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A Famine for the Word
阿摩司书 8:11-14
引论
1. 大约公元前 750 年,一个不出名的农夫、牧羊人蒙神所召成为了一位先知
a. 他的名字叫阿摩斯
b. 他的使命：警告人们若不悔改的话，以色列的神不久将降下审判！
2. 遗憾的是，整个民族没有听取这要人悔改的呼召
a. 结果他们被掳到亚述
b. 阿摩斯在预言中提到将有一场罕见的饥荒将临到百姓，最终这一预言得以应
验——饥荒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饥荒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饥荒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参见. 摩 8:118:11-14
3. 今天也在上演一场因不听神的话而造成的灵命上的饥荒——
a. 在某些方面与当年的饥荒有所不同
b. 但在有些方面很相似，并且会造成相似的结果！
[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要将今日的饥荒和阿摩斯曾预言的饥荒进行比较——]
I. 今日的饥荒
A. 不同之处
不同之处——
——
1. 今日因不听神的话而造成的灵命上的饥荒不是神降给我们的
2. 其实，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筵席” 而不是“饥荒”！
a. 今天我们有着大量的圣经可供阅读使用
b. 在此之前人们从来就没有享受到如此的自由，可以如此容易地接触到
神的话语
3. 事实上，今日不听神的话所造成的灵命饥荒是“自找的
自找的”！
自找的
4. 除此之外，下面所描绘的“圣经
经的日记”可能对很多人而言都是事实：
日记
a. 一月：这个月我很忙。家里绝大多数人都决定要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把
我通读完。他们让我在头一两个星期里一直没有闲着。可现在
我已经被遗忘了。
b. 二月：我的主人上周花了几分钟看了看我。他和别人起了争执，希望
从我这里找到相关论证。
c. 三月：爷爷来看望我们。他把我放在他的大腿上，我在那里呆了一个
小时，他读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d. 四月：我度过了忙碌的一天。我的主人被任命为某某长，我被他派上
了用场。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去教堂……周日,复活节那天。

1

e. 五月：我的页面中出现了青草留下的几条印迹，有人将初春的花朵夹
放进我的书页中。
f. 六月：我看上去像个剪贴簿。他们塞给了我很多纸片。家里有个女孩
结婚了。
g. 七月：今天他们将我放进了一个行李箱里。我猜我们是要出门度假了。
我好希望呆在家里，因为我知道我估计得在这家伙里带上一个
月。
h. 八月：继续呆在箱子里。
i. 九月：我又回到家了，回到了我的老位置。我有了好多的伙伴。两本
“真实的故事”和四本“笑话书”压在了我的上面。我好希望
我能和他们一样受宠。
j. 十月：我今天又被他们派上了点用场。他们中有个人生病了。现在我
光彩焕发，被放在了桌子的正中间，我想牧师就要来了。
k. 十一月：又回到了我的老位置。
l. 十二月： 他们在为圣诞节做准备。我将被压在包装纸和包裹下面。
[今日为什么会出现灵命上的饥荒呢？当我们将其对比阿摩斯预言的饥荒时，我
们就会注意到它们的—— ]
B. 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
——
1. 导致目前饥荒原因与当初的原因相似
a. 例如，物质
物质奢华
物质奢华
1) 在阿摩司所处的时期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变得骄傲,它是神
所憎恶的 – 摩 6:16:1-8
a) 他们的奢华使得他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即,他们不想去
思考将来的事)
b) 神已经警告了以色列，物质奢华会使一些人忘记神
– 申 8:118:11-14,17
2) 同样，耶稣警告财富可能会妨碍一个人接受神的道
– 参见.路
路 8:14
a) 今天，有很多人在寻求财富时忘记了神
b) 另一些人完全浸在奢华享乐中，根本没有时间理会神的道
b. 例如, 道德败坏
1) 想想阿摩司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摩
摩 2:62:6-7
2) 谁能否认道德败坏也正在影响今日的教会？
a) 世俗的标准常常成了教会中的标准
b) 当这一切发生时，人们便不愿靠着神的道得着给养了
1/ 若他们听取神的道，他们会感到很难受
2/ 因为神的道将真实的我们暴露无遗 - 参见.来
来 4:124:12-13
c. 例如，宗教恶化
宗教恶化
1) 以色列的百姓巴不得宗教节期快点结束 – 摩 8:4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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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今，很多人都巴不得各样的侍奉能快点结束，他们好去做事或去
玩耍
a) 如果他们不愿真诚地花时间来敬拜神——
b) ——不难看出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神话语的给养!
2. 如今的饥荒同样会带来相似的结果!
如今的饥荒同样会带来相似的结果!
a. 在 摩 8:138:13-14 中阿摩司描述了一幅悲哀的画面
1) 年轻人因“干渴”而发昏
2) 另一些人跌倒，永不再起来
b. 这不正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生活的写照吗？
1) 因为遭遇“灵粮”的匮乏——
a) 他们很容易被试探打败!
b) 就连生活中很平常的考验都会让他们不知所措!
2) 这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
a) 有些新的基督徒会离开远去
b) 年轻人常常失去兴趣
c) 为什么有些长老、传道人，教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c. 在抵挡试探引诱时，有两件事是必需的——
1) 对神的信心：
对神的信心：相信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 林前 10:13
2) 对神的敬畏：
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畏会促使我们远离恶事 – 箴 16:6
-- 二者皆可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的!
– 罗 10:17；
10:17；申 17:1817:18-19；
19；31:1031:10-13
[今日很多的教会的状况都属于“灵命上的营养不良”！由于受到了物质奢华、道德
败坏以及属灵的匮乏，很多教会因不听神的道而遭受灵命的饥荒，这是因他们自己
的选择而造成的!
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今天在生活中有如此多的基督徒会感到沮丧，失败！我们可
以对此做些什么？我们如何结束这“自找”的灵命饥荒？]
II. 结束这场饥荒
A. 首先
首先,
,我们必须领悟到神话语的“
我们必须领悟到神话语的“能力”
能力”
1. 它拥有着“
它拥有着“创造”
创造”的能力
a. 在创造物质领域时彰显出来– 来 11:3；
11:3；创 1:3
b. 这力量在属灵领域中有着相似的力量，引起真正的更新!
– 约 6:63；
6:63；彼前 1:23；
1:23； 雅 1:18
2. 它拥有着“
它拥有着“使人成为圣洁”
使人成为圣洁”的能力
a. 如大卫在诗篇中所称赞的 – 诗 19:719:7-11
b. 如耶稣在祷告中所提及的 – 约 17:17
3. 它拥有着“
它拥有着“保守人”
保守人”的能力
a. 经上教导要靠着遵行神的话而保持行为的洁净– 诗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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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经上劝勉长老要遵行神的话而保持教会的洁净– 徒 20:2820:28-32
c. 缺乏知识往往会毁掉神的百姓 - 例如，何
何 4:6
4. 它拥有着“
它拥有着“救赎”
救赎”和“定罪”
定罪”的权能
a. 当我们合宜地领受神的道，神的道可以拯救我们灵魂– 雅 1:21
b. 神的道将成为我们受审判的标准 – 约 12:48
-- 这难道不会促使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吗？若忽视了我们生活中如此巨大的
能力，那不是很愚蠢吗？
B. 因此
因此，
，我们必须以神的道为灵粮
1.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要爱慕神的话! - 彼前 2:2
2. 我坚决主张：每天读神的话是必须的！
a. 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身体需要摄取养分的重要性
b. 难道我们的灵就不需要如此摄取养分吗？
1) 我们的灵是照着神的样式所造!
2) 我们的灵因羔羊的血而得救赎!
3) 一个灵魂要比整个世界更为有价值！– 太 16:26
3. 其实只要我们能每天阅读圣经
每天阅读圣经，就必能非常有效地终结这场灵粮饥荒！
每天阅读圣经
a. 一开始可以定一个可行的目标，如每天读一章
1) 我建议先通读新约
2) 若每天读一章，很容易就能做到在一年时间里把新约通读一遍
b. 一旦养成了每天读圣经的习惯，每天若坚持读三章，那么一年就可以
将圣经通读一遍
1) 这样做每天要读的内容其实真的不多，但是很多基督徒从未将圣经
从头到尾读完过!
2) 这样做平均每天只需要花 20-30 分钟
3) 圣经阅读计划表或计划核查表可能会起到帮助作用
4. 当你读经时，要留出时间来默想祷告
a. 默想神的话语 – 参见.诗
诗 1:11:1-3
b. 祈求智慧和帮助以遵行神的话 – 参见.诗
诗 119:18,33119:18,33-37
结论
1. 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一定是很悲惨的——
a. 他们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b. 不能得着神奇妙之道的给养!
2. 但是如今那些将饥荒强加给自己的人不是更悲惨吗！
a. 由于他们自己的轻忽，他们因灵命上的营养不良而变得衰弱
b. 因为他们自己的轻忽,他们仍被罪束缚
3. 他们的悲剧还在继续加剧,如果我们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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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们忽视的不仅仅是阿摩司那个时代神所说的话语
b. 神藉着耶稣和使徒将神的道完完全全揭示给了他们，而他们照样不理睬!
-- 藉着神的恩典，如今他们可以享用的比当初要多得多，但是他们却不去吃这
灵命的筵席!
4. 我很希望每个人都能——
a. 下定决心不再忽视这全能的“神的话语”！
b. 每天靠着神的话得给养，可以使灵魂得救！
当保罗在心中向以弗所的长老们道别时，他告诉他们：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
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
的人同得基业
的人同得基业。
同得基业。” – 使徒行传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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