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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歌：Good Morning God，This is your day, I am your child, show me your way. 

2. 本课的内容： （45 分钟）《何西阿书》第 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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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节中，先知将以色列比喻成葡萄树。“葡萄树这个比喻在希伯来人的传统中，是一个正面和

积极的比喻；以色列一直以来，都被比喻为葡萄树，神把她栽种在应许之地，在那里生长和繁茂

（见诗八十 8-11）。但是何西阿在这里把积极的意义转变为消极的。”（《每日研经丛书》）。这

里的葡萄树的比喻是延续 9：10。以色列用神的恩典去背叛神。神施恩给以色列，以色列却越发的

去拜偶像。这里的祭坛和柱像都是拜偶像用的，这些祭坛和柱像越来越多，成为缠绕他们的网罗和

捆锁，无法挣脱。 

阿波在讲第 8章的时候，最开始曾经提到何西阿书的一个特点，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停顿，等

待同学回答）何西阿书的叙事风格是交叉的，上下前后互相交叉，很多经文可以前后印证。大家读

这一段，不知道有没有想起前面哪一章的内容（停顿，等待同学回答）。2：8 “她不知道是我给她

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她的金银，她却以此供奉（或做“制造”）巴力。” 这个是很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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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心怀二意?英文翻译成“他们的心是欺骗的”（Their heart is deceitful）。原文“怀二

意”可以翻译成“狡猾”或者“分开”。这里指以色列人不专心跟从耶和华。他们耶和华也拜，外

邦的偶像也拜。在历史学里有一个规律，就是当一个落后的民族征服一个先进文化的民族后，落后

的民族往往会被其先进文化所征服。比如罗马征服了希腊，但是他用希腊文做通用的语言。在比如，

满族征服了汉族，但是他反过来被汉族的文化所同化。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一

群奴隶，是游牧民族，甚至经过士师时代之后，仍然没有铁器。迦南人的文化比以色列人先进。他

们已经有高大的城邑，而且会炼铁。所以以色列人就不专心跟随耶和华。他们不是不跟从耶和华，

而是耶和华也拜，外邦的偶像也拜。什么都想要。这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敬拜，你是不是真神，

不是我最关心的，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利益和好处，就什么都拜，多多益善。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说我

不跟从耶和华，或者耶和华不是神。但是他们会添加别的偶像。这就是心怀二意。心怀二意就有一

个假象，让神的子民麻痹，他们觉得我还是在敬拜耶和华，我没有离弃神。在这种自我欺骗中，其

实更可怕，比完全不认神更可怕。可悲的是以色列人从开始出了埃及就没有专心跟从神。如果你在

旧约里搜索“专心”，你就会发现民数计 32：11第一代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地是“因为他们没有

专心跟从我（上帝）。”一直到他们被亚述灭国之后，他们都不专心跟随耶和华。王下 17：33-34。 

3 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 

这里有两种解释。“王”有的圣经学者认为是指神。这句话的意思是以色列人不敬畏神，所以说我

们没有王，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 

另外比较主流的观点是认为“王”指现实中北国的统治者。王下 17：1-6当北国被灭之前，北国的

最后一个王何细亚因为背叛亚述与埃及结盟，所以拒绝向亚述纳贡。直接导致亚述来攻打北国。这

时何细亚才带着过期的贡品出来迎见亚述王，亚述王不满意。北国的王就成立阶下囚。三年后北国

的撒玛利亚被攻陷，北国完全沦陷。这里可能是指百姓意识到王不能保护他们。 

这里两个解释都有道理。我们可以看见当以色列离开耶和华的时候，他们终将意识到他们的王与普

通人一样软弱无能，不能做什么。（在士师时代的末期，以色列人曾经跟神求，要立一个王。神曾

经警告过他们，但是以色列人不听（撒上 8：7）。如今他们终于认清王不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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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 

这里的约不是指与耶和华神所立的约，而是一个王和民众所立的盟约，或是百姓和盟国所立的约。

在后面两种情形中都是冒犯了神的圣约︰王和民众之间立约，贬抑了神权政体中神的地位；而在

签署国际盟约时，又需要向外邦假神起誓表示公证。这种三心二意，表里不一的结果，就是不再

能在公义中建立民众，反而会有“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的犁沟中”。何西阿描述公平转为苦

毒的用语，可能与阿摩司的相互呼应（参︰摩六 12“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

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茵陈。”）。这里的苦菜原文是毒草。灾罚在

原文是“审判”或者“公义”。 

5 撒马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它，为它悲

哀。6 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做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 

伯亚文就是伯特利，是一种谑称，因为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而伯亚文的意思是罪恶之家。上

次阿波曾经给我们读过列王纪，当时北国的两个金牛犊就是在伯亚文和但。 

这里的中心是伯特利的牛犊偶像将被挪移到亚述。王走了，牛犊也没有了，邱坛破烂不堪，民众

顿时失去了盼望和目标。 

第 6 节把以色列人悲哀的原因讲明。这里明确指出流亡之地是亚述；而挪移偶像的目的，是作为

「礼物」即供物送给亚述之王。第 6节中第一句话的语法在原文是比较奇怪的。指代「牛犊」的

「它」被放在句首作动词的直接受词，显得特别突出，而动词“将被带到”用的是被动形式，通

常不会带直接受词。这种奇怪的句法可能是作者有意制造的，特别指明牛犊偶像不过是一个东西、

一件物品，或一件可憎的人工制品，必须被人背去。它又会是何种神灵呢？偶像的被动和神的主

动位格之间，在原文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中文的翻译特别好，写明了是人将牛犊带到亚述

做礼物。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以法莲和以色列都蒙受极大的羞辱。何西阿反覆指证说，牛犊偶像除了是

一堆贵重物质以外，毫无价值。无论牛犊偶像表面怎样金光照人，在面对亚述一次次摧毁以色列

的强大攻势面前，偶像默不作声，软弱无力地竖立在那里，显得如此平淡无奇，无可夸耀。以色

列曾矜夸的辉煌荣耀，成了她的奇耻大辱！他们知道不寄託希望于君王，但他们仍然一直对金牛

犊抱有极大的希望。现在这个期望也破灭了。 

何西阿在思想他的国家的时候，深深感到执迷不悟和瞎眼是北国长期以来所表现的特征。一次又

一次，她有时候好像有亮光，看见他们所倚靠的偶像是愚蠢的。但是不用多久，他们又从真道上

堕落，又去寻找新的偶像。故此对于何西阿来说，他的信息是十分清楚的：在未来的危机中，既

没有君王，也没有真神以外的信靠，可以救他们脱离灾难。惟独回到真神那里才是有效的，才能

得到生存。 

7至于撒马利亚，她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 

我们知道北国最后几任王的在位时间都非常短，不断被杀，被篡权夺位。最后一个王甚至成为亚

述的阶下囚。我们中国有一句诗“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当王离开了神，他就如

水面的沫子一样，随波逐流，身不由己，最后不知所踪，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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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伯亚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蒺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

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  

先知不仅讽喻牛犊偶像，而且也把偶像那受尊敬的所在地伯特利，谑称为伯亚文，指证说它们统

统都要被毁灭。这里的“毁灭”的原文是旧约中表达毁坏最强烈的词语之一，何西阿只在这里用

到，阿摩司却常用到，并且总是以耶和华神为主词（摩二 9，九 8）。伯特利是发生破坏的地方，

但准确的攻击地点是地的高处，山顶的邱坛是腐败异教的中心。这些地方是如此重要，以致何西

阿直率地标示出这就是以色列的罪孽；它们也是以色列偏离神圣真理、放纵私欲、崇拜偶像的缩

影。这里提到的罪，与讲到基比亚的 9～10节相关联。伯特利和基比亚是两座古老的历史名城，

最终却因它们的罪而闻名。这些邱坛遭受的终极审判就是咒诅。荆棘和蒺藜这两个词一同出现，

有没有人记得在旧约其它什么地方出现过一次？它们是一对仅出现在创世记三 18的咒诅，创世记

记载由于亚当和夏娃的悖逆，大地遭到了这样的咒诅。以色列在伯特利的堕落，与亚当在伊甸园

的堕落一样，邱坛遭到敌人的侵略、蹂躏和强占，以此表明他们不蒙神的喜悦。他们的祭坛也成

了荆棘和蒺藜遍布蔓延的地方。 

当以色列人受到审判的时候，他们甚至希望山会倒到他们身上，可见这审判是多么的可怕。我的

儿子参加童子军的活动，他们去了一个叫做 Frank的小镇的遗址。就在我们亚省的南部。这座小

镇座落在一条狭谷中。1903 年 4 月 29 日半座山崩裂倒了下来；劈开来的石头，约二千一百尺高，

三千尺宽，五百尺厚，盖住了法兰克镇的一部分。差不多有九万万吨的岩石盖在狭谷中。在不到

一百秒钟之内，立即活埋了七十个人。这个镇至今还一直在岩石底下，现代高速公路蜿蜒经过岩

石地带，在岩石下面仍然保留原村民的住房的残迹。这种自然灾害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在神的审

判面前，以色列人甚至想要山倒在他们身上，遮盖他们。 

9 “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

罪孽之辈的战事临不到自己。10 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 

这里基比亚的日子是指士师记第 19-21 章,上一次 Helen 给我们讲过这段故事。士师时代是以色列

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everyone did as they saw fit”，人们自己觉得什么是对的，

怎么好就去做。他们的罪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越演越烈。到最后，就发生了基比亚事件。这

个罪是如此的臭名昭著，以至于当时的便亚悯族差点被灭，而且被以色列人所周知。大家可以自

己看一下，士师记 19：22-26，有没有觉得这段的描写和前面的哪一个事件类似。对,是创世记里

的索多玛。可见当时的基比亚的罪是多么可怕。可惜四百年来，以色列仍然是不肯专心跟随神，

先知告诉基比亚人，因为你们的罪，如以前一样的灭顶之灾就要来临。 

“两样的罪孽”可能与耶利米用的「两件恶事」一样，是泛指弃绝耶和华并转向偶像（二 13）。

这段信息也把列邦置于重要的地位。那时列邦是以色列人流离飘流的地方，现在却成了神惩罚以

色列的工具。以色列如惊弓之鸟穿梭于两大盟国之间，终于落入既是亚述大君（参十 6），又是

神（参七 12）所设立的网罗。或许可以回到本段信息开头十章 1节所用的暗喻，亚述大君率领的

列邦是神雇来收割葡萄的人，藉他们的手把以色列人引以自豪的茂盛葡萄树上的一切都剥夺淨尽，

那是以色列长久用来从事异教活动的。 

 

 11 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谷，我却将轭加在它肥美的颈项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或做“被

骑”），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  

驯良的母牛犊是何西阿书中含义最广的比喻，务农的家畜有很多种工作需要做，正切合神选民该

当成就神旨意的内涵。以色列是蒙拣选出来事奉神的，这种事奉可用农家用语描绘，如撒种、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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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耙地和收割（11～13 节）。这些动词的重复使用，清楚描绘出神对他选民的管教（11b 节），

他对他们的期待（12节），以及他们不能达到神目标的失败表现（13节）。虽然只有第 11节明

显是耶和华神亲自说的，但整段信息我们都可看作是神亲自说的。 

以法莲指代北国。驯良与四章 15节的倔强相对，指易于管教，富于责任感并且有用（参︰耶三十

一 18 与此相反的情形，以法莲悲叹自己是「不惯负轭的牛犊」，必然要被惩罚）。驯良的牛犊需

要干家务活，特别是要踹谷︰或是用蹄子踩压，使古壳脱落，或是把谷粒堆在打粮的铁器上打

（参︰赛二十八 28；摩一 3）。在两种情形中，家畜都因为能边做边吃而喜爱踹谷（申二十五 4；

林前九 9）。这种工作并不辛苦。 

这一切都成了往事，如今情形大不相同。神应允说要给以法莲加上「拉套」（即做好骑用或调转

的准备），很可能是加一个合适的轭，可以做耕田（用橡木把和铁的犁头）和耙地（使用的工具

不太清楚，可能是一种带有铁齿的铁橇或铁耙，在土地被耕犁过后再把土鬆开，确保播撒的种子

被覆盖好，参︰赛二十八 24）的工作。以法莲（北国）、犹大（南国）和雅各（整个民族）都与

这三个动词有关，只是为了达到诗句的并列效果，才分别给予他们不同的农作任务。由于整个民

族未能珍惜神的恩惠，也没有物尽所能地善用，遭受的主要审判威胁就是︰无论北部还是南部的

民众，或是结合起来的民众，未来都是艰难痛苦的。巴勒斯坦地区土质坚硬，风沙流失大，农耕

所用的工具原始而简陋，使耕田和耙地都变得异常艰辛。此外，这段信息只字未提丰收的盼望或

填满肚腹的问题。 

12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

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NIV： Sow righteousness for yourselves,reap the fruit of unfailing 

love,and break up your unplowed ground; for it is time to seek the Lord,until he comes and 

showers his righteousness on you. 

这一节是神的劝勉，阐明顺服带来救赎的祝福，反映出神的期望。整句话本身可能就是一句箴言

式的警句。比如箴言 11：18正反两面的对偶句“ 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义种的，得实在

的果效。（NIV：Sure Reward）”。在圣经里多次强调，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而且收的

会比种下的更多，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何 8:7“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以

神在这里强调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这里的慈爱是指神的爱，unfailing 

love。 

下面说现今正是需求耶和华的时候，这里的“现今”和“正是”体现出神渴望子民回转归向的心

情。当神的子民回转归向神，神的救赎就自然临到他们。“救赎”这个概念在希伯来文化中与意

为「平安」「圆满安好」的一词有关，预示耶和华神将供应祂子民的一切需要。神托付给他们栽

种、收割和开垦的工作，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但有一件事他们无能为力，却又是生死攸关的，就

是降下时雨。在以色列，春雨与秋雨对百姓至关重要。在这个比喻中，神要人知道神的慈爱对他

们是最重要的。他们心像是荒芜已久的土地，需要被翻转，而且他们要等待神。这里的等待不是

指消极不动，而是指一种对神的盼望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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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14 

所以在这民中必有哄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就如沙勒幔在争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

的母子一同摔死。  

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去为自己栽种公义，相反他们种下的都是邪恶的事情，所以得到的结果非常

可怕。神在这里又一次的指出以色列的骄傲：“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我们一起看

一下申命记 17：16-17“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

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 17 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

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是神在以色列人没有进迦南地之前特意嘱咐他们，如果有王，

以色列的王不可以买马，不可以立很多的妃嫔，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如果从这个世界的角度，

这样的命令对一个王是很奇怪的。当时马是军队非常重要的装备，而国与国的结盟主要就是靠联

姻，咱们中国也说秦晋之好，而金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一个王，军队也没有装备，其

它的国家对他也不怎么友好，然后还没有金银。那他怎么统治呢？（等待同学回答）对神是希望

以色列能完全的依靠神。外面的这些马呀，金银呀，不是不好。但是如果以色列因为有这些而不

依靠上帝，就是不好。诗篇 147：10-11“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11 耶和华喜爱敬

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但是以色列不要神，他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的罪（何 5：5）。 

结果就非常的可怕。14节是战争的描写。先知预言以色列的一切保障必被拆毁。这里沙勒幔有的

学者认为是亚述王撒缦以色，该王的父亲提革拉毗列色在位的时候横扫亚兰和北国全境，将它们

并入亚述的版图，成为亚述的省份，只留下约但河西的山脊地带给以色列王何细亚。这里的“伯

亚比勒”的意思是神埋伏之家，当时已经沦陷，一定是经过了非常惨烈的战争。前面提到过，何

细亚背叛亚述，不给亚述纳贡，结果亚述王撒缦以色来攻打他，何细亚才带着过期的贡品出来迎

见亚述王，亚述王不满意。北国的王就成立阶下囚。然后亚述王继续攻打撒玛利亚。本来王都被

擒了，以为很快就会攻打下来。结果 3年才打下来，而且撒缦以色在第二年就过世了，他的继任

者继续攻打，才在第三年攻打下来。以法莲真的是特别勇猛的支派，比如在士师记，玛拿西支派

的士师基甸就拍以法莲支派的马屁，说以法莲支派摘剩下的葡萄，都比玛拿西采摘的葡萄强。可

见以法莲支派的强盛勇猛是至古如此，众所周知。有点像以前讲道提到过的阿帕奇。 

但是他们现在是英雄末路，离开神，使他们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亚述的军队是以残忍闻名。以前

Salt 讲道曾经提到过，据史料记载，亚述的军队会把孕妇吊在树上，把婴儿取出来，举给妈妈看，

直到两个人都死了。你可以想象，亚述对撒玛利亚久攻不下，最后城破的时候，会是多么可怕。 

15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 

这一节再次强调“因他们的大恶”，然后提到伯特利，就是放金牛犊的地方，是拜偶像的中心。

这里的大恶，我认为包含前面提到的不行公义，骄傲，谎言等等，但最主要是指拜偶像。所以先

知说“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 

到了黎明，有可能是指神的审判的临到。因为圣经经常用光指神的公义，而黎明正是光开始照耀

的时候。 

以色列的王，这里不仅仅是指政治上的统治者，也是指异教中的偶像，我们也可以引申为以色列

心里所依靠的，以至于他们会因为觉得自己有依靠而离弃神的东西。 

神说这一切都要全然灭绝。历史也果然是这样发上了。 

在这一章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偏行己到，最后自食恶果。神不要他的子民三心二意，他要彻底

的拆毁一切以色列所依靠势力才能，完全清楚所有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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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很大的警醒。我们教会读书小组正在读的书《读经的艺术》（简体字翻

译成《圣经导读》）里面，圣经权威斯图尔特（Stuart）教授，在第五章一开始告诉读者：“如

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旧约就是你的属灵历史。”我们中国人有以史为鉴的传统。愿我们在读这一

卷书的时候都能看见拜偶像对我们的危害是多么的可怕，神是多么的恨恶罪。求神光照我们，让

我们能看见自己心中的偶像，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 

 

课后作业及提醒： 

1, 阅读第十一章 

2, 以法莲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哪里？是什么意思？原文是什么意思？我们会在学习第 13 章的时候一起讨

论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