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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主题 内容大纲 

第 1课 八国的厄运（上）（摩1:1-2:5）
本书背景介绍 各国厄运的经文研究 认识神

的性格 经文在今日的运用 

第 2课 
八国的厄运（下）(摩2:6-16)

 

先知指出以色列和犹太的罪 以色列百姓的

罪 历史之罪 神对以色列的审判  当代运用 

第 3课 
权利与义务-丰富中败亡(摩

3:1-4:3) 

 

特权民族以色列 官员领袖的罪 财主不能自

救 富婆的罪 目前生活的反省  

第 4课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 (摩

4:4-13) 

 

各种灾祸的警告 要选民归向神 宗教生活的

问题 灾祸连年的原因  

当如何预备迎见你的神 

第 5课 
以色列哀歌 (摩5:1-17) 

 

钱财的试探 引诱人失去良知 以色列人的悲

哀与光景 神呼召人要响应 耶和华的日子研

究 

第 6课 
给领袖的话(摩6:1-14) 

 

首领自鸣得意 个人表面安舒 骄傲与荒谬的

结局 先知的警告与责备 

第 7课 
三个异象 (摩7:1-9) 

 

先知在神面前迫切代求 三个异象的内容 神

审判的方式 今日基督徒的应用 

第 8课 
神的仆人 (摩7:10-17) 

 

神仆人的形象与本质 神人面对的考验 神人

持守的根基 神人全然的倚靠 

第 9课 
可怕的结局 (摩8:1-14) 

 

先知所看到生动的图画 一匡夏果  二种阶

级 三样灾难 四个结局  

第 10课 
冲破漫漫长夜(摩9:1-15) 

 

神如同慈父管教儿女 人不能逃脱神的审判 

以色列的结局 冲破长夜 建立弥赛亚的国度  

 



阿摩司书(一) 

主题：八国的厄运（上）(经文：摩1:1-2:5) 

 

壹、阿摩司书背景(1:1-2) 

    1.作者： 

    2.对象： 

    3.时间： 

    4.主题(1:2)： 

 

贰、经文研究(1:3-2:5) 

国  家 都  城 受  罚  原  因 结       局 参考经文 

叙利亚

1:3-5 

(亚兰) 

大马色   王下8:7-15; 

    10:32-33;

    13:3,7,22

非利士

1:6-8 

迦  萨   士14; 

撒上4;13;31;

撤下5 

腓利基

1:9-10 

 

推  罗   王上5:1-12 

以 东 

1:11-12 

 

提 幔 

波斯拉

  王下8:20ff 

俄10-12 

亚 们 

1:13-15 

拉 巴   士3:11ff 

撒上11:11; 

王下24:2 

摩 押 

2:1-3 

加 略   士3:12ff 

撒上14:47f 

撒下8:2 

犹 大 

2:4-5 

耶路撒冷   王上15:7 

王下9:24ff 

    14:123ff 



 



参、经文应用 

 

1.阿摩司是南国（犹大）先知，却要跑到北国（以色列）工作，他采用什么方法

使以色列人恭敬听他的话﹖ 

2.我们从阿摩司书第一章中，可以认识神那方面的性格﹖ 

3.今天社会上有那些特别的罪是阿摩司可能指斥我们的﹖（若要归纳出阿摩司所

斥责列国的罪，它会有那些﹖）我们该用怎样的态度处理这些罪﹖ 

4.犹大受罚的原因跟别国不同，为什么﹖ 

  按神的观点来看，今天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分别是否也相似，请解释。 



 

阿摩司书(二) 

主题：八国的厄运（下）(经文：摩2:6-16) 

 

壹、引言 

    以色列人正洋洋自得，认为他们既是「神的子民」，他们必安全无虞，远景

繁荣。他们内心正揣测阿摩司会给他们传讲什么话。阿摩司已向邻国预言，可能

下一个指向更大的目标──埃及或亚述。当阿摩司的箭头指向他们时，以色列人

可真是瞠目结舌啦！ 

 

贰、经文研究与应用 

一、以色列百姓之罪(6-8) 

1.在这三节经文中，有那四种罪是先知所描述的﹖ 

 

 

 

二、以色列历史之罪(9-12) 

1.在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中，先知提出那四件事迹﹖ 

 

 

2.阿摩司为何提出这四件事迹来﹖有何特别用意﹖ 

 

 

三、神对以色列的审判(13-16) 

1.以色列将来的结局如何﹖ 

 

 

四、当代应用 

1.上述有关以色列的各种罪，你认为那一项较为小，那一项为大罪﹖为什么﹖ 

 

2.从第一到第二章，神对八国的审判中，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复兴或祝福或应许的 

  话语，对今日的基督徒有何特别的提醒﹖ 



阿摩司书(三) 

主题：权利与义务-丰富中败亡(经文：摩3:1-4:3) 

 

壹、引言 

     阿摩司书第三章是本书三～六章的头一段。三至六章是响应上文，详论以

色列作为被召民族的身份。前半段以谏言作开始，劝人要听神的话。这是关乎以

色列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与神的关系。 

    在后半段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罗波安二世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住屋、日常

生活、宗教仪式等；这些人生态度和方式深深引起神的不悦。这些人以自我为中

心，以自己的喜爱为人生的准则，因此放弃了诚实而公正的标准，发明了神根本

没有命定的崇拜仪式，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使许多穷人受苦。这一切在神面前

都为神所厌恶，神必追讨！ 

 

贰、经文研究与应用 

一、特权民族以色列(3:1-2) 

1.神要追讨以色列的罪，其理何在﹖请举出三个理由说明之。 

 

 

二、不可分的关系(3:3-8) 

2.在v3-6中，共有几个问题，分别是什么﹖各代表什么意思﹖要表明什么？ 

 

 

三、住宫殿的徒劳(3:9-11) 

3.住在宫殿中（家中）的官员领袖，他们的罪行有那些﹖ 

 

4.耶和华对他们的审判有那些﹖ 

 

 

四、财主不能自救(3:12-15) 

5.请找出本段中有那几种人，他们的生活如何﹖他们的结局又如何﹖ 

 

6.耶和华对他们的审判有那三方面﹖ 



 

 

五、撒玛利亚富婆的命运(4:1-3) 

7.请用现代的观念来形容这些妇人的生活如何﹖耶和华要怎样审判她们﹖ 

 

8.耶和华又怎样审判她们﹖为何祂要「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 

 

9.今日的经文对你当前生活应有的反省为何﹖ 



阿摩司书（四） 

主题：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 (经文：摩4:4-13) 

 

壹、引言 

     这一段记录神在前面几年如何以各种灾祸来警戒祂所爱的子民。饥荒、旱

灾、昆虫、瘟疫、战争的失败，主要是提醒他们当悔改归向祂。这些灾祸并不是

证明神恨恶他们，而是更加证明祂爱他们，愿意他们回到祂面前。(申4:29-31) 

 

    英国大文豪路易师曾说：「我们宴乐时，神向我们低声细语。借着良心，祂

比较清楚地对我们说话；但在我们痛苦时，祂对我们大声叫喊。人的痛苦常是神

向耳聋世界的扩音机。」 

 

贰、经文研究与应用 

一、宗教上的问题(4:4-5) 

1.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如何﹖他们的问题出在何处﹖ 

 

2.神对他们有何感觉﹖人在敬拜中还可能犯罪吗﹖昔日以色列人的敬拜，在今日 

  的教会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吗﹖ 

 

二、灾祸连连(4:6-11) 

3.在这些年间，以色列人曾遭遇那些灾祸﹖ 

 

4.对于这些事，他们当时应该有何反应﹖ 

  遇到苦难时，我们一定要看成是主的管教吗﹖为什么﹖ 

 

三、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4:12-13) 

5.v13是一段伟大的颂赞，请找出先知对神有那些属性的描述﹖ 

 

6.本段多是审判的信息，但在下面五处经文中，仍可以找到慈爱的呼唤，说明神 

  对以色列百姓仍有恩慈和激励，其理何在﹖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                「你的神」： 

  「创造者」：                            「使晨光变为幽暗」： 

  「万军之耶和华」： 



阿摩司书（五） 

主题一：以色列哀歌 (经文：摩5:1-17) 

 

壹、引言 

    小时候我认为，耶稣在警告「财富」的危险这件事上可能太夸张了。现在我

比较明白，知道富有以后，仍然要保持人类善良仁慈的心怀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钱能够叫人的眼目昏花，也能冻结人的手、眼、嘴、心，变成冷漠无情。」 

    纪元前八世纪，以色列不但极其繁荣，表面上也很虔诚，成千上万的人常出

去旅行，为的是造访有名的圣所。但社会的财富却分配不均，富人一意追求财富

并逼迫穷人。神不喜悦这种的「追求」。 

    钱财如何引诱我们失去良知或轻易妥协﹖ 

 

贰、经文研究与应用 

一、哀歌(1-3,16-17) 

1.在v2-3以色列人的悲哀是什么？ 

 

2.在v16-17又是什么样的光境？ 

 

 

二、呼唤响应(4-6) 

3.为何伯特利、吉甲、和别示巴是阿摩司时代敬拜的中心﹖他们将会有何结局﹖ 

 

4.从先知的呼唤中，请找出以色列人在那方面出了问题﹖ 

 

 

三、坠落因由(7-13) 

5.以色列人的社会问题有那些﹖在我们今日的社会中有那些相似的现象﹖ 

 

6.神对祂自己的描述，怎样使以色列人惧怕祂的审判﹖(8-9) 

 

 

四、呼唤响应(14-15) 

7.分析v4-6与v14-15二段，请找出诗人呼唤响应的主题信息。 



主题二：耶和华的日子 (经文：摩5:18-27) 

 

壹、引言 

    对个人或民族来说，没有一件事比宗教的本质更为重要。一国的国运与老百

姓的宗教生活息息相关。以错误的方式去敬拜一位真神，或者，在耶和华之外再

加上另一批神祗，势必使神不喜悦和招致神的审判。 

    阿摩司时代的以色列人认为自已是很热心，他们不但经常去圣殿献祭，他们

的音乐也非常精彩，更渴望耶和华的日子快来到，他们祷告会说：「愿耶和华的

弥赛亚快来到我们当中，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仇敌，赐我们永远的平安和福气。」 

    但令我们惊讶的是，阿摩司却严肃地警告他们！ 

 

贰、经文研究与应用 

一、耶和华日子的本质(18-20) 

1.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所盼望的耶和华日子是一个怎样的日子﹖为何阿摩司却

叫他们不必想望﹖若你是学生(员工、夫妇)，发生什么事和这些事相似的呢？ 

 

2.黑暗、幽暗在旧约中常指的是什么﹖(请参看伯10:22;申28:29) 

 

 

二、崇拜与公平(21-24) 

3.以色列人在那几方面得不到神的喜悦﹖这些事物各代表什么﹖ 

 

4.『当你唱「我有喜乐如江河」（平安）时，阿摩司会问，你一样能唱「我有公 

  平、诚实、公义、爱心如江河」吗﹖』上述的问题所要表达的是那方面的观念

﹖ 

 

 

三、偶像与结局(25-27) 

5.阿摩司为何认为连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所献的都是白费﹖ 

 

 

6.以色列人最后被掳到外邦，主要原因是什么﹖(参申29:25-28;太7:21-23,23:23) 

  基督徒有可能走向灭亡之路吗？为什么？ 



阿摩司书（六） 

主题：给领袖的话(经文：摩6:1-14) 

 

壹、引言 

    阿摩司的枪头瞄准了以色列的首领。他们沾沾自喜，舒适安逸，以为安稳太

平。国民的生产总额上升，贸易和军事上的盟国承诺继续给予保护，人们对远景

一片看好，阿摩司却持反调。他直言不讳说明那是粉饰的太平，安全感是不真确

的。 

 

贰、经文研究与应用 

一、首领自呜得意(1-3) 

1.以色列人在这里感到最安全的事是什么﹖ 

 

2.先知如何警告、指责他们的罪来﹖ 

 

 

二、个人表面安舒(4-7) 

3.阿摩司在这里指责百姓「过安逸的生活」吗﹖或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 

 

4.富裕的基督徒为何有特别的危机﹖那些危机是什么﹖该怎样胜过﹖ 

 

 

三、骄傲与荒谬的结局(8-14) 

5.以色列人的骄傲和荒谬行为，表现在那些地方﹖(8,12-13) 

 

6.神如何审判以色列﹖他们的结局又如何﹖(7-11,14) 

 

7.主前722年,撒玛利亚城遭亚述大军攻陷，这群家破人亡的孤儿寡妇们，他们 

  必定问「为什么」﹖答案是： 

  a.亚述大军。    b.神的作为。    c.他们的领袖们。    d.他们的骄傲。 

 



附录： 

阿摩司书3-6章结构分析 

 

因由：权利与义务(3:1-8) 

 

1.丰裕的灭绝(3:9-4:3)—上层社会人士 

 

2.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4:4-13)—信仰上 

 

3.以色列哀歌(5:1-17)—呼唤响应，寻求神 

 

2’.耶和华的日子(5:18-27)—信仰上 

 

1’.给领袖的话(6:1-14)—上层社会人士 

 



阿摩司书（七） 

主题：三个异象 (经文：摩7:1-9) 

 

壹、引言 

    从第七章到第九章，阿摩司改用见证方式，讲他所看到的五个异象，和他在

伯特利圣所遭遇的事。头三个异象记载在本段中。我们看见先知阿摩司站在神面

前，迫切地为百姓代求。旧约的先知都很有感情，不但深爱神，也深爱人。他们

宣布神的审判时，常是流着泪劝同胞趁着机会悔改归向神，也常求神减少祂的惩

罚。也许唯有深怀怜悯和爱心的人，才有资格传扬神的审判。 

 

贰、经文研究与应用 

一、第一与第二个异象(1-3,4-6) 

1.试描述这二个异象的内容﹖ 

 

2.在第一、二个异象中，「耶和华后悔」是何意义﹖这和「祂是不改变的」的 

  属性如何协调﹖ 

 

3.先知如何为以色列百姓代求﹖今日的基督徒如何学习代祷的功课﹖ 

 

 

二、第三个异象(7-9) 

4.先知在这个异象中看见些什么﹖神要如何审判以色列﹖ 

 

5.为何先知在第三个异象中未再为以色列祷告﹖准绳在今天的社会中有何价值

﹖ 

 

6.基督徒今天以什么为准绳﹖ 

 



阿摩司书(八) 

主题：神的仆人 (经文:摩7:10-17) 

 

壹、引言 

    我们现在进入阿摩司书中最吸引人的一段。先知与祭司过招！ 

    在本段中，除了先知的勇气值得我们学习之外，它更让我们看见，神的仆人

的形象和本质！ 

    服事神绝不可能没有敌人、逼迫或试探！面对着祭司与皇冠，阿摩司全无惧

容，明知危机重重，却绝不惧怕！ 

 

贰、经文研究与应用 

一、神人面对的考验(10-13)： 

1.先知在那三方面受到考验﹖ 

    a控告(10-11): 

    b生计(12): 

    c权柄(13): 

 

 

 

二、神人持守的根基(14-15)  

 性      质 内           容 回 应 上 述 的 考 验 

1 工作方面   

2 启示方面   

3 使命方面   

2.为什么基督徒明白为何而活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三、神人全然的倚靠(16-17)  

 二 人 的 观 点 二 人 的 结 局 

亚玛谢   

阿摩司   

3.今日神的仆人当如何事奉？  

 



4.人生在世是一场考验，人生在世也是一个信托，如何使你生活更荣耀神﹖ 



阿摩司书(九) 

主题：可怕的结局 (经文:摩8:1-14) 

 

壹、引言 

    阿摩司擅长描写。v1看到一筐熟透了的水果；v3看到战后的一堆堆的尸首；

v4-6看到热闹的市场；v11-14看到悲惨的画面；v3,10听到哀歌的声音，还有大

自然的变色(v8-9)等，这些生动的图画是什么意思呢﹖ 

 

贰、经文研究与应用 

一、一筐夏果(1-3) 

    1.请比较这异象和先前第三个异象(7:7-9)，有何异同﹖ 

 

 

二、二种阶级(4-6) 

    2.先知在这里所指责的，属于那一阶层的人﹖另一阶层的人又是谁﹖ 

 

    3.这些人有那些腐败﹖ 

 

    4.这幅市场的图画，怎样提醒我们现今的生活﹖ 

 

 

三、三样灾难(7-10) 

    5.请找出本段中的三样灾难；你认为那一样最为严重，为什么﹖ 

 

 

四、四个结局(11-14) 

    6.一个弃绝神的国家，将会带来那四方面的结局，请在本段中找出来﹖ 

 

    7.『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8:3) 

     耶稣也重复说过这些话(太4:3,4)。今日我们要如何重视神的话﹖ 

 



阿摩司书(十) 

主题：冲破漫漫长夜(经文:摩9:1-15) 

 

壹、引言 

    阿摩司书最后一章，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出审判的黑暗，进入神丰满的祝福。

前段可以称为：「神若抵挡我们，谁能帮助我们呢﹖」。后段的主题则完全相反：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中间部分则让我们看见神的属性和祂如同

慈父一样，在管教祂的儿女。 

 

贰、经文研究与应用 

一、不能逃脱(1-4) 

    1.在这第五个异象中，阿摩司所看见的是什么﹖以色列人为何完全绝望﹖ 

 

 

二、颂词(5-6) 

    2.本段对神的描述包括些什么﹖ 

 

 

三、以色列的结局(7-10) 

    3.以色列国和其它列邦有何异同﹖(7-8) 

 

    4.以色列人的终局说明了些什么﹖ 

 

    5.从1-10节中，先知所要强调的是什么﹖ 

 

 

四、冲破漫漫长夜(11-15) 

    1.本段是阿摩司书唯一对弥赛亚国度的预言。千禧年国度会是怎样的﹖ 

 a重建—君王  b重获—万民  c重植—大地  d重聚—以色列民 

 

    2.你认为弥赛亚国度的建立是指以色列国的复兴或另有所指﹖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