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主盟約的使者─

瑪拉基亞、亞北底亞

蔡華璋



亞北底亞先知書
（Book of Obadiah）



1.作者與時代

可歸納為三

（1）在充軍以前，約在九世紀與
八世紀之間；

（2）在充軍前後，即公元前587年
左右；

（3）在充軍以後即五世紀之初

如此其間相差三百餘年





在充軍以前，約在九
世紀與八世紀之間

在充軍前後，即公元前
587年左右

在充軍以後
即五世紀之初





「厄東」（Edom）是依撒格的長
子厄撒烏（Esau）的別名，他原與
雅各伯（Jacob）為孿生的同胞兄
弟（創25:20-34）。他的後代及居
住的地方，也都以「厄東」為名，
即厄東人及厄東地區，意謂「紅
色的」。這個民族於巴力斯坦的
東南，自死海至阿卡巴海灣之間，
沿阿辣巴（Arabah）溪而居。



死
海



當以民進佔聖地時，梅瑟曾派人
向厄東借道被拒（戶20:14-21）。
梅瑟得主命：因彼此弟兄之邦，
應尊重厄撒烏子孫的主權，乃繞
道而行（戶20:21）。可是，厄東
人在猶大被圍攻的時候（公元前
586年），曾與巴比倫的軍隊聯盟，
來攻打過耶路撒冷，虐待了選民，
並佔領了猶大國的南部。



兩民族間，常存有敵視的態度。自
梅瑟時代直到猶太民族為羅馬軍隊
所消滅，這種敵視態度從未消除
（戶20:14-21；加下10:15-17）。
除亞北底亞1-21節外，其他先知對
厄東也說過預言，亞1:11-12；依
21:22; 63:1-6；哀4:21-22；則
25:12-14; 32:29; 35:1-15；拉1:2-

5，其中尤以耶肋米亞49:7-22的神
諭最為有名。



聖經上說的「神諭」或
「斷語」（Oracle）是指天
主透過先知給與求問者
的答覆。也指上主親臨
發言，天主所下的結論。

「什麼是神諭？」



在曠野時代，只有梅瑟有
特權向百姓傳報上主的「
神諭」。

其後由司祭或大司祭借用
「烏陵 urim」和「突明
tummim」傳報「神諭」。

上主訓示梅瑟說：
「你告訴以色列子民說：



烏
陵
和
突
明

胸牌

它們是兩
個骰子或
籤棒形的
物體，用
來以肯定
或否定的
方式作為
知悉上主
旨意的標
準。



「烏陵 」和「突明」按原
文字意有「光明及全備」
之意。

希臘七十賢士本作「啟示」
與「真理」；或與天主的
祝福與詛咒有關。



當大司祭代表全體以色列民

舉行禮儀時，要穿戴「厄
弗得」，詢問「烏陵」
和「突明」，才能得知天

主所決斷。「烏陵和突明」
的結果，只有「是」或「非
」兩種可能性（出28:12,30；肋8:7-8）。



「厄弗得」（Ephod ）：

出28:6-14規定司祭的禮服
：相似一件無袖長衫，上
端頸口以花色的帶子相連
，全衣以細麻作成，其上
有紫色。



「厄弗得」長衫
的胸部留出空間
安置「胸牌」及
「烏陵」和「突

明」之用。

（出28:6-14; 39:2-7）



配與紅色及朱
紅色的金線刺
繡，腰間繫以
繡花帶子，墊
肩處有兩塊紅
瑪瑙石板，刻
有以色列兒子
的名字，每邊
六個，按著出
生次序。



胸牌



在民長時代肋未人及司祭以
「厄弗得」和「忒辣芬」神
像宣告戰爭的吉兇結局。

忒辣芬
（創31:19）



「忒辣芬」是古代以色列民
占卜用的一種，在聖經上說
來是指一種「下賤卑鄙的東
西」。它有時雖被用於敬禮
或「神諭」上（民17-18章；則21:26），

但與真正上主的敬禮是水火
不相容的（歐3:4）。



「忒辣芬」的體積可大可小
，大者猶如人體像（撒上19:13-16）

，小者可以藏於駱駝鞍子之
下（創31:34），後者稱為「家神
像」，按古代的習俗誰佔有
它，誰就有權承受家業。這
正是辣黑耳偷取此種家神神
像的原因（創3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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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撒烏耳及達味的時代，仍
是用上述的方式 來獲知上主
的「神諭」（創31:19,34,35；撒上

14:36-42）。先知的興起，

他們便成為天主惟一的代言人
，傳告「神諭」。而獲得「神
諭」的方式，是靠上主的啟示
、夢境或奇恩。



四點劃定亞北底亞著作時代：

（1）厄東與以民間的仇恨；
（2）在正經書目十二小先知書中

的位置；
（3）北1-9節與耶49:7-22相互的

關係；
（4）北11-14節所述的史事。



前兩點無關重要，因為

（1）兩民族間的仇恨，自以民

出離埃及至瑪加伯時代從

未稍減；

（2）本書在瑪索辣本內居第四

位，而在七十賢士譯本內

卻居第五位。

為此學者都注重後兩點。



（3）北1-9節與耶49:7-22

相互的關係

（4） 11-14節所述的史事是發生

在約蘭（Joram，公元前

849-842年）因為約蘭在位

時，厄東人曾一度侵入耶路

撒冷（編下21:16-17）



1 亞北底亞的神視。吾主上主關於厄東這樣說：我從上主聽到了一個
消息，有一位傳令員已被派往萬民那裡說：「起來！我們起來向她
進攻！」

//耶 49:14

2 看，我必使你在萬民中成為弱小的，極受人輕視。 //耶 49:15-16

3 你心中的驕傲欺騙了你：你住在磐石裂縫中，安居高處，心中說：
「誰能使我跌在地上？」

4 即便你高棲如鷹，即便你將巢穴安置在星辰上，我也要從那裡把你
推下──上主的斷語──

5 如果盜賊，或夜間的強盜來到你那裡，他們豈不要偷個夠嗎？如果
收葡萄的來到那裡，豈不只給你留下些殘粒嗎？你將來也是如此荒
涼！

//耶 49:9

6 厄撒烏怎樣被人搜過了，她的寶藏怎樣被人探索了！ //耶 49:10

7 與你聯盟的人，愚弄了你，將你驅至邊境；與你友好的人，克服了
你；與你共食的人，給你暗設了陷阱，而你竟一點也沒有理會。

耶 38:22

8 在那一天──上主的斷語──我豈能不撲滅厄東的智者，掃除厄撒烏
山上的明哲？

耶 8:8-9; //49:7

9 特曼！你的勇士必驚惶失惜，致使厄撒烏山上的人盡遭滅亡。你既
然好殺，

//耶 49:22

10 殘害了你的兄弟雅各伯，你必蒙受羞辱，永遭滅亡：

11 因為當外邦人擄掠他財物的那一天，蠻族來到了他的城門下，對耶
路撒冷拈鬮時，你也置身其間，好像他們中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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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你兄弟遭難的日子，你不應旁觀；猶大子民滅亡的那天，你也不應
引以為樂；在患難的日子上，你也不應大言不慚。

13 在我的百姓遭難的時日，你不應闖進他們的門；在他遭難的時日，
你也不應對他幸災樂禍；在他遭難的時日，你更不應伸手劫掠他的
財物。

14 你不應站在交叉路口，截殺他的難民；在患難之日，你不應交出他
的劫後餘生。

15 因為上主的日子已臨近萬民，人必按你所作的，照樣對待你；你的
行為必歸於你的頭上。

16 正如你們曾在我的聖山上痛飲過，萬民也要不斷痛飲：他們要痛飲
要飲醉，而終歸消滅。

17 但在熙雍山上必有救援，熙雍將是神聖的；並且雅各伯家要侵佔那
侵佔過他們的人。

18 雅各伯家將成為火，若瑟家將成為火焰，厄撒烏家卻要成為草稭；
雅各伯家和若瑟家要焚燒吞滅他們；厄撒烏家必沒有一個餘生，因
為上主說了。

19 他們要佔領南方，厄撒烏的山地與培肋舍特的平原，要佔領厄弗辣
因地和撒瑪黎雅地以及阿孟子民的基肋阿得。

20 這支充軍在外的以色列子民的軍旅，要佔領客納罕人的土地，直到
匝爾法特；流亡在色法辣得的耶路撒冷人，必要佔領南方的城邑。

21 那時，獲救者必上熙雍山，統治厄撒烏山；王權必歸於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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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北底亞的神視。

吾主上主關於厄東這樣說：我從
上主聽到了一個消息，有一位傳
令員已被派往萬民那裡說：「起
來！我們起來向她進攻！」

看，我必使你在萬民中成為弱小
的，極受人輕視。

你心中的驕傲欺騙了你：你住在
磐石裂縫中，安居高處，心中說
：「誰能使我跌在地上？」

即便你高棲如鷹，即便你將巢穴
安置在星辰上，我也要從那裡把
你推下──上主的斷語──

北1-4節幾乎完全與耶49:14-16節相同，為編
輯者所增補，藉以說明天主何以懲罰厄東人

我從上主聽得了一個消息，在萬
民間傳開了一個號令：「你們該
聯盟向她進攻！你們該起來交戰
！」

因為，看，我已使你成為萬民中
最小的，成為人間最可輕賤的。

你高居在石縫的隱處，盤據在峻
嶺的山巔。你自以為驚異，你心
內的驕傲欺騙了你。

即使你像老鷹一樣高結你的巢穴
，我也要從那裡將你推下──上主
的斷語。



11-14節所述的史事是指公元
前587年耶路撒冷失陷的事。
因此分為三個主張：

（1）亞北底亞與耶肋米亞同
時；（2）耶肋米亞先於亞北
底亞；（3）二書同出於一更
古的神諭。



列下8:16-22

16以色列王阿哈布的兒子耶曷蘭五年，猶大王約沙法特
的兒子約蘭登極為猶大王。
17他即位時年三十二歲，在耶路撒冷為王八年。
18他走了以色列王所走的道路，像阿哈布家所行的一樣
，因為他娶了阿哈布的女兒為妻，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
19但是，上主為了他僕人達味的緣故，不願消滅猶大，
因為他曾向達味應許過，他的子孫中，要永遠給他留下
一盞明燈。
20約蘭年間，厄東人脫離了猶大的統治，自立為王；
21那時，約蘭率領自己所有的戰車，到了匝依爾，乘夜
間起來，衝出了包圍他和那些戰車長的厄東人，軍民纔
得逃回自己的帳幕，
22這樣，厄東脫離了猶大的統治，直到今日。



思高聖經學會認為：本書所暗
示的史事是公元前587年，路
撒冷失陷時所發生的事。

日後耶肋米亞書的編輯者將本
書幾節，插入了耶49章關於厄
東的神諭裡，由此發生了二書
間的關係。



因此，可以說11-14節是追述
已往的事，並且厄東已在開始
遭受友邦的謀害，與瑪拉基亞
1:2-4 所述的事蹟正相暗合。
瑪拉基亞作於公元前五世紀左
右。所以亞北底亞的著作時代，
應在六世紀末和五世紀初。



2.內容與分析

亞北底亞全書只有二十一節，
篇幅雖短小，意義卻深長。全
書結構條理井然，以上主報復
自己百姓的仇敵厄東為主題，
然後加以引伸，終以最後的勝
利作結。



全書共分三段：

第1節為題名與小引。

2-9節為第一段：傲慢的厄東將
不免浩劫。

10-15b節為第二段：厄東遭受浩
劫的原因。

15a-21節為第三段：對萬民的審
判與以色列的復興。



題名與小引（1節）

亞北底亞的神視：上主已派遣一
位使者到萬民間，號令萬民奮起
與厄東交戰。

2-9節：厄東將不免浩劫



2節：厄東必成為人間最可輕賤的，

3-4節：雖然她自負不凡，有高山峻
嶺作保障，如鷹在星辰間高結巢穴，
但也必有一天要從那裡跌下，

5-6節：所有的財寶必被人搜盡，

7節：友邦與心腹齊來暗加謀害，

8-9節：終於智窮才盡，只有任人宰
割。



10-15b節：厄東遭受浩劫的原因

10節：厄東對自己兄弟之邦，殘暴不
仁，

11節：趁火打劫，

12-13節：幸災樂禍，

14節：不但不與兄弟甘苦與共，反而
助桀為虐，

15b節：到頭必有惡報。



15a-21節：萬民受審，以色列復興

15a節：上主的日子臨近了，在這

16節：日子內，厄東與萬民都要飲上
主義怒的苦酒，在昏昏沉沉中盡被消
滅。

17節：然而熙雍山上的劫後餘生，雅
各伯家的遺民必如燎原之火，



18節：燒毀厄東，

19節：併吞勁敵，收復失地，

20節：漂流在外的以民必將歸來，
開疆拓土。

21節：在熙雍山上審問厄東：於
是王權終歸上主。



3. 結論

聖師熱羅尼莫說：「稱他為小先
知，是以分量估計的，並非以其
意義」（P. L. 25 1100）。

厄東成了以民仇敵的化身，這名
稱當然有一番神祕的意義，故此
常出現於末世論或默示錄體的文
獻內。



在末世論或默示錄中以色列被指
為天主神國的國民，而厄東卻被
指為天主神國的敵人。北15a-21

節一段內，充滿了末世論的意味，
故此在這段中的厄東並非只指厄
東民族，而亦指天主神國一切的
仇敵（依63:1-7；耶49:7-22；則
35:12-14）。



15a節是全書的轉捩點。先知由
「懲罰厄東」轉到「上主的日
子」，引起下段對萬民的審判和
以色列最後的復興（岳1:15; 4:14）。

厄東是天主仇敵的象徵，以色列
卻是天主的選民，同時亦是未來
默西亞神國國民的象徵，所以這
一段是預言天主神國與其仇敵最
後的結局。



1-11節「萬民」是懲罰厄東與猶
大的工具，16節以後，萬民和厄
東一樣該受懲罰，只有聖潔的以
色列民在神聖的熙雍山上獲得救
援。21節「統治」即掌握政權。
猶大必再統治厄東。猶大對厄東
即上主的百姓對上主的仇敵。猶
大戰勝統治厄東之日，亦即上主
為王之時：所以用「王權必歸於
上主」一句總結全書。



瑪拉基亞先知書
（Book of Malachi）



瑪拉基亞的中文譯名出於希臘和
拉丁譯本「Malachias」的題名。
瑪索辣經文作「Maleachi」（瑪
肋阿基），意即「我的使者」。
經學家認為為瑪拉基亞先知名字
的來源出於3:1a，原不知本書作者
。聖熱羅尼莫及猶太經師以為瑪
拉基亞的真名即厄斯德拉，也相
信此書為那著名的厄斯德拉所作。



由《瑪拉基亞書》的內容可以斷
定：瑪拉基亞先知是在乃赫米雅
或厄斯德拉時代（公元前400年
左右），在耶路撒冷執行了先知
的任務。



背景

那時在重建的聖殿內，猶太人早
已舉行各種祭獻的禮儀。百年前
由哈蓋及匝加利亞二位先知，所
激起的熱潮此時早已退落，等待
默西亞的切望也冷淡了。這種信
仰上的退化，直接影響道德的生
活，尤其表現在婚姻的生活上。



人民將法律拋諸腦後，與外邦女
子通婚；甚至離婚與外教女子結
婚。但危害百姓最深的，卻是司
祭。由於當時沒有君王，司祭不
但在宗教上，即在政治上也佔有
很大的地位和勢力，因此無形中
染上了塵俗的惡習。



瑪拉基亞是由五篇神諭而編成的，這
五篇神諭是：
（一）1:6-2:9：在這篇神諭裡，先知

首先譴責司祭的瀆職罪，繼而
預言天主要廢除他們的祭獻，
而悅納萬民所獻的純潔祭品；

（二）2:10-16：先知向那懷疑天主
正義的人，預告那「盟約的使
者」不久要來，施行公義正直
的審判，淨化百姓；



（三）2:17-3:5：如果選民誠心歸向天主

，天主必垂顧他們；

（四）3:6-12：凡敬畏天主的人，在審判

時必得賞報；

（五）3:13-24：審判之前，厄利亞先知

要再度出現，勸化選民，以免全體

民族遭受毀滅。

這五篇神諭是表達及申述本書序言上
所說：上主對以民的慈愛（1:1-5）。



內容

本書的內容與充軍後的哈蓋和匝
加利亞迴然不同，因為這兩部書
以安慰為主，把天主所應許的恩
惠來鼓勵百姓，而瑪拉基亞卻完
全以責備為主，將當時的罪惡和
未來的審判作警戒的對象，對此
，與充軍以前的先知書類似。



「盟約的使者」
瑪拉基亞的名字，照原文有「我
的使者」的意思。他的使命是準
備百姓迎接「盟約的使者」，即
默西亞的來臨；但在默西亞來臨
之前，將有一位懷著厄里亞大先
知精神和心火的使者先來。按主
耶穌的話，這位使者就是洗者若
翰。（瑪11:11-14；谷1:2; 9:12-13；路1:17, 76; 7:27）



「公義的天主在那裡？」（2:17）

上主藉先知解答他們的疑難和怨言，
預言了那主持公道的快要來：「看！
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預備
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宰，必要忽
然進入他的殿內；你們所想望的「
盟約的使者」，看！他來了──萬
軍的上主說。」（3:1）



3章1節包括兩段重要的道理：

默西亞的前驅和默西亞的天主性

1. 默西亞的前驅──默西亞既是
一位君王（詠2篇），按中東的
古禮，君王出巡前常派遣使者去
開道，去報告百姓，快給君王的
御駕修道鋪路（依40:3）。這位
使者是被打發的，決不與「盟約
的使者」為同一位，因這「盟約



的使者」是自動降來的，不是受
遣派而來的。

2. 默西亞的天主性──盟約的使者

是以民所尋求，所想望的「主宰
」。主宰按原文為「adon」是特
別的尊稱（出13:17）指天主為萬
物的天主（詠47首），所以「盟
約的使者」為天主，為默西亞。



「盟約的使者」也是指與以民立了盟
約的「上主的使者」即天主自己，他
既然與百姓立了盟約，決不廢除那所
立的盟約（民2:1） 。

舊約中多少次上主藉使者的形像發顯
與人，「上主的使者」即是天主自己
（創16:7,13；出3:6；民2:1）。
「使者」本有「被遣者」的意思。
「被遣者」與「遣發者」當是兩位。



遣發者是天主，被遣者也自稱天主
，因此暗示天主並非一位的深奧的
道理。「盟約的使者」要來到自己
的殿內，即天主的聖殿中，他即是
天主的道理更為明顯。聖殿是天主
常發顯的地方，上主的光榮常出現
在那裡，那裡也是舊約的中心。因
此默西亞在聖殿中出現，給人講道
理，是最適宜的地方。



由3:2-5對「盟約的使者」的任務所
描寫的包含淘汰、淨化和制裁的任
務：默西亞像一位嚴厲的判官，指
責罪過，那裡有邪惡，他必要嚴加
制裁，使惡人自知愧悔；還要淘汰
那些不良分子，選立新的司祭，叫
他們奉獻上主所悅納的祭品（依4:4; 

11:3-4）。



按福音中所記述：默西亞降生以後
在講道之前，他的前驅聖若翰先出
現在民眾前講道理，行悔改的洗禮
，準備默西亞的來臨。聖史們就引
證了瑪拉基亞的預言來證明若翰即
先知所說的上主所派的為準備道路
的使者（谷1:2；瑪3:3）。
默西亞的前驅在講道時關於默西亞
的任務所講的與3:2-5所預示的十分
相合。



若翰洗者以「兄弟立嗣」這法律，向
百姓指出他並不是「新娘以色列」的
至親，他連「解他的鞋帶（申命紀傳
統）也不配」（申25:5-10；若
1:26-27；路3:16）或「連提他的鞋
（盧德傳傳統）也不配 」（盧4:7-
12；瑪3:11）。



若翰說：「他要以聖神及火洗你們
。他的簸箕已在他手中，他要揚淨
自己的禾場，將他的麥粒收入倉內
，至於糠秕，卻要用不滅的火焚燒
。」（瑪3:11-12；參考路3:16-17）。

默西亞的確如先知所預言的實行了
。他是「盟約的使者」，用自己的
血立了新約（格前11:25）；他又是
天主，因為他是天主第二位聖子，
這道理在福音書中處處都證明了。



厄里亞被稱為是上主日子的前驅，
他的使命是來挽救喪失信仰的選民
，復歸他們先人所有的信仰，叫他
們再效法他們先人的善表，免得在
審判之日選民完全遭受毀滅之罰（
肋27:29；申20:16）。關於厄里亞
在默西亞降來前再來的思想即出於
此處。



但這思想的淵源卻是由於列下2:11

所載：

厄里亞坐「著一輛火馬拉的火車」
乘雲去了，因為他肉身沒有死，所
以猶太人便以為他到末世還降來，
要負起他以前所有的使命（參閱列
下2:11）。







「2正如先知依撒意亞書上記
載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
在你面前，預備你的道路。3

曠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
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
途徑。

谷1:2-3



馬爾谷確定依撒意亞是2-3節預

言的作者，但是，這兩節經文

實際上是由三部舊約的部份組

成。瑪竇和路加都是以馬爾谷

福音作為他們的原始來源，所

以只引述依撒意亞的部份。

（瑪3:3；路3:4）



「在曠野裡
有呼號者的
聲音：

你們該當預備上
主的道路，修直
他的途徑。」
瑪3:3

「有一個在曠
野中呼聲喊說
：你們要

預備上主的道路，
在荒原中為我們的
天主修平一條大路
！」依40:3



馬爾谷福音1:1-8 瑪竇福音3:1-12 路加福音3:1-18

1:1 天主子耶穌基督
福音的開始，

3:1-2 那時，洗者若翰
出現在猶太曠野宣
講，2 說：「你們
悔改罷！因為天國
臨近了。」

3:3 他遂走遍約但河
一帶地方，宣講悔
改的洗禮，為得罪
之赦。

1:2-3 正如先知依撒意
亞書上記載的：「
看，我派遣我的使
者在你面前，預備
你的道路。曠野中
有呼號者的聲音：
你們當預備上主的
道路，修直他的途
徑。」

3:3 這人便是那藉依
撒意亞先知所預言
的：「在曠野裡有
呼號者的聲音：你
們該當預備上主的
道路，修直他的途
徑。」

3:4-6 正如依撒意亞先
知預言書上記載的
：『在荒野中有呼
號者的聲音：你們
當預備上主的道路
，修直他的途徑！
5 一切深谷要填滿
，一切山岳邱陵要
剷平，彎曲的要修
直，崎嶇的要開成
坦途！6 凡有血肉
的，都要看見天主
的救援。』



──「看我在你面前派遣我的使
者，為在路上保護你，領你到我
所 準備的地方」（出23:20）。
在出谷紀，天主派遣天使來領導
以民在曠野的旅程。在馬爾谷福
音，使者就是洗者若翰。希臘文
「使者」一字，可解作天使的或
人類的使者。

馬爾谷福音2-3節所引用的三段聖經如下：



──「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
我前面預備道路」（拉3:1）。
經文在當時是一個警告，責罵他們
獻祭不潔，悔慢主名，他們把瘸腳
的、有病的，拿來獻上為祭，視整
個聖殿崇拜為煩瑣的事。所以那位
「使者」必須潔淨聖殿的崇拜，等
待上主的受傅者降臨在地上。



所以，那位「使者」必須潔淨聖
殿的崇拜，等待上主的受傅者降
臨在地上。

馬爾谷重新闡釋這節經文，把若
翰視為厄里亞，要來為基督準備
道路，正如拉3:23-24所預言的。



──「有一個呼聲喊說：『你們要
在曠野中預備上主的道路，在荒原
中為我們的天主修平一條大路』」
（依40:3）

在充軍巴比倫時人們感到沮喪，
但依撒意亞宣佈新的出谷寫下這
節經文。正如天主帶領出谷的以
色列民離開埃及，穿過曠野而回
到家鄉。



同樣，天主將引領充軍的以色
列民穿過曠野。在那裡有一條
大路穿過曠野。事實上，當充
軍的猶太人獲准回國時，這事
發生了。

若翰洗者、谷木蘭團體為回應
依撒意亞書40:3-4「有一個呼
聲喊說：



「你們要在曠野中預備上主
的道路，在荒原中為我們的
天主修平一條大路！一切深
谷要填滿，一切山陵要剷平
，隆起的要削為平地，崎嶇
的要闢成坦途！」遂離開繁華

的鬧市，走到曠野過虔敬潔淨的生
活，為準備默西亞的到來！



若翰洗者把依40:3-4這話，貼
在自己身上很是適當：先知目
睹侍立天主前的一位天使向其
他的天使們發令，著他們去給
上主預備道路，在人民之前引
領充軍者返回故鄉。預備這道
路的工作不是人力所能行的，
這是唯有天主所要行的事。

（依42:16; 43:19; 49:11）



因此上主要親自出發，並
分派天朝的天使去實行這
項工作。若翰如同被天父
派出的天使，來給降生的
救世主耶穌預備道路當時
歷史的背景也幫助我們明
白先知這話的意思。
（瑪3:3；谷1:3；路3:4,6；若1:23）



谷木蘭（Qumran）位於死海西北方的猶大曠野中
考古挖掘證明了谷木蘭團體確屬「厄色尼派」，
厄色尼這名詞的意思並不確定，近意是「虔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