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西亞書 

 

何西阿書以上帝対以色列，（北王國）的愛的強烈，感性，真情流露 ：發怒 ，懊惱，失望及內心深

處的掙扎等的描述非常深刻 。 

將上帝及以色列民的契約關係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以象徵性的婚姻關係；夫妻間的互動 ；以家

庭生活，父子關係的親蜜性,表現出真情滿溢父子間愛的可貴。本書的特色，提供了另一層面去體驗

上帝的愛 。 

 

何西亞意謂拯救 ，父親名為 Beeri , 有認為北王國的居民，也有持由猶太國北上從事宣告的事工 。

他的宣告対象是针対以色列國，常常以 Ephraim 北國最主要的族稱呼之 。書中提到他是結婚的人，

生有二男一女，並以孩子的名象徵上帝対以色列國的審判 。 

 

根據第一章一節的記載 ；時適 the reigns of Uzziah , Jotham , Ahaz and Hezekiah ，kings of Judah , 

北國的 Jeroboam lI 在位時期 ，是何西亞活動的時候 。大約主前 750 到 722 BC ,這段期間的北國

內部極其不隱定 ，篡位，暗殺，權力閗爭層出無窮 ；対外政策不定，敵國外患虎視耽耽 。 

整個社會情況又是貪污，腐敗 ，強暴，兕殺 ，欺騙，偷竊 ，道德及社會互解 ；經濟結構淜潰 ，

民不聊生 。先知何西亞指出這些病態現象，歸疚於以色列國忽視上帝的道理及倫理要求所致 （參

4:1-3 ，6:7-9 ，7:1-7 ，10:13 ，12:7-8 ）。 

以色列的宗教信仰因參拜 Baal 及偶像（idolatry) 而腐敗 ，舉國認為巴力神通廣大，賜雨水 ，土產

豐收之神 ，畜牧業，孩子們的生產力皆由巴力而來 。甚至祭司們也為巴力獻祭 ，促使偶像崇拜的

盛行 。 

 

內容包含 ： 

1）Hosea,Gomer ,and children 1:1-3:5 

        本書一開始，就是上帝給，(divine imperative)何西亞一個很不能被理解的命令 ，要他娶以娼

嫖為業的家族的女人為妻。因為全地淫亂離開上主 。何西亞毫無疑問地接受 。並生下三個𠒇女 。

給每位𠒇女所取的名字都包含神対以色列的審判意思 ； 

       1) Jezreel 上帝軀散（God scatters) ,象徵以色列國的終局 ， 

       2）Lo-Ruhamah , 沒有憐憫 （not pitied) , 表示上帝不要憐惜以色列了 ， 

       3）Lo-Ammi , 不是子民 （ not my people ) , 象徵上帝及以色列民終止了約的關係 ，雖然上

帝宣判以色列民，也應許必將回復，重新建立這破了的關係 （參 3:1-23 ）。 

 

2 ) 罪 ，審判及悔改  4:1-8:14  

       何西亞宣布上帝因以色列民的不忠誠，沒盡立約的責任，人民又不認識上帝 ，只拜巴力 ，因

此上帝向以色列起訴提告 。但是只要人民回心轉念，上帝的憐憫依舊常存 。 

 

3 ）審判的結果 9:1-10:15 

        上帝的審判意謂，以色列終必成為 Assyria 國的附庸 ；百始忽視先知的勸說無效，繼續朝拜

偶像 。先知戲稱 Bethel ( 上帝的厝）為 Beth Aven ( 犯罪的住處）。対王朝及祭司們大喊 ，‘ 恥

辱，不光榮 ’ 。 

 



4 ）以色列 上帝的‘不孝子’ 11:1-11 

        先知以父子關係說明，上帝及以色列人的特殊關係 ；面對背逆的兒子 ，為父親的確情有何

堪 ，面對應該被處以死刑的兒女（申明記 21:18-21）。為父親的豈能任憑兒女被迫處死呢？He is 

“God — the holy one “ among his people . Here we find the clearest expression of God’s amazing 

grace to sinners who deserve nothing but death . 

 

5 ）呼籲回家-反悔歸正 12:1-13:16 

        正如列祖雅各在伯特利（bethel)求呌上主的典範，雅各的後裔也必須回歸尋求上主的愛 。記

得那位帶領他們的祖先由埃及逃離奴隷之地的上主 。所以上帝的子民理当施行公義，存憐愛的心，

恒切地侍候上主 。不然，國難當頭，死之將至 ！ 

 

6 ）醫治及應許 14:1-9 

    先知繼續以呼籲子民回歸上帝，離開邪悪的路徑 。先知祈禱 ，承認國家的罪債，只有他上帝的

仁慈才是拯救的來源。他預期上帝必垂聴子民的悔改 ，以醫治，愛來回報 。先知以勸勉子民要認清

楚，行走上主的道路 ；有智慧的子民必將上帝的路當作生命的力量。若是罪人卻要拌倒 。 

 

默思 ： 

何西亞所描述的上帝如 ；富有情愛的又寬大赦免的丈夫 ；慈悲的，恩典的父親 ，這種象徵的描述

方式如何去體驗呢？ 

先知強調悔改必須是生命中一種生活，悔改是信仰的活力來源 ，回到上帝生命的價值 ；where there 

is no genuine repentance, love for God is ‘ like a morning cloud (6:4 ) and faith is fraudulent. ( 14 :2 , 

參 Hebrew 13:15 ) . 

上帝対先知的訓喻 ；去 go ..and take ..娶 ..在舊約中是差遣的一種文學形式 ，但是在神学上不免

令人難以置信 ； why did a holy God ask Hosea to Mary a sinful woman ? “ A stranger God and a 

stranger prophet ! “ We might say  . How do you take it ?   

將何西亞先知的神覌（11:1- ）比較路加 

福音中耶穌的神觀（參路加 15:11-32 ）那位 waiting Father ( heartbreaking father ) 有何感想？ 

默思 ： 

了解舊約聖經中的信息，更易明白新約聖經中的信息 。詳讀何西亞先知中的‘Compassionate God ，

不免聯想到路加福音書中的 the waiting Father （Lk. 15: 11-32). 

路加福音 15:11-32節，是繼續前段有關’失去而再獲得‘的可貴的經驗。対這位父親的日夜思念失落的

骨親，孩子的親情关系，盼望兒子能夠有‘歸回’coming home 描述的細膩，形同何西亞書十一章所描

述的那位期盼’以法蓮‘，上帝的’兒子‘的悔歸，不忍釋手遺棄，任憑自我毀滅，作賤而遭遇天戔的絞痛

苦無堪的父親一般 。 

路加福音的父親 ： 

每傍晚時分站在門外遙望著..... 

一但發現.... 

     跑去迎接 tuning out to him ( them ) 

     亙相擁抱 embracing him ( them ) 

     親吻他 kissing him ( them) 

     穿上衣服 clothing him( them) 

     尊重他 making him honored guest  



     邀集親朋，開設筵席 threw a party  

     歡樂開懷，毫無怨疚，喜慶團圓 . 

這二位父親可以說受傷最重，受騙最深 ； 

     婦人的不忠 

     兒女不孝 ，背叛 ，拒絕 ，折磨父母 

     誤用父母情 ，自甘墮落而不知為何 

 這父親整個生涯的大部分都是在操心，憂心，耽心，傷心 ....甚至 ，不能死 ...不知灑多少淚水 ，

破碎了幾次️ ...在痛楚心絞的日夜間 ，在失望之餘，毫不遲疑的確定，‘ 望兒女回歸’ 的日子必將到

來...這確定創新的形成‘盼望與實現的可能空間’ ，這空間創造了接受的範圍 ；赦免与接納 ，重生與

喜樂的生命 。 

 

這樣就是主耶穌所提示的 ，“ being perfect as our Heavenly Father is perfect . “ 

 

Challenge to all :  

Describe God’s love, based on Hosea’s book  ? How do you picture the vision of Our church, 

based on Hosea’s mess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