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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教會主題： 

恢復五重職事的團隊事奉(一)——活出你的命定與呼召 
恢復五重職事的團隊事奉(二)——才幹、恩賜與職事 
恢復五重職事的團隊事奉(三)——使徒 
恢復五重職事的團隊事奉(四)——先知 
…… 



【弗4:11-13】11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

教師。12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13直等到我

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于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 



前言：什么是先知？ 

(預見未來/關鍵下一秒) 

◆先知＝預知知道未來，未卜先知? 



一、先知的定義 

◆舊約希伯來文：先知＝Nabhi(H5030) 
                                        ＝代言人，替一個人說話 

【出7:1】耶和華對摩西說：“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
的哥哥亞倫是替你說話的(H5030)。 

◆新約希臘文：先知＝Prophetes (G4396)  
            ＝Pro(在……之前，替……) + Phemi (說話) 
            ＝在……前面說話，替……說話 

◆先知＝代言人，代替別人說話的人 



【申18:17-20】17耶和華就對我說：“……18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
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我一切
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19誰不聽他奉我名所說的話，我必討誰的罪
。20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說我所未曾吩咐他說的話，或是奉別
神的名說話，那先知就必治死。” 

◆神的先知＝傳達神的話的人 
◆擅托神的名，說神未曾吩咐的話＝假先知 
◆奉別的假神的名說話＝假神的先知（例如：巴力的先知……） 



◆預言Propheteia  (G4394)         先知Prophetes (G4396)  
◆預言＝人被聖靈感動而說出來的話。預言的重點在于“傳達/宣
告”神的話，而不是“預測/預告”未來。 
◆神要先知傳達/宣告的話，可以是關于“未來的”，也可以是關于

“現在的”或者“過去的”。 

【彼后1:21】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
動，說出神的話來。 

Fore-telling (預測/預告) Forth-telling (傳達/宣告)  



二、從聖經中看先知： 

◆書卷先知： 
  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但以理 
  何西阿、約珥、阿摩司、俄巴底亞、約拿、彌迦、 
  那鴻、哈巴穀、西番雅、哈該、撒迦利亞、瑪拉基 
◆舊約先知： 
     撒母耳、以利亞、以利沙、拿單、亞希雅、耶戶、示瑪雅、易多、亞撒

利雅……   
◆新約先知： 
    施洗約翰、亞迦布、猶大、西拉…… 
◆女先知： 
    米利暗、底波拉、亞拿…… 



◆亞伯拉罕： 
……因為他是先知，)亞伯拉罕(現在你把這人的妻子歸還他】7:20創【 

◆摩西： 
【申34:10】以后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 
◆大衛： 
【徒2:30】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 

◆無名先知： 
【徒11:27】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徒21:8-9】第二天，我們離開那里，來到凱撒利亞，就進了傳福音的
腓利家里，……他有四個女兒，都是處女，是說預言的。 



1.先知預言不都是關於未來的，也可以是關於過去和現在的。 

①關於過去的事——【撒下12:7-9】7拿單對大衛說：“……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膏你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脫離掃羅的
手；……9你為什么藐視耶和華的命令，行他眼中看為惡的事呢？
你借亞捫人的刀殺害赫人烏利亞，又娶了他的妻為妻。” 
②關於現在的事——【撒下12:13】大衛對拿單說：“我得罪耶和
華了！”拿單說：“耶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 
③關於未來的事——【撒下12:14】只是你行這事，叫耶和華的仇
敵大得褻瀆的機會，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先知能夠預知將來要發生的事情，不是因爲他
自己的預測，而是神告訴他的。 



【約4:15-19】15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
也不用來這么遠打水。”16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里來
。”17婦人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
不錯的。18你已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這話是真的。”19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①關於過去的事—— 

         “你已經有五個丈夫” 
②關於現在的事—— 

        “你現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2.先知預言不在於次數多寡、時間長短，而在於真正來自聖靈的感
動。一個人真正被神的靈感動，說出他神要他說的話，他就是在做
先知的服事。 

【民11:25】耶和華在云中降臨，對摩西說話，把
降與他身上的靈分賜那七十個長老，靈停在他們身
上的時候，他們就受感說話，以后卻沒有再說。 

【路1:67、76-77】67他父親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了
，就預言說 :“……76孩子啊！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
知；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77叫
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3.先知預言不都是責備、審判，更多的是安慰、造就、勸勉、盼望。  

◆說吉言——【王上11:29-31】一日，耶羅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羅人先知亞希
雅在路上遇見他。……亞希雅將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對耶羅波安說：
“你可以拿十片。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必將國從所羅門手里奪回，將
十個支派賜給你。……” 
◆說兇言——【王上14:1-11】耶羅波安的兒子亞比雅病了。耶羅波安對他的妻說：
“你可以起來改裝，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羅波安的妻，往示羅去，在那里有先知亞
希雅。……他必告訴你兒子將要怎樣。”耶羅波安的妻就這樣行……，到了亞希
雅的家。亞希雅因年紀老邁，眼目發直，不能看見。耶和華先曉諭亞希雅說：
“耶羅波安的妻要來問你，因她兒子病了，你當如此如此告訴她。她進來的時候，
必裝作別的婦人。”她剛進門，亞希雅聽見她腳步的響聲，就說：“耶羅波安的
妻，進來吧！你為何裝作別的婦人呢？我奉差遣將兇事告訴你。7你回去告訴耶羅
波安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從民中將你高舉，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
君，…… 9你竟行惡，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 10 因此，我必使災禍臨到耶羅波
安的家，……這是耶和華說的。” 



◆說安慰、盼望的話——【耶29:1、10-13】先知耶利米從耶路撒冷
寄信與被擄的祭司、先知和眾民，并生存的長老，……信上
說：…… 耶和華如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后，我
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此地。”耶和華說：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
念，要叫你們末后有指望。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事實上，聖經中的先知預言，平安、祝福、安慰、盼
望的信息，遠遠多過懲罰、審判的信息。因爲先知預
言的核心是耶穌基督和祂的救恩。而耶穌基督和祂
的救恩，永遠是給人帶來平安、祝福、安慰和盼望的！ 



三、恢復先知性的服事與恩賜： 

1.先知講道——造就人、造就教會的恩賜： 

【林前14:1-4、12】1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
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原文作“是說預言”）……3但作先
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4說方言的，是造
就自己；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12你們也是如此，既
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先知講道/說預言＝人被神的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 
◆先知講道/說預言是一種造就教會，造就、安慰、勸勉人的恩賜。 



【徒2:16-18】16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17‘神說：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
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18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
我的仆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林后13:14】愿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
與你們眾人同在。 

◆在末後的日子，聖靈要更多地工作，澆灌/感動神的百姓，先知/
預言的恩賜更多地賜給神的百姓。 



2.避免兩種極端： 
①哥林多教會——不要無限誇大與盲目追求，當慎思明辨 

【林前14:29-33】29至于作先知講道的，只好兩個人，或是三個人，
其余的就當慎思明辨。30若旁邊坐著的得了啟示，那先說話的就當
閉口不言。31因為你們都可以一個一個地作先知講道，叫眾人學道
理，叫眾人得勸勉。32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33因為神不是叫
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約壹4:1】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
那些靈是出于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 
◆是否符合聖經真理?       ◆是在榮耀神，還是高舉人? 
◆是否造就弟兄姐妹?       ◆是否給教會帶來合一? 
◆服事者的生命是否結出聖靈的果子?     …… 



②貼撒羅尼迦教會——不要因噎廢食，輕忽藐視 
【帖前5:19-22】19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20不要藐視先
知的講論；21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22各樣的
惡事要禁戒不做。 

◆先知耶戶責備巴沙王 
【王上16:7-12】耶和華的話臨到哈拿尼
的兒子先知耶戶，責備巴沙和他的家，
因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一切事，
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華發怒，……有
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利背叛
他。……心利一坐王位，就殺了巴沙的
全家……。心利這樣滅絕巴沙的全家，
正如耶和華借先知耶戶責備巴沙的話。 

◆先知耶戶責備約沙法王 
【代下19:2-4、20:30】先見哈拿尼的兒
子耶戶出來迎接約沙法王，對他說：
“你豈當幫助惡人，愛那恨惡耶和華
的人呢？……”約沙法住在耶路撒
冷。以后又出巡民間，從別是巴直到
以法蓮山地，引導民歸向耶和華他們
列祖的神。…… 這樣，約沙法的國得
享太平，因為神賜他四境平安。 



3.先知性服事者的預備與操練： 

①與神有親密的關系，體會神的心，會聆聽神的聲音。 

【出33:11】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 

◆聖經是神向我們啟示祂自己最重要的途徑。認真研讀神的話，是我
們與神建立親密的關系，體會神的心意最重要的途徑。 

◆聖經神對人說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權威的話
語。任何人從聖靈所領受的先知性的話語，都必
須建立在聖經的基礎上，也都不能違反聖經的
原則。 

【申34:10】以后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華
面對面所認識的。 



②謙卑順服 

【民12:1-3】米利暗和亞倫因他(摩西)所娶的古實女子，就毀謗他，
說：“難道耶和華單與摩西說話，不也與我們說話嗎？”這話耶和
華聽見了。3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先知性的服事要避免“屬靈的驕傲與不順服”。 
◆不要因為曾經成功的服事而驕傲。 
◆不要以為自己的領受“完全無誤”。 
 
 
 
◆順服權柄，在遮蓋下服事。 

“神對我說， 
       你要……” 

“聖靈感動我要對你說，請
你查驗看看……” 



③愛人、服事人、代禱者的心。 
【民14:13-20】13摩西對耶和華說：“……15如今你若把這百姓殺了
，如殺一人，那些聽見你名聲的列邦必議論說：16‘耶和華因為不能
把這百姓領進他向他們起誓應許之地，所以在曠野把他們殺了。
’17現在求主大顯能力，照你所說過的話說：18‘耶和華不輕易發怒
，并有豐盛的慈愛，赦免罪孽和過犯，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
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19求你照你的大慈愛赦免這
百姓的罪孽，好象你從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們一樣。”20耶和華說
：“我照著你的話赦免了他們。 

◆體會神的心，愿神的名得榮耀。 
◆在愛中饒恕別人對自己的冒犯，仍然為對方代求。 



【徒21:10-14】10……有一個先知，名叫亞迦布，從猶太下來。11到了
我們這里，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說：“聖靈說：‘猶
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12我們和那本地的人聽見這話，都苦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13保羅說：“你們為什么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主耶穌的
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14保羅既不
聽勸，我們便住了口，只說“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先知性的服事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 
    不是為了表示自己的屬靈或為了控制別人。 
◆先知性的服事是以神為中心，是為了神的榮耀和神的旨意成就。 
◆先知性的服事是以被服事者為中心的，是為了被服事者的好處。 



結語：建造合神心意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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