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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何西阿書下     7/29/2018 

 

上星期，我們讀了何西阿書的第一段，從何西阿書第一章到第三章中。這段經文，何西阿以他的

婚姻來比喻神對以色列的經歷。 

這星期，我們要讀何西阿書4－14，其中主題是.以色列的罪,無法避免的審判及將來的重建。 

在前一段中，何西阿以自己本身的婚姻關係來比較神與以色列人的關係。第二段，何西阿傾述他

所發的義怒、悲哀、懇求、警告、以及他那與神認同的情感。第4章到第14章，並沒有按事情發

生的先後次序而寫，所以有些聖經學者認為這是何西阿在逃難的時候寫的，沒有時間修改。無論

如何，這並沒改變神要他傳遞的信息以及這卷書的權威性，由於每一章之間都息息相關，並且都

有政治，屬靈及倫理上的意義，因此第4章到第14章無法再分段，讓我們集中精神在前面所提的

四個主題。何西阿指出以色列每一項罪行，他甚至指出神要從誰的手中將受懲罰的以色列人拯救

出來。何西阿說出神以溫柔、慈愛的口氣去挽回那“失和的妻子”，最後，何西阿預言神的愛終

於贏回墯落的以色列，使他們悔改，神也從他們受苦的情況下，恢復他們原來的地位。 

 

A.定以色列人無知的罪 

1.請再一次仔細的讀11章的經文，以有色的筆圈出“認識/知識（Acknowledge/Knowledge 

/Understanding）的經文，何西阿一次又一次的指出以色列的墯落是因為他們缺乏對神的認

識，何西阿不斷的指責以色列人故意輕蔑的罪。他們以兩種方式來表現對神的無知： 

a.忽視就是不去認識從神來的指示 

選擇不去認識神是罪的表現，不去認識神就是不去察驗神的啟示、神的律法、神的命

令、以及祂那創造、救贖並願意成為我們避難所的屬性。 

(1) 何西阿書4:1“以色列人哪，你們當聽耶和華的話，耶和華與這地的居民爭

辯，因這地上無誠實、無良善、無人認識神。” 

(2) 何西阿書4:6“我的民因無知而滅亡，你棄掉知識，我也必棄掉你，使你不再

給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記你的兒女。” 

(3) 何西阿書4:14“你們的女兒淫亂，你們的新婦行淫，我卻不懲罰他們，因為你

們自己離群與娼妓同居，與妓女一同獻祭，這無知的民，必致傾倒。” 

(4) 何西阿書7:13“他們因離棄我，必定有禍，因違背我，必被毀滅，我雖要救贖

他們，他們卻向我說謊。” 

(5) 何西阿書14:9“誰是智慧人，可以明白這些，誰是通達人，可以知道這一切，

因為耶和華的道是正直，義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卻在其上跌倒。” 

 

b.忽視神就是不去認識神與我們之間的個人關係 

缺乏與神的個人關係也是無知的表現，雖然許多以色列人都“知道”神，但卻不願意與

祂建立個人的關係。例如 

(1)何西阿書2:20“也以誠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我耶和華。” 

(2)何西阿書11:3“我原教導以法蓮行走，用膀臂抱著他們，他們卻不知道是我醫

治他們。” 

(3)從第二章及第八章第二及四節中，圈出所有“我”這個字，使我們看得更清楚

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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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以色列人在伯特利拜金牛犢的罪 

許多人以為神只要我們“愛人如己”，何西阿書卻強調以合神心意的方式敬拜神是很重要

的。耶穌自己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

（馬太福音22:37-38）。愛人如己是其次。 當我們無法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

時，我們也就無法去愛人。基本上，神指責以色列人不忠，他不拜真神卻選擇拜金牛犢及巴

力，神的憤怒在以下的經文中表現出來：何西阿書4:14，19；8:11，13；9:9-10；10: 5-

6；13:1-6。 

 

3.定以色列人成為假祭司及假先知的罪 

神對錯誤的領導所定的罪是最重的，神要這些假祭司為以色列的墯落負責。雖然如此，神也

要以色列人為自己選擇去跟隨如此的假祭司及假先知負責。 如在何西阿書4:5說“然而人不

必爭辯，也不必指責，因為這民與拒絕祭司的人一樣。”；4:6說“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

亡，你棄掉知識，我也必棄掉你，使你不再給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記

你的兒女。”； 6:9說“強盜成群，怎樣埋伏殺人，祭司結黨，也照樣在示劍的路上殺戮，

行了邪惡。” ； 9:7說“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罰的日子臨近，報應的時候來到（民說，作先

知的是愚昧，受靈感的是狂妄）皆因他們多多作孽，大懷怨恨。”；9:8說“以法蓮曾作我

神守望的，至於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為捕鳥人的網羅，在他神的家中懷怨恨。” 

4.定以色列人虛偽，不真誠的罪 

何西阿書6:5-6說“我喜愛良善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8:2說“他們必呼叫我

說，我的神阿，我們以色列認識你了。”8:13說“至於獻給我的祭物，他們自食其肉，耶和

華卻不悅納他們，現在必記念他們的罪孽，追討他們的罪，他們必歸回埃及。” 

5.定以色列在政治上犯的罪 

a.邪惡的王 

從這幾章中，我們可看見神指責以色列的政治狀況，他們以謀害、設圈套、暴力....等

等方式對待人。何西阿不斷的提到這些邪惡君王如何謀殺、篡位，然後又被謀害。 

(1) 何西阿書7:3“他們行惡使君王歡喜，說謊使首領喜樂。” 

(2) 何西阿書7:7“眾民也熱如火爐，燒滅他們的官長，他們的君王都仆倒而死，

他們中間無一人求告我。” 

(3) 何西阿書8:4“他們立君王卻不由我，他們立首領我卻不認，他們用金錢為自

己製造偶像，以致被剪除。” 

(4)其他的經文，例如何西阿書5:11；7:16；8:10；9:15；10:3，7，15；13:10。 

b.定以色列人與外邦人聯盟的罪 

當以色列受到輕微的迫害時，他們沒有尋求神，也沒有反省自己與耶和華真神的關係，

反而去尋求外邦人的幫助，並且與他們聯盟，造成耶和華遺棄他們，讓他們被擄到外

邦，這也是何西阿一直譴責他們的罪。 

(1) 何西阿書5:13-15“以法蓮見自己有病，猶大見自己有傷，他們打發人往亞述

去見耶雷布王，他卻不能醫治你們，不能治好你們的傷，我必向以法蓮如獅子，向

猶大家如少壯獅子，必撕裂而去，我要奪去無人搭救，我要回到原處，等他們自覺

有罪，尋求我面，他們在急難的時候，必切切尋求我。” 

(2) 何西阿書7:11-13“以法蓮好像鴿子愚蠢無知，他們求告埃及，投奔亞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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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去的時候，我必將我的網撒在他們身上，我要打下他們如同空中的鳥，我必按他

們會眾所聽見的，懲罰他們，他們因離棄我，必定有禍，因違背我，必被毀滅，我

雖要救贖他們，他們卻向我說謊。” 

(3) 何西阿書8:9-10“他們投奔亞述，如同獨行的野驢，以法蓮賄買朋黨，他們雖

在列邦中賄買人，現在我卻要聚集懲罰他們，他們因君王和首領所加重擔，日漸衰

微” 

c.以色列全國處在混亂及無人管理的情形 

何西阿時期的以色列社會充滿強劫、暴力，流血的混亂的情形與今日的社會相似。 

(1) 何西阿書4:2“但起假誓、不踐前言、殺害、偷盜、姦淫行強暴、殺人流血接連不

斷。” 

(2) 何西阿書6:8-9“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強盜成群，怎樣埋伏殺人，祭

司結黨，也照樣在示劍路上殺戮，行了邪惡。” 

(3) 何西阿書7:1“我想醫治以色列的時候，以法蓮的罪孽和撒瑪利亞的罪惡，就顯露

出來，他們行事虛謊，內有賊人入室偷竊，外有強盜成群騷擾” 

(4) 何西阿書7:6“首領埋伏的時候，心中熱如火爐，就如烤餅的整夜睡臥，到了早晨

火氣炎炎。” 

6.定以色列人在倫理道德上的罪 

a.性關係的墯落 

這是何西阿書中神對以色列人最顯著的譴責，何西阿稱為“婚外情”。不但這舊約中先

知警告我們，耶穌基督也一再重覆同樣的命令“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

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孝敬父母”（馬可福音10:19）。林前6:9

說“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不要自欺，無論淫亂的、拜偶像的、姦

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在何西阿書經文如下： 

(1) 何西阿書4:10“他們吃，卻不得飽，行淫，而不得立後，因為他們離棄耶和華

不遵祂的命。” 

(2) 何西阿書4:12“我的民求問木偶，以為木杖能指示他們，因為他們的淫心使他

們失迷，他們就行淫離棄神，不守約束。” 

(3) 何西阿書4:13“在各山頂、各高岡的橡樹、楊樹、栗樹之下，獻祭燒香，因為

樹影美好，所以你們的女兒淫亂，你們的婦女行淫。” 

(4) 何西阿書4:18“他們所喝的已經發酸，他們時常行淫，他們的長官最愛羞恥的

事” 

(5) 何西阿書5:4“他們所行的使他們不能歸向神，因有淫心在他們裡面，他們也

不認識耶和華。” 

(6) 何西阿書7:4“他們都是行淫的，像火爐被餅烤的燒熱，從摶麵到發麵的時

候，暫不使火著旺。” 

b.醉酒 

(1) 何西阿書4:11“姦淫和酒，並新酒奪去人的心。” 

(2) 何西阿書4:18“他們所喝的已經發酸，他們時常行淫，他們的官長最愛羞恥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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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西阿書7:5“在我們王宴樂的日子，首領因酒的烈性成病，王與褻慢人拉

手。” 

 

 

c.起假誓 

(1) 何西阿書4:2“但起假誓、不踐前言、殺害、偷盜、姦淫行強暴、殺人流血接

連不斷。” 

(2) 何西阿書4:15“以色列阿，你雖然行淫，猶大卻不可犯罪，不要往吉甲去，不

要上到伯亞文，不要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等等。 

B.神的懲罰無法避免 

從下一課，我們知道以色列滅亡的日子己定，何西阿要以色列人知道，他們受慘忍的亞述人

的迫害，不只是‘又一次’被攻擊的經歷，這種事可能會發生在別的國家，而是神要他們知

道，這是他們因為墯落，對愛他們的神沒有感激的心所應得的後果。整卷書充滿了預言及將

來的災害，每一件事都完完全全被應驗（王下17）。如果你用紅筆圈出所有神的懲罰, 會使

你更相信這本書中所提到的其他無法避免的懲罰。這與阿摩司書不同，阿摩司書的預言多是

警告。何西阿書8：7說“他們所種的是風，所收的是暴風，所種的不成禾稼，就是發苗也不

結實，即便結實，外邦人必吞吃。”何西阿書9：17說“我的神必棄絕他們，因為他們不聽

從祂，他們也必飄流在列國中。”何西阿書11：5，6說“他們必不歸回埃及地，亞述人卻要

作他們的王，因他們不肯歸向我。刀劍必臨到他們的城邑，毀壞門閂，把人吞滅，都因他們

隨從自己的計謀。”其他的經文，例如何西阿書4:5，9；5:2，10，12，14；7:12，16；

8:3，10，13；9:3，5-7，9，12-13；10:2，6-8，14-15；11:3；12:14；13:8-11，15-16. 

C.神渴望得著以色列的愛 

以色列人向愛他們的神犯罪，神懲罰他們不是因為要報仇，而是必要的，因為神是公義的。

神因為以色列人的拒絕而傷心。何西阿以許多經文來描寫神無限的溫柔，尤其在第十一到十

四章中顯得最清楚，例如何西阿書11:1, 3-4, 8-9; 12:4-5, 10; 12:13; 13:4~9. 

D.以色列的悔改及神的重建 

雖然何西阿的中心在於以色列人應得的懲罰，但他也包括了神因愛而希望以色列人能悔改。

在最後一章中記載了許多神對悔改的以色列人的應許。當何西阿預言以色列人因為拒絕神,

而承受被擄又分散在外邦中的後果時，他也預言有一天全以色列人將悔改歸向神，神也因此

接納他們,就好像他們從來沒有犯錯一樣。根據何西阿書14，那時，以法蓮會說“我與偶像

還有甚麼關係呢？”耶和華回答說“我必回答他，也必顧念他”，以法蓮又說“我如青翠的

松樹”，耶和華說“你的果子從我而得”。 

III.何西阿對墯落的人所預言的應許 

       何西阿書中神對悔改的墯落的人的美好的應許，也顯示於今日。 

A.歸回神的途徑 

1.承認自己的罪（何西阿書5:15；14:2） 

2.歸向神（何西阿書6:1；10:12；12:6：13:9；14:2） 

3.完全的認識神（何西阿書6:3；14:8-9） 

B.神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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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整卷書充滿了應許，但在十四章中特別多 

1.“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 

2.“甘心愛他們” 

3.“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的香氣如黎巴嫩的香柏樹” 

4.“曾住在他蔭下的必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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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課阿摩司書   討論日期：8/5 & 8/12  

 

第一天 請讀有關何西阿書第四到第十四章的講義 

1. 那些信息鼓勵你? 

 

第二天 讀列王記下14, 15 及歷代志下26 來明白阿摩司書的背景 

1. a. 在烏西雅作為猶太王的期間，猶大國的情勢如何﹖ 

 

 

  b. 在耶羅波安二世作以色列王期間，以色列國的情勢如何﹖ 

 

 

  c. 你認為當時兩國的狀況是好還是壞? 

   

3. 你認為目前美國的情勢是否與他們相似﹖為什麼﹖ 

 

第三天讀阿摩司書1, 2 

4. 圈出在這兩章中提到“三番四次的犯罪”的經文，並指出他們所犯的罪。 

 

 

 

5.  在地圖上找到在這兩章所提到的地名和國名，每一次提到“三番四次的犯罪”時，就愈來愈

接近阿摩司的祖國以色列，我們是否也可以從這世界上所發生的大災難看到漸漸接近我們的

趨勢﹖ 

 

 

6. 以色列和猶大所犯的罪與異教徒有什麼不同﹖ 

 

 

第四天 讀阿摩司書3, 4  

7. 舉出阿摩司在3:2-8中以可見的結果去描述那背後看不見的原因﹖ 

 

 

8. 阿摩司如何利用上一題的描述來解釋 

   a. 他的預言 

 

 

   b. 神的審判 

 

 

c.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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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那一種人必定受到懲罰﹖ (參閱3:9-4:3) 

 

 

b.  為什麼﹖ 

 

 

10.  阿摩司在第四章中指責耶羅伯安一世在伯特利犯罪，參閱列王記上12:27-33指出耶羅伯安   

    犯了什麼罪﹖ 

 

 

 

11 a. 在阿摩司書4:6-13那一句話重覆了五次﹖ 

 

 

   b. 這一句話對你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12. a. 阿摩司在第五章中重覆神的那一個信息﹖ 

 

 

   b. 相信這信息的人神對他們應許什麼﹖ 

 

 

第五天 讀阿摩司書6, 7 

13. a. 在第六章中記載了那些災禍必定發生的預言﹖ 

 

 

   b. 這些災禍是否發生﹖ 

 

 

14. a. 在第七章中，神幾次借阿摩司給以色列悔改的机會﹖ 

 

 

 

   b. “耶和華就後悔” 這句話對你有什麼意義﹖ 

 

 

 

15. 你認為在阿摩司書7:7-9中提到的“準繩”是什麼意思﹖ (參閱阿摩司書7:1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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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跟據阿摩司書第七章 

    a. 阿摩司有沒有受過神學教育﹖ 

 

 

    b. 阿摩司以什麼為生﹖ 

 

 

c. 我們如何學習阿摩司來事奉神﹖ 

 

 

第六天 讀阿摩司書8, 9 

17. a. 在第八章中，以色列犯了什麼罪而受到處罰﹖ 

 

 

   b. 在第八章中，那一段經文告訴我們，神的懲罰確實發生了, 並且預表基督再來的大審判﹖ 

 

 

 

18. a. 在第九章中那幾段經文預言耶穌基督來時的美好應許及無法逃避的懲罰﹖ 

 

 

 

 

   b. 雅各在使徒行傳第十五章如何描述這美好的應許﹖ 

 

 

 

 

   c. 神對以色列的應許是什麼﹖ 

 

 

 

 

   d. 神對你的應許是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