来

我们要问，这些人生命中所有的

灾难，有可能被认为是罪， 上帝要惩罚、拆毁这些灵宫（彼得前书 ： ）降祸给他们？ 还是意外发生
的呢？
我们的回答是：这两者都不是。 由于这是一群 独特的选民 ，为了特殊的目的，被上帝所拣选，我们不
必有惊讶地发现，上帝有祂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 在一般的情境下，上帝容许他们遭受世上所发生的
一切事件，但也对他们保证，虽会遭遇与世人一样的灾难和困境，将都会被上帝所制止，后又会带给他
们祝福，而不是伤害。 因此，正如使徒所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 （罗马 ：

） 当这些人在人生中遭受到与世上一样的灾难时，同时也让他们感

受到鼓舞，或甚至把撒旦及其盲目的追随者所带来的灾难、怨恨、仇恨等，上帝都会帮其抵挡或转变成
為一种祝福。 因为我们确信上帝的话语：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上帝是信实的，必
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 （哥林
多前书

：

））

因此，我们看到，上帝的恩赐对肉体的以色列后裔、和世界、以及神圣以色列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
暸解到上帝对我们的恩赐，那是多么值得安慰的啊！ 不仅通过救主的鲜血，提供了救赎，也是 我们在
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 根据新约，上帝在祂的王国中为那些忠心的信徒、君尊的祭司、顺从他话语的人
们提供了终极的救赎。

从这些教训上，我们可以链接并指出，以色列的某些人处于一种非常安逸和自我满足的状态，他们中
的许多人拥有丰富的财富，没有节制的喝着奢侈美酒，极其快乐地享受着，他们既不关切对上帝的赞美
和崇拜，也不管别人是否对 神的敬拜：他们也不关怀穷人

他们放纵自己，因此，惩罚就降临在他

们身上，就如一个国家被毁灭，他们被俘虏的那些不幸的日子。 他们放纵欲望的罪不仅包括字面上的
酒醉，也许有更深层的含意，包含醉于贪婪钱财的酒中，其中有许多有钱、有势、具有影响力的人，设
法并吞穷困人的生活所需，这从上帝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
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
城门口屈枉穷乏人。 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势，必静默不言，因为时势真恶 。 （阿摩司 ：

）

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
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戥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
，用一双鞋换贫乏人，将坏了的麦子賣给人 。 （阿摩司 ：

）

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起誓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 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
不也悲哀么？ （阿摩司 ：

））

虽然这个预言显然应验于被俘虏时的以色列人，然而一些关于以色列在这些遭逢厄运的日子里的言论
提醒了我们，先知和使徒以及我们的基督对反典型的以色列的象征

今日的基督教世界

所发表

的言论类似，因此，在注意到上帝与肉体的以色列人制订的盟约，及后来他们的毁灭、受天谴的日子，
这也使我们想到，上帝将对 大巴比伦 的惩罚，这判决将发生在这个世代的尽头。 当我们比较现在和
过去的状况，阿摩司的预言在一定程度上可得到双重应用的概念。
我们发现，现今的事物情况与先知所描述的相似。 许多人在名义上的锡安中感到安逸：许多人夸耀自
己的荣耀，象征性地躺在象牙床上，享受着他们舒适的生活，并且相信教会正带领着他们走在主和使徒
都不知道的一条新路上，这是一条宽阔、愉悦、容易的道路，没有荆棘的玫瑰之路，一条不狭窄、不陡
峭、也不难走的道路。 这些富人通常是锡安名义上的成员，或者至少是锡安她所安排、协助下的自由
派的支持者，而富人则感激锡安所为她作的安排，并夸耀她自己的财富，就像上帝在启示录中预示到老

底嘉教会时所描绘的那样。 名义上的锡安说： 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
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 然而，她忽略了购买真正的黄金和唯一的婚纱。 在《复仇日》
即将到来之际，阿摩司向名义上的肉体锡安中繁荣昌盛和安逸的人们发出了信息，就如我们上述所记载
的，这种宣告也是针对现今名义上的神圣锡安的灾难性信息是一样的。 阿摩司的预言是如何让以色列
的祭司们无法接受，陈述记录表明：
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
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 因为阿摩司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必被掳去离开本地。 亚
玛谢又对阿摩司说，你这先見哪，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豫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
豫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 （

：

）

但是，当阿摩司忠诚地宣布上帝的信息，他并没有因任何理由来阻止自己保持缄默。 所以今天那些通
过上帝指示的发言人继续将信息传递给名义上神圣的以色列，这些发言人也不会因任何的理由而保持沉
默

因为害怕陷入人的网罗。 他们以爱为出发点说出真理，并尽可能试图帮助更多的人从磨难的火

焰中逃脱出来， 且尽可能促成转化ㄧ些人成为那一小群忠贞的信徒。 耶稣基督告诫说， 你们要时时
儆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ㄧ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路加

：

））

在阿摩司的预言中，上帝指出他的愤怒，容许将灾难降临到以色列作为惩罚，且后会转化成为他们的
祝福。 在上帝王国的到来时，也将会在比过去更有利的条件下，使他们重新与自己（指上帝）和谐相
处。 从他们遭受灾难的事上，我们不仅相信这个灾难性确时的发生，也使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所做
出最充分地处决了，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些特点有利于以色列

未来的祝福。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圣

经的这些章节上实现的预言：
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阿摩司 ：

）

因此，根据上帝与以色列所订的盟约，主表明他会继续监督以色列。 这也切确地实现了：以色列人作
为一个民族，分散在全地上，但他们并没有失去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国家，他们被彻底摧毁，但不像
其他任何国家，他们仍保留了他们民族的特性，并没有与世界一般人混合在一起。
如果先知的预言在当今、在我们的眼前已准确的实现，我们当然完全有理由相信，预言的其余部分也
将会同样确切地实现

在真正神圣的以色列被拣选之后，这部分适用于上帝王国的时代，那时肉体

的以色列人将重新与上帝恢复盟约的关系，成为上帝王国的尘世代理人，根据新约的规定，人们将受祝
福、指导和复苏，这在预言的结尾词中清楚地阐述了：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ㄧ
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 （阿摩司 ：
））
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
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 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來。 这是耶和华
你的上帝说的 。 （阿摩司 ：

））

我们回顾使徒雅各在圣经新约中所引用的预言，并发现它完全符合使徒保罗的话，大意是：在神圣的
以色列发展成为亚伯拉罕的真正种子后，上帝将会把恩典再次归回肉体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将按照上帝
的盟约条款，在神圣的以色列手中获得怜悯，然后受荣耀。 见罗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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