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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阿（Hosea）原文字義是「神的拯救」或

「耶和華是救恩」

何西阿與歌篾的婚姻來喻表以色列及其與上帝的
關係

以色列人因為不認識上帝而敬拜偶像、得罪了

上帝。

四個都是篡位叛殺而作王的。



他們立君王, 卻不由我, 他們立首領, 我卻不認

。(8:4)

They have set up kings, but not by Me;

They have appointed officials, but I did not know it.

以色列的第一個王耶羅波安開始，便把金牛犢代

替了耶和華（王上十二28~33）



耶羅波安王就籌劃定妥，鑄造了兩個金牛犢，對眾民說：
「以色列人哪，你們上耶路撒冷去實在是難；這就是領你
們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犢一隻安在伯特利，一隻安
在但。這事叫百姓陷在罪裏，因為他們往但去拜那牛犢
。
28 So the king [a]consulted, and he made two golden calves; 

and he said to [b]the people, “It is too much for you to go up to 

Jerusalem; behold your gods, Israel, that brought you up from 

the land of Egypt.” 29 And he set up one in Bethel, and the other 

he put in Dan. 30 Now this thing became a sin, for the people 

went to worship before the one as far as Dan.



（一）神描述以色列人的罪惡比喻

神的聖潔使祂不能容忍神的子民犯淫亂的罪--

1. 「淫婦…這地大行淫亂，離棄耶和華」(一2)

2. 「以色列倔強，猶如倔強的母牛」(四16)

3.「以法蓮與列邦人攙雜；以法蓮是沒有翻過

的餅」(七8)

4.「頭髮斑白，他也不覺得」(七9)

5. 「以法蓮好像鴿子愚蠢無知」(七11)



6. 「他們歸向，卻不歸向至上者；他們如同翻背
的弓」(七16)

7.「在列國中，好像人不喜悅的器皿」(八8)

8. 「如同獨行的野驢」(八9)

9. 她的王必滅沒，如水面的沫子一樣」(十)

10. 「以法蓮是商人，手裏有詭詐的天平」(十二7)



老大是兒子，名叫耶斯列，意思是神使分散。表
示以色列的遭遇乃是出於神，使其分散在列國中

老二是個女兒，她的名字叫做羅路哈瑪，意思是
不蒙憐憫。

老三的名字叫做羅阿米，意思是非我子民，

神使分散、不蒙憐憫、非我子民都是在描述神怎
麼樣管教祂的以色列子民。



（二）神的子民犯罪的主要原因

1.由於缺乏對神的真知識(四1~6)

a. 以色列人哪，當聽耶和華的話。耶和華指控這
地的居民，因為在這地上無誠信，無慈愛，無人
認識上帝.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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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我的百姓求問木偶，以為木杖能指示他們；淫
亂的心使他們失迷，以致行淫離棄他們的上帝，

d.他們得到餵養，就飽足；既得飽足，就心高氣傲
，因而忘記了我。13:6

e. 以色列啊，你與我反對，就是反對幫助你的，自
取敗壞。13:9



2.由於神僕人的問題(四7~13)

祭司越發增多，就越發得罪我；我必使他們的榮耀
變為羞辱。

他們吞吃我百姓的贖罪祭( [ 4.8] 「贖罪祭」或譯「
罪」。)，

將來百姓所受的，祭司也必承受；我必因他們所行
的懲罰他們，

照他們所做的報應他們。滿心願意我的子民犯罪。



3. 神的子民漠視神慈繩愛索牽引的愛,認賊為父

a. 她不知道是我給她五穀、新酒，和油，

又加增她的金銀；

她卻以此供奉( - 或譯：製造)巴力。2:8

b.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樹，結果繁多。果子越多，

就越增添祭壇；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麗的柱像

。他們心懷二意現今要定為有罪。



神的公義使祂不能不嚴懲神子民的罪行

(三）神的警告和公義的懲罰

1. 神差遣先知傳達信息、看見異象、警告人民等.

a. 他們一再用欺騙、詭詐回應上帝對他們的愛。
祂一定會施行嚴厲的懲罰。

b. 他們與誰簽訂條約，拿貢品向哪個國家進貢，
神就用那些國家來奴役他們。



2. 以色列人哪，不要狂歡，不要跟異教徒一樣慶祝

你們的節期。(9:1)

a. 不久你們就要缺乏五穀和橄欖油,也不再有美酒

b. 他們的食物只能充飢，不能帶進上主的殿宇作供
物。

c.你們要為自己栽種公義，就能收割慈愛。現今正
是尋求耶和華的時候；你們要開墾荒地，等祂臨到
，使公義如雨降在你們身上。」



3.神的子民辜負神的愛,神對祂的子民被迫由愛轉怒-

a.災難來到，他們到處逃難；但埃及人要集合他們
，把他們埋葬在摩弗。他們的家園，那儲藏財寶的
地方，將長滿荊棘雜草。

b.他們必不得住耶和華的地；以法蓮卻要歸回埃及
必在亞述吃不潔淨的食物。

c.你們耕種的是奸惡，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謊話
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為，仰賴勇士眾多，



4.神對祂子民的懲罰即將付諸實施-- 13:1-16

a.神子民因敬拜偶像假神而遭神咒詛-如速散的露水,

被狂風吹離禾場的糠粃，,

b. 因背棄真神而遭神報應懲罰-母獅吞吃他們

c. 因愚頑固執而遭神定了罪案-泉源必乾涸

d. 因悖逆神而遭神罪罰嚴懲-必倒在刀下



四認識神的慈愛( (Chesed)（ֶחֶסד

1. 神盟約的愛 is inexplicable不易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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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1:2)



「我必聘妳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平、
慈愛、憐憫聘妳歸我；也以誠實聘妳歸我，
妳就必認識我─耶和華。」(何西阿書2:19-20)
I will betroth you to Me forever;Yes, I will betroth you to Me in 

righteousness and in justice,In favor and in compassion,

20 And I will betroth you to Me in faithfulness.Then you will know the 

Lord.



2. 盟約的愛是信實的，是委身，是守約的，是不離
不棄的，

以法蓮哪，我怎能捨棄妳？以色列啊，我怎能棄絕
妳？
1.“passion”（熱情）、
2.“intimacy”（親密）、
3.“commitment”（委身、承諾），



3. 盟約的愛是滿有憐憫帶著醫治和恢復

a.何西阿書2:14 後來我必勸導她，領她到曠野，
對她說安慰的話。

b.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 甘心愛他們； 因為我
的怒氣向他們轉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 他必
如百合花開放， 如黎巴嫩 的樹木扎根。 (何14:4-

5)



c.他撕裂我們也必醫治；他打傷我們，也必纏裹。

過兩天他必使我們甦醒，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

我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何6:1-2)



4.盟約的愛使祂不能不讓神的子民最後得著復興

a. 向神的子民指引復興的道路──悔改歸向神

b.神子民悔改歸向神後，得著復興的情景

1.醫治、蒙愛、消怒、甘露

2.成長、發旺、香氣、結果

c.惟智慧人明白神所指引的道路是正直的(十四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