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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知書讀經班 #2 

何西阿書1-7章 
 

 

 

2012.1.15  王文堂牧師 

1/15/12 Warren Wang 



課程要求 

•觀念： 

• 上主日學乃是學習神的話語，認真的程度，不應
當低於對學業或專業上的學習。 

•課程要求： 

• 每次上課之前必須完成讀經進度。 

• 上課不遲到，不早退，缺課不超過二次。 

• 每次上課接受隨堂測驗（將登記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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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課程內容 

1. 基本觀念 

2. 時代背景 

3. 先知何西阿 

4. 何西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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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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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測驗 

•經文：哥林多前書 14:1 

•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
慕的，是作先知講道（原文作：是說預言） 。 

•測驗：甚麼是 “作先知講道（說預言）”？ 

1/15/12 Warren Wang 



先知與預言 

•先知：神的信差                                   
Prophet: God’s messenger 

•預言：神的信息                                          
Prophecy: God’s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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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前提 

1. 說話的神 God who speaks 

2. 傳遞神話語的人 God’s messengers 

•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尌
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希伯來書
1:1-2）  

• In the past God spoke to our forefathers through 
the prophets at many times and in various ways, 
but in these last days he has spoken to us by his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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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神的信差 

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
你：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我一切
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申18:18） 

1. 說話的神：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 

2. 傳遞神話語的人：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的
都傳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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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神的信息 

•凡神叫先知所說的話，都叫做預言。 

1. 大部分的信息是「時代的信息」，是神
對當時的人所說的話，包括警告，責備，
安慰等。 

2. 小部分的信息是「預告的信息」，是神
預先宣布以後將要發生的事，其中包括
關彌賽亞的預言。 

1/15/12 Warren Wang 



預言與預告 

•預言 prophecy 

• 凡是神叫先知所說的話，都叫做預言。這些話可
能是警告 (warning)、布告 (announcement)、預
告 (foretelling)，安慰的話、責備的話，或其他的
話。 

•預告 foretelling 

• 在預言之中，有一部分是預告性質的，就是神預
先告訴以後將要發生的事，如：彌賽亞的預言，
列國興亡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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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 

警告 責備 預告 …. 

預言包括了預告，但是並不限於預告。 



觀念測驗 

•經文：林前 14:1 

•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
慕的，是作先知講道（原文作：是說預言） 。 

•甚麼是 “作先知講道（說預言）”？ 

• 作先知講道就是 “傳遞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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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代背景 



分裂的王國 

•所羅門王死後，國家分裂為二。北國叫做以
色列，由十個支派組成。南國叫做猶大，由
猶大及便雅憫二個支派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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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支派 

北國以色列

（十支派） 

南國猶大

（二支派） 



同時代的兩位先知 

•何西阿（北） 

• 當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作猶大王，約
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作以色列王的時候，耶和華
的話臨到備利的兒子何西阿。 （何1:1） 

•以賽亞（南） 

• 當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作猶大王的時
候，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到猶大和耶
路撒冷。 （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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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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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年代 先知 對誰說話 說話內容 

前期 10,9世紀 

B.C. 
以利亞，
以利沙，
拿單.. 

君王 責備 

中期 8,7世紀
B.C. 

阿摩司，
何西阿，
以賽亞… 

百姓 警告 

晚期 6,5世紀
B.C. 

哈該，撒
迦利亞，
瑪拉基… 

餘民 安慰 



列王在神的怒氣中滅亡 

•至於撒瑪利亞，他的王必滅沒，如水面的沫
子一樣。 （何10:7） 

•我在怒氣中將王賜你，又在烈怒中將王廢去。 
（何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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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阿時代的北國列王 

1. 耶羅波安二世 

• 在位41年, 是北朝在位最久的 。 

• 曾經收復以色列所有的失地, 締造北朝的全盛時
期。 

2. 撒迦利雅 

• 耶羅波安二世之子，在位六個月 

• 被臣子沙龍所殺，應驗了神的話：耶戶的子孫國
位直到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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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沙龍 

• 殺了撒迦利雅，篡位為王，在位一個月。 

• 被臣子米拿現所殺。 

4. 米拿現 

• 殺了沙龍，篡位為王。 

• 臣服於亞述。 

5. 比加轄 

• 米拿現的兒子，在位2年。 

• 被部將比加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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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加 

• 殺了比加轄，篡位為王。 

• 被臣子何細亞所殺。 

7. 何細亞 

• 殺了比加，篡位為王。 

• 何細亞九年（722 B.C.）北國亡於亞述。 

• 北國自耶羅波安建國，歷208年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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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章數 特點 時代背景 

1 何西阿書 14 愛上一個不貞的婦人 亞述強盛時 

2 約珥書 3 蝗蟲之災 亞述強盛時 

3 阿摩司書 9 公義的準繩 亞述強盛時 

4 俄巴底亞書 1 出賣弟兄者之禍 亞述強盛時 

5 約拿書 4 躲避神的先知 亞述強盛時 

6 彌迦書 7 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 亞述強盛時 

7 那鴻書 3 尼尼微大城的結局 亞述沒落時 

8 哈巴谷書 3 當無花果樹不發旺時 亞述沒落時 

9 西番雅書 3 耶和華的日子 亞述沒落時 

10 哈該書 2 重建聖殿 猶大亡國之後 

11 撒迦利亞書 14 異象與默示 猶大亡國之後 

12 瑪拉基書 4 神的責問 猶大亡國之後 

8世紀 
B.C. 

5世紀 
B.C. 



亞述的霸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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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亞述 

•在亞述強大的威脅之下，以色列與亞蘭組織
了聯盟以對抗亞述。他們要求猶大也加入，
猶大卻拒絕了。於是，這兩國決定要懲罰猶
大… 

•亞蘭王利汛和以色列王利瑪利的兒子比加
上來攻打耶路撒冷，圍困亞哈斯，卻不能
勝他…（王下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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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哈斯遭受兩國的攻擊，就差遣使者去向亞
述王求救。亞述王趁機發兵，滅亡了亞蘭國，
並威脅到以色列國的生存… 

• 亞哈斯差遣使者去見亞述王提革拉毗列色，說：
「我是你的僕人、你的兒子。現在亞蘭王和以色
列王攻擊我，求你來救我脫離他們的手。」 亞哈
斯將耶和華殿裡和王宮府庫裡所有的金銀都送給
亞述王為禮物。亞述王應允了他，尌上去攻打大
馬色，將城攻取，殺了利汛，把居民擄到吉珥…
（王下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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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滅亡北國 

•那個聯合亞蘭攻打猶大的以色列王比加，後
來被他的臣子何細亞篡位所殺。何細亞作王
之後，背叛了亞述，導致北國為亞述所滅… 

•亞述王上來攻擊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瑪利
亞，圍困三年。 何細亞第九年亞述王攻取
了撒瑪利亞，將以色列人擄到亞述…（王
下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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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知何西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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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中的何西阿 

1. 動盪的國家 

• 何西阿生長於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他是北國人，
針對北國傳講神的信息。他開始傳道是在耶羅波
安二世的晚年，那時以色列的國勢已經由盛而衰。
在以後的30年之內，發生了四次的篡位，君王不
斷地更換，最後終於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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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中的何西阿 

2. 動盪的家庭 

• 何西阿娶了歌篾為妻，她是一個不貞的妻子。何
西阿愛她，她卻愛許多的情人。歌篾生了三個兒
女，都不能肯定父親是誰。何西阿從動盪不安的
家庭之中，傳出神永恆不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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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忍耐 

•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
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雅各書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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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中之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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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耶和華對我說：「你再去愛一個淫婦，尌是她情人
所愛的；好像以色列人，雖然偏向別神，喜愛葡萄
餅，耶和華還是愛他們。」（何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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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篾所付的代價 

•歌篾因自己的不貞而付上了代價： 

1. 親人與她反目：你們要與你們的母親大大爭辯，
因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何2:2） 

2. 情人棄她而去：她必追隨所愛的，卻追不上；
她必尋找他們，卻尋不見。（何2:7） 

3. 淪為人的奴僕：我便用銀子十五舍客勒，大麥
一賀梅珥半，買她歸我。（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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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測驗一 

•經文：馬太福音 9:12-13 

• 耶穌聽見，就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
的人才用得著。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
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們且去揣摩。我來本
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太9:12-13） 

•測驗：耶穌引用經文：『我喜愛憐恤，不喜
愛祭祀』 ，這段經文出自於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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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測驗二 

•經文：彼得前書 2:9-10: 

•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
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 2: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
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測驗：彼前 2:10 出自於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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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何西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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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阿書 

• 主題: 不貞的民與信實的神 

• 大綱: 

1. 先知的經歷: 不貞的妻子與信實的丈夫, 1-3章 

2. 先知的信息: 不貞的子民與信實的上帝, 4-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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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生活就是一篇信息 

•何西阿書一開始，記載了耶和華初次與何西
阿說話的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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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要何西阿在明知對方不忠實的情況之下，娶一
個淫蕩的女子為妻。並且要在婚姻的過程之中，
接受妻子從淫亂所生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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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關係的奧秘 

•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
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
教會說的。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
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他的丈夫。 （弗5:31-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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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尌必認識
我耶和華。 （何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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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親密的關係，最心痛的背叛 

• 聖經以夫妻關係來比喻神與子民，基督與教會之
間的關係。 

• 在親密的夫妻關係中，若其中一人背叛了對方，
將給另外一方帶來極大的痛苦。 

• 歌篾背叛了何西阿，與別的情人行了淫亂。以色
列人也背叛了耶和華，與諸巴力行了淫亂。 

• 何西阿從親身的體會當中，瞭解到神是何等的心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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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阿 歌篾 

羅阿米 羅路哈瑪 耶斯列 

（流血之地） （非我民） （不蒙憐憫） 

信息名 message names 



•問題：聖經中最出名的一個 “信息名”是甚麼？ 

•答案：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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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 

•背叛神會有甚麼後果？神給何西阿的三個孩
子取了名字，從名字中傳遞出審判的信息： 

1. （環境的破碎）耶斯列：當年耶斯列的血案
（軍長耶戶於一日之間殺二王一后），不久之
後將在耶戶的後代身上重演。以色列的國祚將
會斷絕，以色列人生活的世界將被打碎。 

2. （恩典的收回）羅路哈瑪：不蒙憐憫。神將不
再憐憫以色列家。 

3. （關係的斷絕）羅阿米：非我民。以色列人不
作神的子民，耶和華也不作他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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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 

•何1:10-11。審判不可避免，然而審判之後還有復
興，這是何西阿書重複出現的主題。神告訴何西
阿，在遙遠的未來將會有前所未有的大復興。 

1. 然而，以色列的人數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數。 

2. 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
將來在那裡必對他們說「你們是永生神的兒子」。 

3. 猶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為自己立一個首
領，從這地上去（或作：從被擄之地上來），因
為耶斯列的日子必為大日。  

 

1/15/12 Warren Wang 



在基督裡的應許 

1. 信主的“真猶太人”（羅2:29）將多如海沙。 

2. 那不成子民的將成為子民（羅9:25-26; 彼
前2:10） 

3. 在基督裡眾人都要從死裡復活（林前
15:22），他將領許多的兒女進入榮耀裡
（來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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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9:24-26： 

• 這器皿就是我們被神所召的，不但是從猶太人中，
也是從外邦人中。這有什麼不可呢？  

• 就像神在何西阿書上說：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稱為「我的子民」；本來不是蒙愛的，我要
稱為「蒙愛的」。  

• 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
將來就在那裡稱他們為「永生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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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幸福從何來？ 

•當你豐衣足食、生活幸福的時候，在你內心
的深處，你認為這是誰的功勞？你對這個問
題的回答，將會影響到你與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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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蔑從神得到諸般的好處，但卻去感謝她
“所愛的”: 

• 他們的母親行了淫亂，懷他們的母做了可羞恥的
事。因為她說：我要隨從所愛的，我的餅、水、
羊毛、麻、油、酒都是他們給的。（何2:5） 

• 她不知道是我給他五穀、新酒，和油，又加增他
的金銀；他卻以此供奉巴力。 （何2:8） 

•遠離神的人很容易誤會幸福的來源。神賜福
給他們，他們卻認為幸福另有來源，而不將
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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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歸榮耀給神之後果：幸福被收走！ 

• 我也必毀壞她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尌是她說
「這是我所愛的給我為賞賜」的。 

• 我必使這些樹變為荒林，為田野的走獸所吃。  

• 我必追討她素日給諸巴力燒香的罪； 

• 那時她佩帶耳環和別樣妝飾，隨從她所愛的，卻
忘記我。這是耶和華說的。（何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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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新婦：地位的恢復 

•耶和華聘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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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尌必認識
我耶和華。 （何2:19-20） 

•基督的新婦 

• 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
童女，獻給基督。（林後11:2） 

•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
會，為教會捨己。（弗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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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潔淨自己，歸向神 

•經文： 

• 我對他說：你當多日為我獨居，不可行淫，不可
歸別人為妻…（何3:3） 

• 後來以色列人必歸回，尋求他們的神耶和華和他
們的王大衛。在末後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歸向
耶和華，領受他的恩惠。 （何3:5） 

•他們的王大衛：彌賽亞，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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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丟棄了最重要的東西 

•耶和華來到一個無人認識神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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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4:1） 

•最大的丟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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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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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為何他們找不到神？ 

•他們找不到神 
• 他們必牽著牛羊去尋求耶和華，卻尋不見；他已
經轉去離開他們。 （何5:6） 

•他們在找神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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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5:3） 

•神在等他們 
• 我要回到原處，等他們自覺有罪（或作：承認己
罪），尋求我面；他們在急難的時候必切切尋求
我。 （何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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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歸向神，認識他 

•先知的呼籲：何6:1-3 

• 來吧，我們歸向耶和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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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
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
春雨。 

•何西阿呼籲以色列人作兩件事：第一，歸向
耶和華。第二，認識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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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神” 是何西阿書的主題之一。請問， 
“認識神” 是甚麼意思？ 

• 我也以誠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我耶和華。
（何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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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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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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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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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5:4） 

•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何 
6:1） 

• 我喜愛良善（或作：憐恤），不喜愛祭祀；喜愛
認識神，勝於燔祭。（何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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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一張沒翻的餅，一張翻背的弓 

•沒翻的餅：不能吃 

• 以法蓮與列邦人攙雜；以法蓮是沒有翻過的餅。
（何7:8） 

•翻背的弓：不能用 

• 他們歸向，卻不歸向至上者；他們如同翻背的弓。
（何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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