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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何西阿書上     7/15/2018 

 

前言： 

A.何西阿時代 

何西阿與阿摩司是同一時代，但是他是在阿摩司之後的先知，他的預言是針對北國而言。大約是

在耶羅波安二世(789-749BC)在位末期的時候，他延續阿摩司開始在北國的事工。他的預言，在

以色列人被亞述打敗被擄時完全應驗(王下17)。何西阿可能在這個時候逃到南國，而中斷了先知

工作，猶大國當時正是希西家當政，因為在何西阿書1：1中提到希西家的名字，因此我們可以知

道何西阿作先知的時間很長，也很痛苦，他看到北國最後七王被殺害，又看到他所愛的以色列民

眾被放逐。 

以色列在何西阿作先知的時代，全國敗壞，以至於神的懲罰不能再延遲，與阿摩司書比較，可以

看到以色列加速的墯落，人民無法無天，好像無人管理，他們腐敗到一個程度，沒有人能救贖他

們。 與阿摩司一樣，何西阿指出百姓之間充滿了罪行，甚至“祭司”也參與謀殺、搶劫的事。

阿摩司是從平靜的以色列來觀看四週的國家，所以他有清楚的世界觀，而何西阿郤把他的眼目集

中在以色列，只輕描淡寫鄰邦的景象。無論如何，在耶羅波安二世以後，以色列面臨重大的改

變，以色列不再是獨立自主了，像一隻受了驚慌的小鳥“以法蓮好像鴿子愚蠢無知，他們求告埃

及，投奔亞述”(何西阿7：11)。所有的事都是如此的絕望，王已經無法救他們，以法蓮面臨那

如生產時的痛苦。 

 

1.以色列的政治狀況 

殺人不見血的耶戶殺了耶羅波安二世的兒子－撒迦利亞，結束了耶羅波安二世的王朝(王 

下15：12；何西阿書1：4)。耶羅波安二世王朝的初期，雖然腐敗並且拜偶像，但整個國 

家仍然富裕(王下14：23-29)，但在耶羅波安二世去逝以後，全國陷入無政府狀態，充滿了

暴力與災害。試著把我們自己擺在何西阿的時代，耶羅波安二世的兒子撒迦利亞作王六個月

以後，公開的被沙龍所殺，王位被篡(王下15：8-12)。 沙龍作王僅僅一個月，被米拿所殺

(王下15：13-15) 。 米拿現作王十年後去逝(王下15：16-22)。 他的兒子比加轄接續王

位，但只作王兩年，被他自己的將軍比加所殺，篡了王位(王下15：25-19) 。在比加作王的

時代，何西阿看到阿摩司的預言應驗了，亞述王提革拉毗列色把住在加利利的以色列人擄到

幼发拉底河以東(王下15：29)。於是比加被以色列最後的一位王－何細亞所殺(王下15：

30；17：1-6)  。先知何西阿經歷了這些可怕的歲月，北國以色列終於被擄到亞述以後滅

亡，於是全猶大國又只有一位王，希西家。 

 

2.以色列的宗教狀況 

a.拜金牛犢，巴力及亞舍拉 

除了那絕望的政治狀況，北國的民心及宗教狀況更是敗壞。從耶羅波安為了避免人民回

耶路撒冷敬拜真神耶和華，而建立了拜金牛犢的敬拜方式，以後，這種拜偶像(金牛犢)

的儀式就從來沒有被完全除盡。 雖然當時，在但及伯特利建金牛犢是代表耶和華，但

人們已經漸漸忘記，卻被從外邦引進來的假神所取代，其中最邪惡的就是巴力與亞舍

拉，這種外邦人的敬拜，甚至把通姦當成敬拜禮儀之一。王下17：16-17記載他們使兒

女經火，用占卜，行法術賣了自己，這種墯落的敬拜終於把北國引入滅亡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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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對神的影響 

何西阿個人痛苦經歷的描述，顯示神對以色列的表現所受的苦，因此在何西阿書的一開

始，就記載了神與以色列人的關係。 

 

B.何西阿本人的經歷 

何西阿書前三章記載了他自己與那不忠的妻子的悲哀經歷，這也代表了以色列人對神的不忠。何

西阿書1：2耶和華初次與何西阿說話，對他說“你去娶淫婦為妻，也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因

為這地大行淫亂，離棄耶和華。”從字面上，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因為神不會命令人去犯

罪。新約中特別告訴我們“信與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與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

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林後6：14)。我們是不是要使基督徒與娼妓聯合呢？絕對不是(林前 

6：15-16)。有的神學家認為這只是何西阿的異象，但在經文中實在看不出來是一種異象，這幾

章卻是記載他親身的經歷，因此，我們懷疑歌蔑是在婚前墯落呢？還是婚後因為週圍環境的敗壞

而墯落了？  

 

Wycliffe及其他著名的神學家都願意採取後者的看法，就是當何西阿娶歌蔑時，她是純潔的，她

的賣淫是因為漸漸墯落的結果，當何西阿經歷他妻子不忠而痛苦時，何西阿體會到那沒有時、空

限制的神的預備(Providence)。神雖然事先就知道歌蔑要墯落，但他仍然允许他們結婚，因此祂

用“你去”這個語法，這個解釋法，比較接近這本書所要傳遞的信息。當採取了這種看法以後，

何西阿的經歷就好像是神的經歷，以歌蔑的墯落來代表以色列在屬靈及肉體上的敗壞。 

 

許多學者都相信，歌蔑把自己賣給拜偶像的祭堂成為職業娼妓，這與以色列人的表現非常相似。

何西阿願意與歌蔑合好，代表神願意與以色列人合好，重新建立關係。就是因為何西阿有如此痛

苦的經歷，使他體會到神對以色列人的悲傷，當阿摩司大膽的宣告神的大能、神的永不改變、神

的公義、及神的審判時，何西阿卻因為自己的經歷，描述出神的溫柔與慈愛。 因此何西阿說到

神因為愛以色列，把他們從埃及地拯救出來(何西阿2：15)，他又說神要使以色列人永遠歸祂為

妻(何西阿2：19-20)。 但是當神願意使他們經歷如此親密的關係時，以色列人反而更加的悖

逆，他們不但沒有以感恩的心去思想神的慈愛與恩典，反而以漠不關心、頑固、並且淫亂的態度

來對待神，如此態度應得神最嚴厲的咒詛。 但是神卻命令何西阿再去接納那悔改但不配被原諒

的妻子 (何西阿 3：1-3)，去了解神如何接納以色列人。我們從第三章可以看出來，他以重價把

那不忠心、淫亂、墯落、悖逆的妻子買贖回來。雖然她不配，但何西阿對她的愛，不只贖回她，

還把他所有的與她分享，如此的愛，就是神對我們的愛。 耶穌基督把自己完全擺上，為了把我

們從罪的奴僕的身份中拯救出來。祂在我們不配的時候，把我們吸引到祂的家中，使我們經歷到

祂的慈愛、喜樂、平安、豐盛的祝福，使我們能認識祂也能幫助別人。在我們這卷書時，讓我們

特別注意神的愛及祂如何原諒人。 

生活應用 

何西阿可以瞞怨說“我的婚姻是我生命中的一大錯誤”然後為此容忍一直到他的一生因苦毒而

被毀，或說“神明明知道會有如此的結果，為什麼允許他發生呢？”何西阿並沒有如此，何西

阿把他的憂傷帶到神的面前，並且願意相信神以如此的經歷預備他完成以後更大的事工（比較

創世記50：20及約伯記42：5）。神預知我們在一生中所要經歷的苦難，你知道嗎？神對何西

阿，就好像神對你，我一樣，當你願意順服神時，你的困難、憂傷可以成為神對別人啟示的工

具。當何西阿把自己的悲傷帶到神面前來的時候，他經歷到神的恩典，使他自己有了改變，成

為更像基督（讀林後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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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何西阿書的安排與目的 

這卷書可以分成兩大段落。 

 

第一段 何西阿書1－3: 以何西阿的婚姻來比喻神對以色列的經歷。 

第二段 何西阿書４-14: 每一段都有四個主題 

⚫ 神對以色列人的愛－丈夫對妻子的愛 

⚫ 以色列人拒絕神的愛－行淫的妻子待丈夫的態度 

⚫ 神對以色列人的憤怒－愛妻子的丈夫管教淫亂的妻子 

⚫ 神恢復以色列的地位－婚姻關係的重建 

 

I.何西阿個人的經歷與神對以色列人的經歷 

 

這一段記載何西阿悲傷的經歷來描述以上的四個主題 

 

A.神對屬祂子民的愛就好像婚姻中的愛－何西阿１:2,3 

不論是在新約或舊約中，神對祂子民的愛總是祂要我們知道一個主。祂以婚姻來表達，有力

的記載在以賽亞書62:5及耶利米書3:14；以西結書16；雅歌書也有如此的描述。耶穌基督在

約翰福音3:29；保羅在哥林多後書11:2；以弗所書5:30-32；及約翰在啟示錄19:7-9；

21:2； 22:17也以婚姻關係來比喻神與以色列人的關係，但是沒有一卷書有像何西阿一樣給

我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像。他並沒有使用冷酷的言詞，他只以先知的身份與事實來警告以色

列人。何西阿對他不忠實妻子的愛心已經破碎了，使他看到神對以色列人及何西阿本身的愛

的影子，也許是因為當何西阿從本身的經歷而認識神的大愛以後，開始願意把他個人的困難

帶到神旳面前並且與神建立更深一層的關係（請讀羅馬書8:35-39；林後1:3-6)。無論如

何，何西阿經歷到神大愛的長闊高深,這是遠遠超過知識的層面，因此他把以色列人的悖

逆，沒有感恩的心及拒絕如此大愛態度描寫的如此的令人厭惡（以弗所書3:17-20)，他特別

用“妓女”或“淫亂的”如此強烈的形容詞來震憾以色列人，讓他們知道這就是他們從鏡子

中所看到那犯了拒絕神大愛的重罪的自己.。如果你與我未看到自己如何藐視基督為我們死

的大愛，或是在真光照在我們心中時，我們低估了神的愛，我們也必須被震憾，被喚醒去思

考自己在神眼中的境況（以弗所書2:1-5），看到自己對神的愛粗淺的認識（路加福音7:47-

48)。 

 

B.以色列拒絕神的愛，就好像歌蔑所犯的淫亂一樣-何西阿1-2 

第一章中，好像一場戲，何西阿佈置好了舞台及背景，第二章他仔細的描述其中的場面。 

 

1.歌蔑好像以色列人-何西阿書1:1-4 

何西阿的妻子，歌蔑，代表以色列國（何1:2），何西阿述說以色列人選擇“遠離神”

並且以假神取代真神的地位，就好像歌蔑的不忠實，她從何西阿那裡得到了一切，卻跟

隨其他的男人（也許是巴力的僕人或亞舍拉）。 

 

2.制度上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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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蔑的罪，就好像以色列國拒絕神的罪，這在何西阿2:1-5有完全的記載，淫亂這個字

在此特別表示在當時拜假神時所舉行的一種儀式。當時人迷信如此的儀式會帶來豐富的

收穫，願意獻身的女子被看為忠心。“她的愛人”是指以色列人所拜的假神，好像以色

列人所得的餅、水、羊毛、麻、油、酒是從他們來的（何西阿書2:5）。 

 

C.歌蔑的三個孩子及以色列因罪所得的後果 

歌蔑的三個孩子的名字代表以色列拒絕神的下場（何西阿書1:3-9）。特意的拒絕神，會使

我們的後代招到無法避免的災難。 

 

1.神的懲罰-何西阿書1:3-9 

a.耶斯列（Jezreel）－何西阿書1:4-5 

耶斯列代表“神驅散”的意思，這個名字有其中的背景，因為耶斯列是神因為不喜

歡耶戶以過份殘酷手段（王下15:10，12） 來結束耶羅伯安二世的兒子-撒迦利亞

的王朝，而使耶戶一家在耶斯列被“驅散”。 

 

b.羅路哈瑪（Lo-Ruhamah）－何西阿書1:6-7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不蒙憐憫”，歌蔑的兒女被取這名字，是要震憾以色列人，讓

他們知道自食其果的時候到了，這與南國猶大的情形完全相反，猶大在西希家的帶

領下尋求並依靠神（何西阿書1:7），使他們在受到西拿基立王攻擊時，蒙憐憫而

得存活。 

 

c.羅阿米（Lo-Ammi）－何西阿書1:8-9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非我民”。神在懲罰以色列時，祂將不把以色列當成祂的子

民，也就是說神不再當他們受到攻擊時保護他們。 

 

2.詳細的描述神的懲罰－何西阿書2:6-13 

由於以色列人不斷的追求外邦人及敵人的假神，何西阿告訴他們，神將以荊棘“堵塞”

他們的道路，或是除去他們的自由（何西阿書2:6），神也要拿走他們豐富的供給（何

西阿書2:9，12），他們將經歷饑荒及凌辱，以色列將在列國前露出醜態，這些國家是

他們先前克服的是沒有地土的（何西阿書2:10，12-13）。祂將使以色列的歡笑停止

（何西阿書2:11），當神使用亞述（就是以色列人把他們的假神取代了真神耶和華的地

位）來懲罰以色列時，亞述及埃及在這卷書中，多次提到以色列在困境中沒有求靠真

神，反而去向他們求救（王下17:4；何7:11；8:9；9:3，6；10:6；11:5，11；13:15-

16）。這些預言的應驗記載在王下15:19-20；17:5-23。雖然在如此的懲罰之中，神的

愛仍然不變，祂把所供給的禮物拿走，是要她知道誰才是真正餵養她的（何西阿2:7-

8）。這種溫柔，尋求神的愛的經文充滿何西阿書，例如何5:15；6:4；9:9；11:8及

14:1-3。在曠野中禁敝以色列人的預言在以色列被放逐時被應驗，這是神要以色列人歸

回的過程之一，只有當她在孤獨時，她才會聽到神安慰的聲音（何西阿書2:14）。 

 

D.歌蔑孩子的新名字代表神將恢復以色列國的地位 

 

1.神對以色列的應許－何西阿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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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管以色列人的邪惡，神並沒有否認與他們的關係，並沒有所謂的“離婚”。何西阿預

言當北國以色列人就是那不忠心的妻子，受到管教而悔改以後，神將再一次聚集他們在

一起。到那時，神將稱他們為“永生神的兒子”（何西阿書1:10）。北國以色列將與南

國猶大再一次的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國家就好像今日一樣。 

 

2.神增加對以色列人的祝福－何西阿書2:14-23 

在神與以色列人爭辯的最後一段，神將以祂無限的愛取勝．何西阿2:15-23描述神不但

恢復以色列國的地位以及他們先前所得的供給，神更與他們建立新的，更豐富，更深厚

的關係。當這淫亂的妻子終於承認自己的迷失，無助及可憐的景況時，就好像浪子一

樣，當她悔改時，她的丈夫向她伸出雙手並給她所不配得的恩典，這恩典是： 

 

a.豐收－何西阿2:15 

何西阿書2:15中提的葡萄園，是指神從開始就要給以色列人的祝福（馬太福音

21:34-43；約翰福音15:16），甚至當以色列人在“亞割谷（Valley of 

Ardor）”，神也會把困境變為“指望門（Door of Hope）”而進入新的生命。谷

通常是進入平原的入口，亞割谷引入約旦平原，可以指逃避被攻打的途徑。在這預

言中，悲傷谷成為喜樂之門，以色列將因與神重建的關係而喜樂（何西阿2:14；歌

羅西書3:16）。 

 

b.個人關係－何西阿書2:16-18，20 

不再稱神為“我主”，而改稱“我夫”，因為更深更親密的關係被建立，她認識神

及神對她的愛（約翰福音10:4，14；加拉太書2:20）。 

 

E.應用這四個主題到今日的生活 

1.神對我們的愛 

我們必須了解神藉著耶穌基督，按照祂的形像創造了我們，甚至為亞當造了夏娃（創

2:18；以弗所書5:23，30-33；歌羅西書1:16），神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有祂的標

準，就是要我們“榮耀神”（羅馬書3:23），人生真正的意義是盡心、盡性、盡力、

盡意地愛神，這也是我們被造的目的，這也讓我們因為認識祂、經歷祂而滿足（約翰

福音17:3；腓立比書3:8）。當我們看到自己與神的關係在祂榮耀的旨意裡，我們開始

了解這在世界上的愛，都只是虛無的影子。 藉著神的話、禱告、親身的經歷及神在我

身上的心意，我們就為神的榮耀，大能而感恩，於是我開口讚美主，就好像大衛在詩

篇45:2說“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裡滿有恩惠，所以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 

 

2.我們以漠不關心的態度拒絕神 

只有在我們認識了神及祂對我們的愛，我們才會為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而感恩，我們

才可能看到自己墯落的程度，看到自己如何的“虧缺了神的榮耀”，就像以色列一

樣，我們認為自己的處境、自己的財產、及健康是來自於其他的源頭（自己的能力所

得）（何西阿書2）。又像以色列一樣,我們忽略了我們的“創造主”、“救贖主”、

“丈夫”，而跟隨其他“愛人”或“偶像”。 

 

3.神藉著困境使我們悔改來歸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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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神已經因為我們不承認一切都是從祂而來，祂已經拿走原先為我們準備的禮物

（何西阿書2:5，8-9，12）；也許神已經“堵住我們的道”，使我們孤單（何西阿書

2:6-7）；也許神已經讓我們看到自己的罪（何西阿書2:3，10）；也許神已經使我們

的“歡笑停止” （何西阿書2:11）。 如果這是你的經歷，你難道不知道，這是神在

呼召你與祂建立更親密的關係而使你在祂裡面而滿足嗎？這就是何西阿2:14“後來我

必勸導他，領他到曠野，對他說安慰的話”及2:15“他從那裡出來，我必賜他葡萄

園，又賜他亞割谷作為指望的門，他必在那裡應聲，與幼年的日子一樣，與從埃及地

上來的時候相同”的意思。我們不再認為神只是我們的“主人”，而願意稱我們的神

為“良人”；而願意如何西阿書2:19-20所說“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

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也以誠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我耶和華”，就如何西

阿書2:18所說，神藉著耶穌基督與我們立的新約（馬太福音26:28）。你是否曾經以如

此的心態來到神的面前來？你是否承認“如今那些在基督裡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

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律了”（羅馬8:1-2）？你是否

經歷希伯來書8:10-12“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

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最小的

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所記載的新約

呢？你是否相信神的話語，並且喜愛祂的話語並願意記在心裡並且去遵行呢？你是否

稱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是因神的新約而成為屬神家庭中的一份子（約翰福音1:12-

13；3:5；林後5:17），但是仍然沒有過著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呢？你是否需要被醫治呢

（何西阿書14:4）？你是否需要與神合一像何西阿書14:5-8所記載的呢？你是否因為

與耶穌基督的關係而得到完全的滿足呢？你是否以愛祂、親近祂來回應你與祂的關係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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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課何西阿書下   討論日期：7/22/18 

 

第一天及第二天 請讀有關何西阿書第一、二、三章的講義 

1. 那些信息鼓勵你 

 

 

 

 

 

 

 

第三，四，五天，請先讀以下的題目然後讀何西阿書4-14 

2.  當你讀以上的章節時圈出提到對“神的知識(及缺乏對神的知識)”的經文，並且指出經文  

    告訴我們。 

a.  知識就是有關神的事。 

 

 

 

b. 知識就是與真神建立關係。 

 

 

 

c. 那一段有關“知識”的經文給你最深的印象。 

 

 

3. 當你讀何西阿書4-13，寫下記載以下事情或人物的經文﹖ 

a.  邪惡的君王(何西阿7:3)﹕ 

 

b.  假先知或祭司﹕ 

 

  c. 以色列向外邦人求助卻不向神求(何西阿5:13)﹕ 

 

  d. 犯罪增加﹕ 

 

  e. 淫亂(何西阿4:10) 

 

  f. 拜金牛犢及巴力 

 

  g. 虛偽的敬拜 

 

  h. 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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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發誓 

 

  j. 神將來的審判﹕ 

 

4.  從何西阿書6及11-14章中舉出描述神以溫和，懷念的愛對待不順服的人的經文，那一段對你

最有意義﹖ 

 

 

 

5. 從何西阿書11-14章中舉出記載神在未來要復興以色列的經文。 

 

 

 

6.  在何西阿書14章中記載神對墮落的以色列人的應許，你如何應用到今日“墮落的基督徒”的

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