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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知书

第一组：亚述盛兴时期的小先知书1.何西阿书

作者：何西阿, 犹太传统可靠，犹太拉比传

统「皆接受十二小先知为原来先知书所著

成的）。

日期：715－710B.C.
地点：撒玛利亚与耶路撒冷。

目的：指出以色列如淫妇背弃神，但神如

何以慈绳爱索把他们牵引回来。

主旨：以色列的悖逆（以色列神之慈爱）

历史背景：

何西阿（意：救恩）是北国的一位先知，与

另一位北国先知阿摩司和南国的以赛亚及

弥赛亚及弥迦为同时代的人。这二北二南

四先知为著书先知时期的黄金时期，而他

们也被誉为主前第八世纪时期的「四金喉」

成「黄金四合唱」（Golden Quartet）。何

西阿的身世无人知晓，唯他的信息与南为

的耶利米遥遥相应。耶利米特斥责犹大离

弃神，奔向灭亡之途（586B.C）；何西阿特

斥责以色列离弃神，奔向灭亡之途

（722B.C.），故他被称为「北国之耶利

米」。在耶利米书内，耶利米为耶路撒冷

哀哭；在何西阿书内，耶和华为撒玛利亚

哀哭，故此书亦称为「耶和华哀歌」。

当他蒙召事奉时，其国在耶罗波安二世领导下欣

欣向荣。国富日强的以色列便日渐忘记使它富

强的神，反而崇拜偶像，行属灵的邪淫而引致

肉身的淫邪，堕落在不顾廉耻的生活中。故到

耶罗波安二世死后，其国之淫邪高涨不可收拾，

国势一面倒的奔向灭亡。

比加与大马色的利汛联盟攻打犹大，犹大向亚

述求援，亚述大军到来解围，却趁机会灭了大

马色（732B.C.）。是时比加给何细亚暗杀夺位，

窃位后他一边重重进贡亚述，一边与埃及沟通

反叛，结果亚述重来以色列境，轻而易举的灭

了撒玛利亚（722B.C.）。

何西阿处在那样动荡不安的时代；国际方面，国

家岌岌可危，随时受外敌所灭绝；国家方面，

在位有权者争权夺利，互相暗杀，永无宁日；

宗教方面，崇偶之风一时无两；神会方面，公

义失踪，强权夺理；道德方面，禽兽不如，国

家之领袖如君王、祭司，朋比为奸，国势如熟

透之夏果，一触即毁，神的审判在眉前。

北国被亡后，何西阿转到南国事奉，故他的前半

期与阿摩司同时，后半期与以赛亚、弥迦同时。

他在北国时受神命娶淫妇为妻，生下三子女，

替他们取了预表性的名字，以示神定意施审判；

但亦藉着娶淫妇为妻之事，暗示神对其国家仍

有极深厚的慈爱。他的事奉一直维持到南国希

西家（715-686B.C.）的早年，共约四十多年之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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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一、个人历史（1－3）
（不贞妻子与忠贞丈夫）

A.第一次婚娶＝1－2
B.第二次婚娶＝3
二、国家历史（4－14）
（不贞国家与忠信之神）

A.以色列的罪行＝4－7.
B.以色列的审判＝8－10
C.以色列的复原＝11－14

摘要：

何西阿书为神向以色列之「情书」，全书是以「荡妇

回家」之故事指出神对他子民内心的矛盾，那是一

种爱恨交织的情绪；一面是神的管教，一面是「打

在儿身」，一面是「痛在娘心」；一面是神憎恨他

子民的悖逆，一面神却说「我怜爱大大发动」（11：8）；一面是「我必弃绝他们」（9：17），一面是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11：8）；一

面「嫉恨如阴间之残忍」，一面「爱情如死之坚

强」；因为爱之愈深，必望之愈切。举凡爱（夫妇

或父母），莫不是此矛盾心理，从书内可看到神爱

世人之爱就是「死心塌地」之爱。

本书可分为二大段，首段（1－3章）论个人的历史；

次段（4－14章）论国家历史，两段前后呼应。作

者以自己个人家庭之悲剧反映国家与神之关系也同

样的破碎。

一、个人历史（1－3章）

本书开启作者自述其家庭之悲剧。神初次命令便

要他娶一淫妇为妻，这事着实令人费解，为何

圣洁的神要人做一件不合伦理道德的事呢？据

经学家之释辩，歌篾在当时不是淫妇，但在她

的性情里却蕴有不忠贞于丈夫之本质（注33）。

神选中歌篾的原意是，藉着她将来的不贞，显

出以色列对神的关系，故把她称为「淫妇歌

篾」。于是何西阿毫无埋怨的顺服把歌蔑迎娶

过来（1：1－3）。

何西何与歌蔑所生的孩子均取了象征性的名字；1）
耶利列－－预指神必拔出与分散百姓；2）罗路

哈玛－－不蒙怜悯；3）罗阿米－－非我民；这

些名均象征神对以色列淫行之审判（1：4－9）。

在此作者首记神在审判后又立即迫不及待的宣

告以色列将来的复兴（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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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篾果真浪漫成性，不安于室，移情别恋，不久

就淫奔与别人苟合起来，何西阿的伤痛无人同

情，然而神同情他；但神的伤痛又有谁同情呢？

何西阿见此情形于是便大声疾呼，斥责百姓所

犯的罪如淫奔之罪（2：1－13）；但他毕竟也

是爱民之先知，象神样式般斥责后，也迫不及

待的宣告他们将来复兴（2：14－23）。

神第二次命何西阿把淫奔出走的歌蔑找回，淫奔

后的歌篾沦落为卖给人之奴隶。这人尽可夫之

女人本是无可救药，但神还叫何西阿忍耐她，

眷爱她。何西阿以无比的大爱及付重价把她赎

回（3：1－3），亦把握机会宣告以色列将来

的复兴（3：4－5）。

二、国家历史（4－14章）

由第4章至书末，作者以自己的个人经验为主

证道，故此大段所记的不是按年代年传的

信息集。但按主题论，此段可分三大点，

逐点证明以色列腐烂的光景与受神公义之

审判，但却没隐藏神向他们所要施的慈爱，

分述如下：

A.斥责以色列的罪行（4－7章）－－作者在

此段如数家珍似的，点数以色列的罪行，

在神的圣洁中这些应有尽有的罪孽必受责

罚。

1.以色列之罪行（4章）－－这章数算以色列之

不义与神的圣洁成了一强烈对比，亦呼唤他们

悔改。

2.耶和华之忿怒（5章）－－此章如一法庭森严

之景象，作者唤以色列前来听审，因他们年犯

之罪触惹神怒，审判已在眉间。

3.以色列之伪悔（6章）－－作者呼民悔改罪行，

归向真神，不要持续虚伪的悔过。

4.以色列之真理（7章）－－此篇讲道直揭开以

色列之假面孔，他们一边追求神，一边崇拜偶

像；一边求福，一边悖逆（参7：13－16，注

意：「虽」、「却」、「并不」、「乃在」、

「仍然」、「竟」、「却不」等字）。

B.宣告以色列的审判（8－10章）－－此段宣告

以色列所受的审判是公义的，因审判他们的

是圣洁的神。

1.审判的宣告（8章）－－这篇信息宣告他们违

背神的约，干犯神的律法为审判之主因（8：1），及其他极其可憎之罪。

2.审判的方法（9章）－－审判宣告后，作者宣

告审判之方法乃是被掳到外邦异族境地去（9：1，7）：在那里没有圣殿，没有祭祀，那是

降罚的日子（9：7）。

3.审判的效果（10章）－－审判的效果是要百

姓知罚认罪，寻求神的公义（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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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预言以色列的复原（11－14章）－－本书最后一段无疑

是黑暗中之曙光，是责打中之安慰，也是先知书内另

一面的性质。

1.以色列的过去（11章）－－此章论以色列的过去是蒙

爱的历史。他们在年幼时便已蒙神所爱，从埃及出来

成为良善的国度，与神的关系如同「父子」，享受父

神之疼爱（11：1）。因此神的怜爱既已大大发动（11：8b）,怎能舍弃他的子民，永远弃绝他们呢（11；8a）？

这里先知摸到神内心深处之痛患，故他据此向神求转

回之恩。

2.以色列的现在（12－13章）－－以色列的现在是「追

赶东风」（12：1），离弃真神，破坏神约，与亚述及

埃及立约。他们是如雅各般行诡计的百姓（12：3），

如行不义之商人（12：7）；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13：11）。他们靠「东风」，神就用「东风」（指亚述）

向他们刮来（13：15），审判他们（13：15－16）。

3.以色列的将来（14章）－－以色列的过去是蒙爱

的，以色列的现在是黑暗的，但以色列的将来是

光明的。作者先向他们呼叫归回神之怜爱（14：1
－3），再预言将来神眷顾他们后之祝福（14：4
－9）。神打伤后必缠里、医治、转消怒气，如甘

露向他们，使他们如百合花（盛春之花）开放，

如利巴嫩树之坚强，如橄榄树之馨香，如葡萄树

之累果，如五谷之盛熟，如松柏之青翠耐寒，这

是神的祝福，何等恩慈的祝福，那么深厚的祝福，

我们怎能自甘堕落舍弃呢？

何西阿书是神的心向我们表露敞开，他已把自己的

心挖出来给人看，但愿万世的信徒与神「心心相

印」！

2.约珥书

作者：约珥。

日期：835－795 B.C.。
地点：耶路撒冷。

目的：藉着蝗灾指出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快要

临近，若不悔改，其「审判之灾」比蝗灾

更甚。

主题：耶和华的日子。

历史背景：

约珥（意：耶和华是神；参王上18：39）是（大小）

先知中数一数二最早的先知，他的身世无人知晓，

从其书中只知他是南国先知，也许是耶路撒冷人

（参1：9；2：15－17，23，32，3：1），因他

对圣殿与祭祀之律颇详，故有人臆测他是祭司之

后，但此说无法证实。因他的预言部分在五旬节

日圣灵降临时应验（徒2：16－21），故他被称

为「五旬节先知」。

约珥的事奉期间正是南国约阿施在位时，故他年轻

时必认识以利亚及以利沙。这两位先知所传「审

判的信息」，定在他身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他

的信息也是极富严历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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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约珥还年幼时，犹大国的亚哈谢之父约兰是亚

哈之女婿（北国亚哈王之孙），与其外祖（亚

哈）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王下8：27），亚哈的将军耶户造反，先杀了当时在位

亚哈王之子约兰，再杀了亚哈谢（王下9；21
－28）。亚哈谢之母亚他利雅本是以色列王之

后裔，也是亚哈与耶洗别之女（王下8：26），

此人凶悍毒辣，见其子死后便起来意图剿灭犹

大皇室，但亚哈谢之妹约示巴把亚哈谢之子约

阿施从被杀的众王子中抢救出来，藏在神的殿

中，给其效忠皇室之姑丈，亦即是时的大祭司

耶何耶大保护及教养凡六年之久。于第七年后

才拥立他为王，并清算了亚他利雅的罪行，那

时（835B.C.）约阿施才七岁（王下11章）。

约珥蒙召作先知时约是约阿施被藏在神殿内的那

段年日中，因此在他的书内没有提到什么王在

位的名字。后来，约阿施也是在大祭司耶何耶

大的忠谏下秉政，故此释明其书内缺提王的名

字，也解释为何充满祭司术语之因。

由此可见约珥传道的时代是恶后亚他利雅称霸之

时代，是时有一极历害之蝗灾（注34），其损

毁力前所未有。灾情之惨重无以复加，有如野

火燎原，无微不至，尤趁风威，如入无人之境，

是一埸空前绝后的浩劫。约珥看到蝗灾之祸与

将来神向犹大所施之审判有极相似的地方，故

他把神给他的启示记录下来，提醒国人藉悔改

求死里逃生。

摘要：

约珥蒙召时处在亚他利雅篡政时代，那是偶

像林立（王下11：18），强权夺理，罪恶

昭彰的时代，神忿怒的审判已在眉前，故

本书的信息充满极严历审判性的语调。

本书可分二部，前部（1章）是历史事迹，记

当时国家所受蝗灾之蹂躏，其可怕之程度

与将来神施审判时之情形相仿；后部（2－3章）是预言讲道，记将来神审判以色列与

万国之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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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蝗灾的日子）（1章）

本书开启记约珥趁一场使全地大蒙损失的蝗灾而

大声疾呼，向四种人呼叫悔改归向神才能逃避

将来更大的审判：（1）老年人（1：2）国中

的长老；（2）酒醉的人（1：5）国中醉生梦

死的人；（3）农夫（1：11）国中之平民；

（4）祭司（1：13）国中之宗教领袖；这些都

是国内各等人物需要悔改的类型。约珥要他们

注意蝗灾的毁坏力是何等的惊人：「剪虫、蝗

虫、蝻子、蚂蚱」（1：4）全是蝗虫的四个生

长过程，表示这次蝗灾的长期性与严重性（1：2－14），也指出蝗灾后地土荒凉之情景，五谷

毁坏，树林枯干，牲畜哀呜，喜乐消逝（1；16
－20）。约珥在整段记载之目的乃指出蝗灾是

神直接审判当时在犹大地之罪行，若不悔改，

必招惹更大的审判（参1：2，13－15）。

二、预言（审判的日子）（2－3章）

从第2 章开始，约珥以先知的眼光揭

露这更大审判称为「耶和华的日子」

（2：1），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

约珥在启示这日子的来临时，他先

预言这「日子」对犹大的关系（2
章），再预言这「日子」对外邦国

的关系（3章）。

在第2 章里，约珥在三方面写「耶和

华的日子」与以色列的关系：

A.耶和华日子之来临（2：1－11）
约珥藉着第1 章所述之蝗灾喻将来「耶和华

的日子」来临时也如同蝗灾。他形容「耶

和华的日子」的性质，那是审判的日子

（「黑暗」、「幽冥」、「乌黑」、「如

火烧成」、「如火焰烧尽」〔2：1－3〕）：

再形容审判时的情形（2：4－11）：蝗虫

虽小，但在神的命令中却成为强盛者（2：11），如精选的战士（2：6）通行无阻（2：8），将来神的审判也是如此。

B.耶和华慈声的呼唤（2：12－17）
约珥藉着蝗灾提醒犹大民众二方面的教训：（1）在神手中

成就神命的，虽弱如蝗虫，只要顺服神的命令，便会成为

强盛惭军队，任何强敌都不必惧怕：（2）现今之蝗灾已

有如此之摧毁力，将来神的灾难临到更加无法可逃，若不

悔改，神的审判便加速来到。

因此约珥立即传神慈声呼唤他们的信息，这信息分二点：

（1）神呼唤悔改（2：12－14）神要他们真心悔改

（「撕裂心肠」），不要习惯式虚假的悔改（「撕裂衣

服」）；（2）约珥的呼唤悔改（2：15－17）约珥随神

的呼唤自己也呼唤他们任何人（「众民」、「长老」、

「孩童」、「吃奶的」、「新娘」、「新妇」、「祭司」）

也要悔改，这「个人集体」式的悔改才使神要降的灾收回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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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耶和华命定的祝福（2：18－32）
约珥记述神呼唤百姓悔改后，随即预言因悔改而蒙的祝福。

在这段祝福的预言里，约珥在四方面宣告将来的福分：

（1）赶除强敌（2：18－20）神预告将来他必把他们的

强敌赶尽杀绝（2：20），必赐给他们四境平安，得享饱

足（2：18－19）；（2）地境丰沃（2：21－27）一切的

荒凉必回复原形，且比前更丰沃万倍；（3）浇灌圣灵（2：28－29）神丰盛的祝福超过人所想象，他还应许赐下圣

灵，使男女老幼都能得着先知见异象之恩赐，也是说神特

殊的恩典在后来的日子必广施沛降给地上归他的人（按其

他经文补充，这是指将来有一新的纪元出现，亦即教会时

期，而延及灾难时期；参赛44：3；结39：29；亚12：10；
徒2：17）；（4）应许拯救（2：30－32）在后来的日子

中就是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时，神必在「天上地

下」显出奇事，日月变色，那时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蒙主拯

救，尤指以色列人更蒙神的拯救。

约珥释放「耶和华的日子」与以色列的关系后，

继续他预言「耶和华的日子」与外邦国的关系

（3章），在此他以三点引述他的主题：A.列邦的聚集（3：1－8）
在上章里，约珥的眼目从当时的世代直看到末日

的世代：上章的结束是灾难时期的景象，今章

再启示灾难时期及灾难后之景象。

灾难时期开始，神必使选民归回，也必聚集外邦

万国到「审判谷」（「约沙法谷」之字意）

（3：1－2a）受审判，其因清楚显明，乃是他

们对「神的产业」（以色列国）曾施痛苦的迫

害（3：2b－6），故先知在此神预言列邦将来

要受之审判（3：7－8）。

B.审判的降临（3：9－17）
神宣告外邦国要受审判后便在此描述他们受

审判的情形；那时地上的列国皆在「断定

谷」（即「约沙法谷」）断定他们要受的

判罚，因他们的「罪恶甚大」（3：13b），

故神的审判如已熟的庄稼，满溢的酒池（3：13a），要收割了，要收取了。

在此约珥宣告神审判降临时之可怕情景，也

宣告选民国在他手中得蒙保守（3：16－17）。

C.末后的祝福（3：18－21）
灾难期过后，神为他自己的选民国施行报复完毕便向

他们厚施恩泽，这是一片祥和、丰足、禧春之景象，

可说是「万象更新」，因这是千禧年国之景色，可

见神在末后的祝福是何等的丰硕富腴。

约珥是一个从历史中看到教训的人，也能从历史中看

到神的动向。他看到「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

畏的日子」，故使他传道的勇气倍增。初期教会亦

然，他们相信主再来的日子临近，所以格外热心，

殷勤工作。但现今普世教会属灵冷淡，贪爱世界，

忘记主再来之迫近，甚至很多信徒巴不得主不再来。

唯愿约珥的信息再次复兴现今信徒的灵性，看到约

珥所看到的异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