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西阿书
～ Amazing Love ～



何西阿
•圣经中共有五个何西阿(有时译作‘何细亚’)：

1.约书亚的原名（民十三8）

2.大卫年间，管以法莲支派的领袖（代上二七20）

3.以色列国最后的王（王下十五30）

4.尼希米年间一个签名者（尼十23）

5.本书的著者



何西阿

•何西阿名字的意义是‘救恩，’或作‘耶和
华是救恩。’本书中的预言充满了救恩，特
别是耶和华对于背道的以色列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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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羅波安 巴沙 亞哈 耶戶 耶羅波安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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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 巴比伦

北国 亚述

评定列王的标准: 君王必须敬畏耶和华，
事奉他，听从他的话。（撒上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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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1:1 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
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备利的儿子何西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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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

耶罗波安二世撒迦利雅沙龙米拿现比加辖比加何细亚

何1:1 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
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备利的儿子何西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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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婚姻或儿女

成为预兆，向百姓

传递神的信息。



我以赛亚与女先知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
对我说：「给他起名叫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掳
掠速临)；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
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
搬了去。」(赛8:3-4)

以赛亚
娶女先知，生子起名。



「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
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
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
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
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物。」
(耶16:2-4)

耶利米

不可娶妻生子。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
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
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
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
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
早晨我便遵命而行。(结24:15-18)

以西结

骤失爱妻，不可哀哭。



何西阿

娶淫妇，收养从淫乱所生的子女。



诗意浓厚，感情丰富，不重条理。

原文为旧约中最艰涩者，有许多疑难字词。

特点

大纲
1. 先知的经历: 

不贞的妻子与信实的丈夫, 1-3章

2. 先知的信息: 

不贞的子民与信实的上帝, 4-14章



何1:2「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

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

妻，也收那从淫乱而生的儿

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

耶和华。”」

第一章：生活就是一篇信息



何1:3「于是，何西阿去娶了滴

拉音的女儿歌篾。这妇人怀孕，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第一章：生活就是一篇信息

歌篾：意为完成，或结束

观点1. 原为良家妇女，婚后才
红杏出墙，成为淫妇。

观点2. 原来是敬拜偶像的庙妓，
婚前就是公认的淫妇。



耶斯列 何1:4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

「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

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

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5 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

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



1.有「神分散」的意思，暗示耶户犯罪
要受审判，北国要被击打 。

2.亦指「神栽种」：百姓虽被分散于异
邦，但神会招聚他们，把他们「栽种」
于自己的土地上（参2:22-23），使他
们兴盛繁多。

耶斯列



犹大

以色列

亚兰

撒玛利亚

大马色

基列的
拉末

耶斯列

耶路撒冷

王下9:6 耶户就起来，进了
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
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
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
作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7
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
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
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
血的冤。



耶户杀了：

以色列王约兰

犹大王亚哈谢

太后耶洗别

亚哈的70个儿子

亚哈家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

犹大王亚哈谢的亲戚42人

一切拜巴力的人



耶户是好王吗？

王下10:29 只是耶户不离开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
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
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
王下10:31 只是耶户不尽心
遵守耶和华 ─ 以色列 神
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
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何1:4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

「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

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

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5 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

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

耶斯列



罗路哈玛

何1:6 歌篾又怀孕生了
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
西阿说：「给他起名叫
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
再怜悯以色列家，决不
赦免他们。

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



何1:8 歌篾给罗路哈玛断奶
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9 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
罗阿米；因为你们不作我的
子民，我也不作你们的
神。 」

罗阿米

罗阿米就是非我民的意思



神给何西阿的三个孩子取了名字，从名字中传递出审判的信息：

1)耶斯列 - 环境的破碎：

• 当年耶斯列的血案，后来在耶户的后代身上重演。

• 以色列的国祚将会断绝，以色列人生活的世界将被打碎。

2)罗路哈玛 - 恩典的收回：

• 不蒙怜悯。神将不再怜悯以色列家。

3)罗阿米 - 关系的断绝：

• 非我民。以色列人不作神的子民，耶和华也不作他们的神。

背叛神后的审判



复兴
何1:10 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
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11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
从这地上去（或作：从被掳之地上来），因为耶斯列的
日子必为大日。

审判不可避免，然而审判之后还有复兴，这是何西阿书
重复出现的主题。神告诉何西阿，在遥远的未来将会有
前所未有的大复兴。



罗9:24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
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
25 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
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26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
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
为「永生神的儿子」。

在基督里的应许



何2:1 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
我民的意思），称你们的姊妹为路哈玛
（就是蒙怜悯的意思）。

将二女儿与三儿子两人名字的前缀「罗」
(为不之意)除去，成为路哈玛与阿米，预
言以色列将来必得复兴，重归于神。（何
2:23, 3:5, 14:4-8）。

第二章



第二章：幸福從何來？

•当你丰衣足食、生活幸福的时候，在你
内心的深处，你认为这是谁的功劳？你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会影响到你与神
的关系。



第二章：幸福從何來？
•歌蔑从神得到诸般的好处，但却去感谢她“所爱的”:

− 何2:5 …因为她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

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

− 何2:8 她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

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力。

•远离神的人很容易误会幸福的来源。神赐福给他们，

他们却认为幸福另有来源，而不将荣耀归给神。



不归荣耀给神之后果：幸福被收走！

何2:12 我也必毁坏她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
就是她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
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

13 我必追讨她素日给诸巴力烧香的罪；那
时她佩带耳环和别样妆饰，随从她所爱的，
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聘妻
− 何2:19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

慈爱、怜悯聘你归我； 20 也以诚实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神的新妇：地位的恢复

受罚之后，复蒙眷爱



第三章：洁净自己，归向神

何3:1 耶和华对我说：

「你再去爱一个淫妇，

就是她情人所爱的；

好像以色列人，虽然

偏向别神，喜爱葡萄

饼，耶和华还是爱他

们。」



第三章：洁净自己，归向神

何3:2 我便用银子十

五舍客勒，大麦一贺

梅珥半，买她归我。



何西阿买歌篾的代价:
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一贺梅珥半

15舍客勒银子
1.5贺梅珥半大麦 37.5舍客勒银子

+ =

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们
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出21:32）

= 22.5舍客勒银子 = 425克银子

新妇 淫妇 娼妓 奴隶



他们的王大卫：弥赛亚，耶稣基督

第三章：洁净自己，归向神

何3:3 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
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

何3:5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
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
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大纲
1. 先知的经历: 

不贞的妻子与信实的丈夫, 1-3章

2. 先知的信息: 

不贞的子民与信实的上帝, 4-14章



第四章：丢弃了最重要的东西
何4:1 以色列人哪，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
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

无诚实
(无诚信)

truth

faithfulness
起假誓
不践前言

无良善
(无恩慈)

goodness

kindness
杀害
偷盗

无人
认识神

knowledge 

of God

奸淫
行强暴
杀人流血

说谎
不守约；外遇

暴力；冷漠
贪污；黑心货

色情；拜偶像
性关系随便

同性恋；吸毒



王上11:35 我必从他
儿子的手里，将国夺
回，以十个支派赐给
你，36 还留一个支派
给他的儿子…37 我必
拣选你，使你照心里
一切所愿的，作王治
理以色列

耶罗波安 亚希雅



王上11:38 你若听从我一

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

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

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

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

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

将以色列人赐给你。

耶罗波安 亚希雅



犹大

以色列

耶路撒冷

但

伯特利

示剑 30 miles



以色列人哪，你们上耶路撒冷去
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
地的神。

设立金牛犊
在丘坛建殿
立凡民作祭司
私设节期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

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的那罪」

邱坛



犹大

以色列

耶路撒冷

得撒

撒玛利亚

北国第四王朝开国君王

暗利 迁都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山距示剑西北10公里



• 北国第四王朝开国君王暗利迁
都撒玛利亚

• 暗利的儿子亚哈娶了西顿王谒
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

 谒巴力(意为「陪同巴力」)
原为西顿女神亚斯他录的祭
司，后篡位为王。

 耶洗别(意为「赞美巴力」)
极力提倡崇拜巴力和亚舍拉。

犹大

以色列

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西顿



巴力：迦南神只，掌管风雨和农作
神庙妓女制度，献祭活人或小孩

矛：象徵闪电



亚舍拉：掌管性与战争，常与巴力同列



他们找不到神
• 何5:6 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
去离开他们。

他们在找神吗？
• 何5:4 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
，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神在等他们
• 何5:15 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或作：承认己罪）

，寻求我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

第五章：为何他们找不到神？



第五章：为何他们找不到神？



• 先知的呼吁：
− 何6:1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
；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2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3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

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 何西阿呼吁以色列人作两件事：
− 第一，归向耶和华。
− 第二，认识耶和华。

第六章：归向神，认识他



“认识神”是何西阿书的主题之一

1.客观上的知识

2.主观上的经历

神是三而一的神，自有永有，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
能；祂圣洁、荣耀、公义、智慧、慈爱、怜悯、威严、可畏；
神就是光，也是爱…。

大卫：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力量、我的磐石…
雅各： 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摩西： 神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则。
但以理：神是显明奥秘事的主，在人的国中掌权。



撒该： 神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马利亚：神不误事，祂也和哀哭的人同哭。
彼得： 神预知人的软弱和失败，却仍接纳他。
保罗： 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1.客观上的知识

2.主观上的经历

神是三而一的神，自有永有，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
能；祂圣洁、荣耀、公义、智慧、慈爱、怜悯、威严、可畏；
神就是光，也是爱…。

“认识神”是何西阿书的主题之一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

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17:3)

认识神



第七章：一张没翻的饼，一张翻背的弓

何7:8 以法莲与列邦人搀杂，以法莲是没有
翻过的饼。

何7:16 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
同翻背的弓。



第七章：一张没翻的饼，一张翻背的弓

多个家庭共用的烤炉单个家庭的烤炉(泥制、石制或陶制)

薄饼

饼



第七章：一张没翻的饼，一张翻背的弓

• 没翻的饼：一面烧焦了，一面仍然是生面，徒然费了
工夫，材料，结果却不能吃。



何7:8 以法莲与列邦人搀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

• 与列邦人搀杂：和“分别为圣”正好相反。神叫以色
列人分别为圣，专归耶和华，才有用处。若与列邦人
搀杂，则犹如未翻之饼，变为无用。

• 世俗化之害：基督徒若在观念和行为上与世俗人搀杂
，一面被世俗烧焦，一面却对神生份，就会成为一张
不能吃的“未翻之饼”，变为无用。

第七章：一张没翻的饼，一张翻背的弓

应用



第七章：一张没翻的饼，一张翻背的弓

翻背的弓

•翻背的弓（不能用）：因松弛而无用



• 矢不中的：以色列人虽然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
有如一张松弛的弓，失去了准头，没有命中目标。

• 翻背之信徒：基督徒若在信仰与道德上松弛太久，
以至于心灵腐败，就会成为一张翻背之弓，虽然做
出一些动作，却不能命中目标。

第七章：一张没翻的饼，一张翻背的弓

何7:16 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背的弓。

应用



第八章：背约者的困境

• 神与他的子民立约：西乃山下神与以色列人立
下恩典之约：以色列人若对主忠诚，遵守神
的律法，耶和华就会以他们为子民，施恩，
保护他们。

• 子民背约：以色列人忘恩，背约，将神的律法
弃之脑后因此之故，神撤去了他的恩典与保
护，使以色列人暴露于敌人的攻击之下。

何8:1 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
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



第八章：背约者的困境
何8:2 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3 
以色列丢弃良善（或作：福分）;仇敌必追逼他。

• 心口不一：以色列人口中呼叫神，并说自己认识神了但在行为上却丢弃
良善，远离了真神。

• 虚浮的信仰：在新约里，耶稣指出心口不一之枉然：「这百姓用嘴唇尊
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太15：8-9）

• 心灵困境：背约者又呼求神，又丢弃神，在心灵上进退维谷，陷入困境。



第九章：悲剧性的转变
何9:10 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
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力毗珥专拜
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 他们所爱的一样。



第九章：悲剧性的转变
何9:9 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
样。耶和华必记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

士19-21章



第十章：收割人生的果子
何10:1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
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 2 他们心怀二意，现今
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

双重信仰者的末路



第十一章：不舍的爱
何11:8 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
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
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押玛和洗扁邻近所多玛和蛾摩拉
（参创世记14：2，8），当神毁
灭所多玛和蛾摩拉时，押玛和洗
扁也一同被毁灭（参申命记29：
23）。



第十一章：不舍的爱
何11:8 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
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
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 是的，神会审判人的罪，就算自己的孩子犯了罪，
也会加以惩罚。然而在惩罚之后却不是舍弃，因神
忘不了自己的孩子。神将会再一次发出呼召，呼唤
审判之后的余民归来。



第十一章：不舍的爱
何11:10 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
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11 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
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
耶和华说的。



第十二章：你当归向神
何12:1 以法莲吃风，且
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
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
油送到埃及。

犹大

以色列

东风：燥热的风



以色列王 政治立场

米拿现 归顺亚述(为纳贡徵重税)

比加辖 归顺亚述

比加 联合亚兰王利汛，反亚述

何细亚 先归顺亚述，后投靠埃及

埃及

亚述

撒迦利雅 (作王六个月)

沙龙 (作王一个月)

第十二章：你当归向神



第十三章：只有一位神

何13:4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

独一的神，惟一的救主



第十三章：只有一位神

何13:9 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
自取败坏。

不要反对你的帮助者



第十四章：复兴的乐歌

何14:1 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

跌倒了。 2 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净罪孽，

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尌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

献上认罪的祈祷

复兴之前，先有认罪。认罪就是回转，就是调转人生的方
向，重新归向神。



第十四章：复兴的乐歌
何14:4 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

怒气向他们转消。

悔改的以色列，将蒙神医治他们背道的病。从此以后以
色列将一心爱主，不再心怀二意，因此而得到神丰盛的
恩惠。

神的医治



第十四章：复兴的乐歌
何14:9 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

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

人却在其上跌倒。

• 人生的智慧，在于专心跟从神，不偏左偏右，一生行走于神的道路上。

• 有智慧的人，就是那些按照神的话语而生活的人。他们是所谓的义人，

也是真正有福的人！

人生的智慧

• 以色列数百年的历史，为后世的信徒提供了宝贵的功课：离开神的到

路，后果是极其悲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