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提哥亞的牧羊人。我是對著北方的

以色列國發預言,  當時以色列是耶羅

伯安作王。在我服事的期間,  神讓我看

到五個異象有關神對於以色列的審

判。但神因著愛以及祂的應許,  他也透

過我說到祂對以色列國的恢復  .   

阿摩斯 
1:1   

  7 

  9:11‐15 

 

我服事的時間是在耶羅波安二世在位

的期間。我是對著北方的以色列發預

言,  神也要我去娶一位犯淫亂的女子

叫歌蔑。  神用我跟她的孩子預表著神

對以色列的憤怒而神也用我的婚姻來

預表祂對以色列強烈的愛與妒忌。 

 

 

 

 

何西阿 
1:1   

1:3‐4, 6, 8 

我剛被呼召的時候曾經試著想逃離神

要我做的事,  當時是大約西元前 760

年,  我服事的對象是尼尼微城的百姓, 

神透過一條大魚將我活吞,  而在大魚

肚中的三天我也覺悟了並接受神的呼

召去尼尼微城宣揚神的審判並勸他們

悔改。 

 

約拿 



我是南方猶大國的先知,  我服事的期

間大約是在  737‐696 BC.  當時是猶大 

王約坦、亞哈斯、希西家在位的時期. 

當時猶大不管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

正是強盛的時候,.  也因此商業活動也

很繁榮,  但農夫卻時常被不公平的對

待。社會上的不公義是極大的問題,  我

的書中也有提到未來基督的降臨。   

彌加 
1:1 

2:2   

5:2   

我是南國猶大的先知,  我服事的期間

跟北國的以利亞以及以利沙同個時

間，我的書開始先提到即將要臨到猶大

國的災難。在當時,  農務業是主要的收

入來源,  因此蝗蟲災對猶大的人民來

說不單是極具破壞性的,  更影響了社

會的每個層面。但神要透過我傳遞悔改

的訊息並要在災後恢復神的百姓。   

約珥 
1:4 

2:25‐26   

我的書是舊約中 短的一本,  我服事

的對象是對以東的百姓並警告他們神

的審判與以東未來的毀滅。  神要透過

我的口說出祂的審判並不只是對以色

列人也有四周圍的國家,  因為祂要世

界知道唯有祂耶和華才是真神!   

俄巴底亞
 

1:4;8   

 



我服事的時間是約西亞在位的時候, 

而我的對象是尼尼微城的百姓。亞述國

是以殘忍為出名的國家,  他們必要為

這些殘忍的行為付出代價。這也是我訊

息的中心。而 終我也預言尼尼微城將

會被洪水給毀滅。   

拿鴻 
1:14 

3:18 

1:8   

我是約西亞在位時的先知,  我的對象

是南方的猶大國以及鄰近的國家。我痛

斥猶大的人僅有外表獻祭但內心卻早

已迷失。我也是希西家的曾曾孫,  約西

亞王的近親。在我的訊息中我也強調神

對祂百姓的愛並祂所賜的盼望。我跟先

知拿鴻一樣,  也提到了尼尼微城的毀

滅。   

西番雅 
3:16‐17 

2:13 

我的服事是發生在猶大國 黑暗的時

候,    我是個性情中人,  在我的書中你

可以看出我情緒上的起伏,  因此很多

人也稱呼我為哭泣的先知。我在世的期

間是猶大國 後五個王在位的時候, 

在我 40年的服事中,  我被鞭打,  被家

人誤會，  被丟入水池,  被逮捕入監, 

後還被強迫遷移到埃及。但我的書中也

充滿了神對祂百姓的愛與憐憫。   

耶利米 
4:19 

43 

耶利米哀歌  1:16; 2:11 

 



神透過我痛斥猶大國的罪惡但也闡述

神對祂們深刻的愛。在我的書中,  我也

預言到敘利亞的未來也提到將要來的

彌賽亞要如何降生以及祂所要為這世

界成就的事。在我服事的期間,  我也曾

因為神的命令赤身露腳行走了三年…

我的書很長,  共有 66 章…但很不幸的, 

我 終是被瑪拿西王所殺。   

 

 

 

 

 

以賽亞 
8:9 

8:4 

20:3 

56:7 

53:3‐5 

這本書是我跟神的對話,  我住在猶大

國，  當時也是先知耶利米服事的時

期。我跟神一開始對話時,  我一直在跟

神抱怨,  為何作惡的還沒有接受到公

義的審判，  但神回答我祂將會興起巴

比倫來推翻亞述國並也逞罰猶大國。到

了第三章，  我被神改變了..我終於了解

神無限的智慧遠遠超越人有限的知

識…  我從抱怨轉換成讚美 

哈巴古 
1:3 

1:6‐7 

3: 17‐19 

我住在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時期,  我

跟我幾位朋友被擄到巴比倫去了。我的

國也被擄了..但因著神的大能給我智慧

可以替尼布甲尼撒王解夢，  當時沒有

人可以說出王的夢,  只有我。而且夢中

的解釋也全都實現了,  巴比倫 終被

波斯帝國推翻,  而再來是希臘及羅馬

帝國。   

但以理 
1:1 

2:19 

2:36‐43 

 



我被擄到巴比倫,  但我不是住在主要

的城鎮中,  我跟一些同樣被擄的猶太

人住在迦巴魯河邊。在我的書中,  神讓

我看見四活物的異象,  我一看見就謙

卑的俯伏在地.神也要我剃髮並讓這些

毛髮四散是要象徵以色列人也是這樣

被四散到各處。神也讓我看見枯骨復活

為要述說被擄的猶大國終究仍會被神

恢復且他們都要知道唯有耶和華才是

神!   

以西結 
1:28 

5:1 

37:11; 14 

 

我是神派來要去幫助所羅巴伯完成重

新建聖殿的先知。當時大約是 520 BC. 

我服事的期間只有短短的四個月,  因

著整個重建的時間拖得很長(14年之

久),  聖殿的根基已毀壞因此神要我去

宣揚神要百姓重新建殿的決心,  神要

祝福祂的百姓。 

哈該 
1:4‐8 

2:19 

我跟哈該是同期的先知, 520 BC…我是

先知也是祭司唷!  哈該的訊息主要是

重新建聖殿的決心，  而我的訊息是要

百姓真實的悔改並回轉向神,  所以真

實的敬拜可以在神的殿中迎接神的榮

耀。神給我的七個異象表達對祂百姓的

憐憫,  我的書中也提到將要來的彌賽

亞，  我更預言了祂將要騎著驢進耶路

撒冷!   

撒加利亞
1:14; 16 

9:9   



我是舊約中 後的一本書，  神要我斥

責這些祂的百姓獻祭只是外表的儀式, 

卻不是內心真實的悔改,  有些獻祭的

動物都還是有缺陷的。再來，  祭司並

沒有真誠的敬拜神甚至引導百姓偏離, 

但 終神透過我也提到祂要差派一位

使者預備主的道(這位使者就是施洗約

翰),  而在我的書中神也說到那些忠心

追隨神的必得著永恆的祝福。 

瑪拉基 
3:1 

3:16‐17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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