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知

第五章

第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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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来到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
上，这里住着一群邪恶的迦南人。 
他们不仅膜拜用金银铜木做成的偶 
像，还把人当作祭物献给假神。

神已经差遣先知和祭司警告他们了，但是 
他们仍然继续犯罪，不愿悔改。神过去毁 
灭了挪亚时代的人以及后来的所多玛和蛾 

摩拉人，现在也要毁灭迦南人。

巴力啊，我们把
这个无罪的孩子献给
你。希望他的血可以
止息你的忿怒。

我要献上我
的婴儿，洗去 
我灵魂的罪。

这样献祭
令人挺不愉快， 
但又不得不这么
做。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 
成为献祭的大祭司。

96



战争结束了，希伯来人征 
服了他们的敌人，所有的 
土地都属于他们了。约书 

亚对百姓说道：

我再也不让
你杀孩子了！

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从拜偶

像的民中被呼召出
来。神说他要成
为一个大国。 

 
神还说，

他的后代要寄居在埃及 
400年，然后神会带他们从 
那里出来，进入应许之地， 
就是你们脚下所站的地，神 
的应许已经应验了。从神应 
许亚伯拉罕到现在已有   

500多年了。 

这土地摆在你们
面前，只管居住。如果 
你们效法这地的风俗， 
随从他们拜偶像，神就 
会审判你们，就像审 

判他们一样。

你竟敢擅
自闯进这神圣
的寺庙！ 

约书亚记24:2-14

迦南地那些拜偶像的民族不让以色列人占领 
他们的地，就和以色列人征战。但是神赐给 
了以色列人力量，他们就打败了迦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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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人在这块土地上和睦相处。 
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土地 
的出产也非常丰盛。神所赐给他们 
的祝福远远超过其他的国民。

晚饭准备
好了。

等我们把
这块石头挖出
来就来吃。

早上好！今天
的鱼怎么样？ 

和往常
一样新鲜， 
刚从海里打
来的。

正如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 
代日益增多，遍满了迦南地。他 
们的城市充满了公义与和平。这 
个新生的国家就是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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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神兴起士师治理百姓。他们 
教导百姓神的话语，帮助百姓顺服 
神，也为百姓寻求神的心意。

耶和华已经打败你们的敌人了，
但是这地还是有拜偶像的人。你们今天
选择要侍奉谁？是要侍奉这地的偶像，
还是要侍奉亚伯拉罕的神？至于我和我

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别神，因为他把我们 
从为奴之家领出来，又在旷
野里看顾我们的生活。

神赶走了我们的
敌人，连亚摩利人也 
不例外。所以我们要 
侍奉耶和华，因为他 

是我们的神。
神是圣洁、忌邪的神。

如果你们去侍奉别神，他必
降祸毁灭你们。

我们一定要
侍奉耶和华。

你们既选择了侍奉耶和华，
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愿意负责。

我要把你们和神所立
的约记在律法书上。

我们从前怎样听从摩西，也会
怎样听从你。愿神与你同在，如同与摩西同

在一样。违背神诫命的，一律处死！

有关牛
顶伤人的事，神 
的律法书上是怎 
么说的呢？

摩西说，牛的主人
不仅要把牛杀死还要赔

偿所有的损失。

出埃及记21:28-29；约书亚记24:15-24 99



有一段时间，百姓还记得神在摩西和约书 
亚的年代所行的神迹。因为神使他们脱离 
埃及的奴役，他们就心存感激。他们也侍奉

耶和华，并向他献上当献的祭。

百姓曾答应约书亚要侍奉耶 
和华，遵守神的诫命，但是 
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到了。

正如约书亚警告他们的那 
样，神兴起外邦人作他们 
的仇敌，摧毁了以色列。

呀~~~！

不要~~~！ 
巴力神，救
救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的下一代渐 
渐地忘记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就去
拜祖先和那些没有生命的偶像。

不是的，不是
灭命天使要来，而 
是神会因这羔羊的 
血遮盖我们的罪并

接纳我们。

爸爸，为什么
祭司要杀我们的羊 
羔呢？是灭命天使 
要来，像当初在埃 

及那样吗？

士师记3:7-8, 12-13, 4:1-2, 10:6-7100



当审判和患难临到百姓时，他们就想 
起了神的律法，并向神认罪悔改。

他们悔改认罪，神就赦 
免了他们，并从敌人手 
中夺回地归还他们。

但是百姓很快又厌倦了被士师治理 
的生活。士师就是那些寻求神、用 
神的话来引导百姓的人。于是百姓 
就决定立人为王来治理国家。

作先知和士师的撒母耳警告他们，立人为 
王就是拒绝神作他们的王。但是他们还是 
不愿意凭信心生活。被选为王的扫罗既掠 
夺他们的财产，又奴役他们的儿女。

耶和华我的
神啊，请赦免我们 
的罪，重新赐给我 

们平安吧！

为了国家的利益，
我们要征用你的土地。
把你女儿留下，我们

会照顾好她的。

撒母尔记上8 101



扫罗王年老时，有邪灵 
来搅扰他。他时常无法 
控制自己的脾气。

有一天他甚至想用枪刺死 
给他弹琴的少年人大卫。

扫罗犯的罪越来越多。他嫉妒身边的 
每一个人，并且时常感到恐慌。那些 
欺骗他说要给他能力和财富的邪灵最 
终只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和不幸。

扫罗离弃了神， 
就去找交鬼的巫 
婆帮助他。

扫罗战死了，他的灵 
魂被扔在地狱里。

神拣选了一个年轻人接替扫罗 
作王。他就是当年扫罗试图用 
枪刺死的牧童——大卫。他是 
一个爱神并遵守神诫命的人。

我看见的只
是黑暗，这是不详的 
预兆。你会死在战争
中，有另外一个人会

接替你作王。

耶和华是我的
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 
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 

使我的灵魂苏醒。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正直人。 
他会是神应许要拯救人类脱 
离罪和死亡的那个后裔吗？ 
他是那位应许之子吗？

撒母尔记上18:10-11, 31:4, 16:1-13；诗篇 23:1-3102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 
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惟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颗树栽在溪水旁，按 
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粃被 
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 
立不住，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也 
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在大卫的领导下，以色列繁 
荣富强，人民敬虔度日。

扫罗死后，大卫成了以色列 
的王。他带领以色列民敬拜
神，并遵行他的律法。

把这女人的土
地归还给她，把她以

后的税也免了。

撒母尔记下2:4；诗篇1；使徒行传13:22-23 103



神启示大卫很多关于将来的
事。大卫把这些预言写在诗篇
里，其中很多已经应验了。

论到要来的救
主，大卫写道：

神对大卫说：“你要与你列祖同睡，
我要使你的儿子坐在你的王位上。他 
要为我建造圣殿，百姓要在那里敬拜 
我，我要坚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

大卫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作
王（公元前971年）。他根据神 
给大卫的指示建好了圣殿来代替 
在旷野里日渐陈旧的会幕（公元 
前966年）。此时，以色列民的 
富足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可比拟 
的。神真真确确地履行了他的承 
诺，把他们带入了应许之地，并 

在那里大大地祝福他们。

但是神还有一个尚未实现的 
诺言，就是那要摧毁撒旦的 
救主还没到来。百姓依然是 
罪人，他们仍旧靠献动物的 
血来赎罪。他们很感激神为 
他们预备了这赎罪的方法。

关于要来的救主，大卫写
下了这些非同寻常的经文：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 
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 
如蜡熔化。我的精力枯干， 
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 
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 
的尘土中，犬类围绕着我， 
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 
手，我的脚，他们分我的外 
衣，为我的里衣拈阄。”

撒母尔记下7:12-16；诗篇 22:14-18, 72:1-20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 
的困苦人。

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 
辈，压碎那欺压人的。

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长存。

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到那海，从大河 
直到地极。

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要
存活。

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

人要因他得福，万国要称他有福。

诗篇7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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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关于救主的预言。

难道摩西的律
法是错的吗？难道耶 
路撒冷的圣殿不是敬
拜神的地方吗？ 
 

那神给先知的圣
经是错的吗？圣经告诉我们
不可敬拜别的神。圣经也说只 
有一位真神，也只有一条路

可以通到他那里。

这是领你们出
埃及的神，这些是你

们的祭司。 

到神那里有很多条路。
神也有很多名字。有人称他
为耶和华，又有人称他为阿
拉，还有人称她为凯玛撕，

但我们称他为巴力。

大约在公元前975年耶罗伯安成为王——列王记上12:20, 28-29；
诗篇2:7, 12, 22:6, 14-18, 40:8, 78:2, 45:6-7, 89:26-27, 110:1, 4, 132:11

           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
           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

的坐在你的宝座上。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

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大卫写了许多有关要来的拯救者的事：
诗篇110:1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
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诗篇 110:4
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作祭司。
诗篇 45:6-7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势正直的。你喜爱公义，
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有更多关于救主的预言。

诗篇89:26-27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 
君王。

诗篇40:8
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诗篇78:2
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 
谜语，

有关要来的拯救者，大卫还
写了一些深奥的经文：

诗篇22:6
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

辱，被百姓藐视。

诗篇22:14-16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
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熔
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
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诗篇22:16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所罗门在位时，国泰民强，但他死后，以色列国就
分裂了。耶罗波安作了北国的王，他是一个非常邪恶
的王。因为北国离耶路撒冷的圣殿很远，他就建造了

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并带领北国百姓拜金牛犊。

百姓来到圣殿聆听神的话语，他们特 
别喜欢那些有关救主要来的预言。

有关要来的弥赛亚，大卫
还写了一段难以置信的话：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
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
里面如蜡熔化。我的精力
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
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
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
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
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
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
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

衣拈阄。
（诗篇 2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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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再谈这
个话题了！敬拜巴力是这里 
的正式信仰，任何不拜巴力 

的都要被处死。

你以为
神那么狭
隘吗？

当祭司们选金牛犊作为敬拜的偶像时，他们就在不知不觉中选择了 
敬拜魔鬼的形象。他们是在敬拜魔鬼撒旦，魔鬼也因此而得意，因 
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忘记神有关那要来的救赎者的应许。

巴力神啊，请从
我们卑贱的手中接 
受这祭物吧！

圣母啊，神的
母亲，请听我们 
的祷告，赦免我 
们的罪吧！

你竟敢
闯入这圣洁
的地方？

你们所离弃的耶和华如
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 
约西亚，他要杀死巴力的祭司，并 

把他们烧在这祭坛上。

列王记上12:28, 13:1-2106



就凭耶和华的话，
我告诉你，就是这些祭司
的骨头也要被约西亚

烧在祭坛上。

神会给你一个征兆，
证明我是他的代言人。就在今天， 
你建的这拜偶像的 坛必会破裂， 

坛上的灰必被倾撒。

哈哈哈，听听这蠢驴的话！
别人都错了，就他对了！

拿住他！
杀死他！他竟 
敢攻击我们
的信仰！

我的手枯干了！
耶和华惩罚我了！快
求他医治我的手！

神啊，今天
显出你的大能来医 
治王的手吧！

神迹！神使我
的手复原了！

列王记上13:2-6

你凭什么这么
说呢？除了众神
之外没有人能预
言将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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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耶和华
啊，怎么
这么快？

他毁了我的
信仰，现在我什
么都没有了。 你的确是神派来的！没有一个

巴力的先知能做这样的事。请跟我回去吃 
饭，加添你的心力，我也好给你赏赐，因 

为你今天为神做了一件大事。

你刚才说巴力
祭司的骨头会被烧
在坛上，可是这坛已 
经没了，巴力的祭
司也没有死。

不，我不能
跟你回去。神吩咐

我不可在以色列吃饭
喝水，也不可从原

路回去。 

这是神的预言， 
不是我的话。

列王记上13:5, 7-9

噼啪！

嘣！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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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神所吩咐的，那先知从不同的路往
回走。他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他又饥 
又渴。有两个人刚拜完金牛犊回来，就 
跟着那先知，看他要走哪一条路。

他看见耶和华的先知坐在树下， 
就想接近这个大有能力的人。他 
也曾是耶和华的先知，但现在跟 
从了拜偶像的国民。他也曾想过 
是否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

父亲，你觉得
那先知说的是真的吗？ 
耶和华是真神吗？难道 
我们的神真的只不过是 

木头和金银吗？

快！为我备驴！ 
我得找到他！

你一定是从犹大来的先知 
吧？你看起来很疲乏，请跟 

我一起回家吃饭吧！

我不能跟你
回去，神吩咐
我不可在这里
吃饭或喝水。 
 

太感谢神了，我
还真的有些渴。

真是一顿美餐！我现
在得回犹大去了。

爸爸，你
在说预言，神 
真的也对你说 
话了吗？

你是说他真
的会死吗？

对，这么
多年来这是 
第一次。 

恐怕是，但是
这是我的错。

可是我和你一样是
先知，今天早晨，耶和 
华的天使对我说话，他
要我带你回去吃饭。

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
神的命令，在这里又吃又喝，你的尸 

首必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列王记上13:10-22

父亲，他就
像以色列古时 
的先知那样有 
能力，如果当 
时我不在场， 
我是不会相
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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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先知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因为 
他知道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他知道 
有一天他会死，但他没料到这一天这 
么快就到了，更没料到他会这样死。

三百年后，约西亚在犹大作王
（公元前640 年），他在圣殿里发现
一本圣经。当他意识到以色列已经离
弃神去拜偶像时，这经上的话令他深
感不安。他就召集所有的长老、先知、
祭司和百姓，来听这律法书上的话。

从犹大来的先知被埋葬后很快就被大 
多数人遗忘了。那个被毁的祭坛后来 
被修好了，将近300年后人们仍然在用 
它来拜巴力。可是，巴力祭司的骨头 
要被烧在祭坛上的预言还没有应验。

那个假先知把他的尸体带回来埋在自 
己的坟墓里。那座坟就在被毁的祭坛 
附近，和巴力众先知的坟墓在一起。

众百姓为自己的罪感 
到惭愧，并愿意遵行 
这律法书上的话。

狮子把他
撕裂，却没有把他 
吃了。我从来没见 
过这样的事。

更稀奇的是
那只狮子和他的驴 
都坐在那——就好 
像它们在看守他的

尸体一样。

虽然他因违背神的
命令被杀，但他所预 

言的都要实现。

大约在公元前641年约西亚作王——列王记上13:23-31；
列王记下21:24, 22:8-11, 23:1-3

啊吖~~~！

他就是从犹大
来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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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遵照神的律法，清除了各地 
的偶像，也杀死了所有烧香给太 
阳、月亮、星星和圣母的祭司。

摩西书上神的律法禁止同性 
恋行为，因此所有变态的人 
都被赶出了以色列国境。

他们也除掉了那地所有交
鬼、行巫术和拜偶像的人。

打碎她的
水晶球！烧掉她的

房屋！

圣母，救救
我们吧！

他们真是狭隘 
的坏家伙！

列王记下23:5, 7, 10 111



约西亚到了三百年前 
那犹大先知和以色列 
北国第一个王耶罗波 
安对话的地方。

他们砍下树林，
拆毁祭坛，又把
偶像砸得粉碎。

祭坛再一次被打 
碎，坛上的灰也 
撒了出来。

所有的假祭司都被杀 
了，他们的尸骨被烧 
在已毁的坛上。

只有一位
真神，他是没有任何形象 
的。这些假祭司使百姓 

背弃了耶和华。

你罪有
应得！

附近有一些假祭司的坟墓。为了防 
止人们拜他们的坟墓，约西亚就把 
他们的骨头挖出来放在坛上烧了。

列王记下23:15-16112



正如先知所说的那样，这个古老 
的预言在三百年后终于应验了。

现在，所有的偶像都除掉了。约西亚王 
吩咐百姓守逾越节来记念那带领他们父 
辈出埃及、又赐他们迦南地的神。

父亲就告诉了他们那个古老的故事——那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逾越节，以色列的长子 
因为门楣和门框上的血就逃过了灭命天使 
的劫难。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拯 
救出来，又把律法和会幕赐给了他们。

把所有的
 尸骨烧掉！

那就不要动他
的骸骨。把其他人的 
骸骨都烧掉！若想得 
到神的祝福就必须除
掉所有的偶像！

主啊，我们
的神，你是应当
称颂的。你使地里 
长出庄稼，你是 
宇宙的主宰。 父亲，这个

日子和其他的日子
有什么不同呢？

列王记下23:17-18, 21-22

这是个先知
的坟墓，他三百年前
从犹大来预言了今天

发生的事。 他说那个要使他
预言应验的人叫约西
亚，就是陛下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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