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phet Hosea 13-11-2018 1 

歐瑟亞先知 (Prophet Hosea) 
選讀：1:1-9; 2:1-3, 16-25; 3:1-5婚姻隱喻 

         11:1-11親子隱喻 
 

李子忠 
 
歐瑟亞屬十二小先知，是北國以色列最後期的先知之一（約公元前740-722），

與亞毛斯和南國的依撒意亞同時代。所謂「小先知」是指其著作的長短而論

（全書共14章197節）。歐瑟亞的希伯來名字是 [;veAh Hoshea，與耶穌 [:Wvy> 
Yeshua，若蘇厄 [;WvAhy> Yehoshuam，依撒意亞 Why"[.v;y> Yeshayahu 相類似，意即

「上主拯救」（都是同一字的衍生詞）。由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本人喜好農

業，及熱愛大自然，因爲他作類比和寓意的取材，幾乎完全出自大自然界。 
 
本書很明顯的分爲前後兩編：前編（1-3）講述先知與淫婦結婚的象徵意義；後

編（4-14）記述先知的神諭：先知再三痛責以民道德的墮落，宗教及政治的混

亂，並預言天主必降嚴罰警戒他們；同時卻也指出天主富於慈愛，深願他們改

惡遷善，如此天主必將以更豐厚的仁慈，使他們復興。 
 
本書的主題即在於闡明上主對自己的選民的愛。先知爲說明這點，引用了兩個

比喻：一個最普遍而又最透徹的是婚姻的比喻，即夫妻的愛，夫妻的關係⎯⎯

上主比作丈夫，以選民爲妻子（2:18）。另一個比喻就是父子關係⎯⎯上主爲慈

父，選民爲愛子（11:1）。 
 
 
1）歐 1:1-9; 2:1-3, 16-25; 3:1-5婚姻隱喻 
 
1:2上主開始藉歐瑟亞發言時，上主對歐瑟亞說：「你去娶一個娼婦為妻，讓她

生淫亂的子女，因為此地淫亂放蕩，背離了上主。3 歐瑟亞便去娶了狄布拉因的

女兒哥默爾為妻；她懷孕，給他生了一個兒子。4 上主對歐瑟亞說：「你要給他

起名叫依次勒耳，因為過不久，我要向耶胡家追討依次勒耳的血債，要消滅以

色列家的王室。5 到那一天，我必要在依次勒耳山谷折斷以色列的弓。」6 哥默
爾再懷孕，生了一個女兒，上主對歐瑟亞說：「你給她起名叫羅魯阿瑪（不蒙

愛憐者），因為我不再愛憐以色列家，以致我不再寬宥他們。7 但我要愛憐猶大
家族，要拯救他們，因為我上主是他們的天主；但是我不以弓弩、刀劍、戰

爭、戰馬和騎士拯救他們。8 羅魯阿瑪斷奶之後，哥默爾又懷孕，生了一個兒
子。9 上主說：「你給他起名叫羅阿米（非我人民），因為你們已不是我的人

民，我已也不是你們的上主。」  
 

2:16為此，看，我要誘導她，領她到曠野和她談心。17從此我仍要將她的葡萄園

賜給她，仍將阿苛爾山谷作為她的希望之門：她要上到那裡，就如她幼年時，

就如她從埃及地上來的那一天一樣。18到那一天──上主的斷語──她要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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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依士」（我的丈夫），不再稱呼我為「巴里」（我主）。19我必要從她

的口中把巴耳的名號除掉，使他們再也不提起他們的名字。20到那一天，為了

他們，我要同田間的野獸，天空的飛鳥和地上的爬蟲訂立盟約，並且我要從地

上將弓弩、刀劍和戰爭毀滅，使他們安居樂業。21我要永遠聘娶你，以正義、

公平、慈愛、憐憫聘娶你；22以忠實聘娶你，使你認識我是上主。23到那一天，

我必要應允──上主的斷語──我要應允高天，高天要應允大地，24大地要應

允五穀、酒、油，五穀、酒、油也要應允依次勒耳。25我要為我把她種在這地

上，我要愛憐羅魯阿瑪（不蒙愛憐者），我要對羅阿米（非我人民）說：「你

是我的人民。」而她要說：「你是我的天主。」 
2:1以色列子民的數目將如海邊的沙粒，不可斗量，不可勝數；在那裡人曾對他

們說：「你們不是我的人民。」在那裡人也要對他們說：「你們是永生天主的

子女。」2 猶大子民和以色列子民將聚在一起，要為自己選定一個首領；他們要
由此地擴展，因為依次勒耳的日子要成為偉大的。3 你們稱呼你們的弟兄為「我
的人民」罷！稱呼你們的姊妹為「蒙受愛憐者」罷！  
   
3:1	 上主對我說：「你再去愛那個另有新歡的淫婦，就如我還是愛慕以色列子民

一樣；雖然他們轉向了別的神，愛上了葡萄乾餅。」2	 我就用十五塊銀錢，一

『荷默爾』零一『肋特客』大麥，把她給我再買回來。3	 然後對她說：「你要為

我安心多住些時日，不要行淫，不要屬於任何人；我對你也是這樣。」4	 因為

以色列子民也將好些日子沒有君王，沒有首領、沒有祭獻，沒有柱像，沒有

『厄弗得』，沒有『忒辣芬』。5	 此後以色列子民將要回轉過來，尋求上主他們

的天主，和他們的君王達味；到末日，他們必要戰戰兢兢地奔向上主，來分享

他的美物。	  

 
 
本段 2:16-25 講天主慈愛的盟約，要明白這一段必須先看看 1:2-9 所敘述的故

事，這與先知的婚姻生活有關。天主命他娶一個放蕩的女子哥默爾為妻，讓他

經歷妻子不忠的痛苦，並以她所生的三個子女，預示以色列民的遭遇：以民如

何因為不義（長子依次勒耳），而成了不蒙天主愛憐者（次女羅魯阿瑪），及不

再是天主的人民（三子羅阿米）。 
 
2:4-15 是以民不忠的歷史縮影，這一一已在先知的家庭生活中暗示了。但這並

不是以民的終局，因為天主要再次憐憫祂的人民，為他們重訂一個愛的盟約

（2:16-25）。按許多學者的意見，2:1-3 原位於本章的結尾部分，跟在 2:25 後

面。而 3:1-5 是第一章內先知家庭遭遇的續編。我們現按以下次序讀這三章：

1:2-9 先知的婚姻及子女；2:4-15 以民因不忠遭天主懲罰；2:16-25 預告天主重新

憐愛以民；2:1-3 以民重獲天主愛憐；3:1-5 先知重新與不忠的妻子和好。 
 
v「你去娶一個娼婦為妻…⋯…⋯歐瑟亞便去娶了哥默爾為妻」（1:2-3）──此處

所謂「娼婦」（~ynIWnz> tv,ae ’eshet zenunim），未必指她以賣淫為業，也可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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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婚後不貞，或嗜愛參與邪神敬禮和連帶的淫亂行為，因為外教敬禮屢以行淫

來敬禮豐產和生育的神祇。 

 

v「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再懷孕，生了一個女兒…⋯…⋯又懷孕，生了一個兒

子」（1:3,6,8）──先知與哥默爾婚後，哥默爾「為他生了一個兒子」，明顯

是她與先知所生；但其後所生的並沒有說「給他生了」，似乎暗示他們可能是

淫亂所生，正如1:2所說的「讓她生淫亂的子女」。 

 

v「你要給他起名叫依次勒耳…⋯…⋯羅魯阿瑪…⋯…⋯羅阿米」（1:4,6,9）──先知

三個子女的名字具有象徵意義： 

－「依次勒耳」（la[,r>z>yI yizre‛e’l）原有「天主播種」之意，現卻取其歷

史典故，指戰事頻生，血債纍纍的谷地，尤指耶胡因殘殺流血而獲得的王

權，及他的王朝應受的報復（列下9:1-10; 10:1-17; 17:3-6）。 

－「羅魯阿瑪」（hm'x'rU al{ lo’-ruḥama）意即「不蒙愛憐者」。「愛憐」

常與「仁慈」（ds,x, ḥesed）連在一起，表示天主永恆不變的愛，尤其是

標誌着天主與選民的盟約的愛（詠103:4）。 

－「羅阿米」（yMi[; al{ lo’-‛ammi）意即「非我人民」。這是廢除盟約的

話，因以色列常不守盟約，所以天主一方便沒有守約的義務。但正如婚約

中的「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天主要同以民重訂新盟約時彼此

要說：「你是我的人民…⋯…⋯你是我的天主」（1:9） 

 
v「我要誘導她」（2:16）──先知此處用了一個很強烈的字眼「引誘」（希

伯來動詞 htP patah），思高版為免不雅，改用較正面的「誘導」。這動詞在

出22:15是指引誘未訂婚的處女，為與她同睡；在列上22:20-22則指唆使別人。

先知用這動詞是要說明，天主要用盡一切方法令以民回頭。若以丈夫比擬天

主，以不忠的妻子比作選民，那麼天主要設盡辦法，引她回想初戀的甜蜜，好

能喚起她回心轉意，重投上主的懷抱。 

 
v「領她到曠野和她談心」（2:16）──選民離埃及後在曠野生活的時期，一

心依附上主，沒有別的神，好比天主與選民的初戀時期。故此天主要領她重回

曠野，與她談心。  
 
v「將阿苛爾山谷作為她的希望之門」（2:17）──阿苛爾（Achor）山谷與以

民在若蘇厄領導下進入許地的事蹟有關，阿干（Achan）因為貪圖應獻予上主

的戰利品而令以色列人在戰役中慘敗，結果被查出並在阿苛爾山谷受處決（蘇

7）。自此阿苛爾山谷便成了詛咒的象徵。但天主領充軍回國時，再一次要經過

這地，並把它變成進入許地的「希望之門」（hw"q.Ti xt;P, petaḥ tiqwa）。（以色列

復國後，在臨海地帶建立了新城佩塔提克瓦 Petaḥ Tiqwa，人口約二十萬，喻意

經歷約二千年後回國，穿過新的「希望之門」。） 
 



Prophet Hosea 13-11-2018 4 

v「她要上到那裡，就如她幼年時，就如她從埃及地上來…⋯」（2:17）──出埃

及在曠野四十年的流浪生活，被視為以色列的年幼時期，是她與天主一起的初

戀時期。耶肋米亞先知也有同樣看法：「我憶起你年輕時的熱情，你訂婚時戀

愛；那時妳在曠野裡，在未耕種的地上追隨了我」（耶2:2）。 

 
v「依士、巴耳、巴里」（2:18-19）──希伯來文 vyai ’ish 和 hV'ai ’isha 意即

「男人、丈夫」及「女人、妻子」（參看創2:23「她應稱為女人（hV'ai ’isha），
因為是由男人（vyai ’ish）取出的」；3:20「亞當給自己的妻子（hV'ai ’isha）起
名叫厄娃」）。「依士」（yviyai ’ishi）即「我的丈夫」，是夫妻間親切的稱謂。但在

古代以色列男性社會中，妻子有時被視為丈夫的所有物，丈夫遂成了妻子的

「主人」（巴耳 l[;B; ba‛al），而「巴里」（yli[.B; ba‛li）意即「我的丈夫」。天主

不 准 以 色 列 再 稱 祂 為 「 巴 里 」 有 兩 個 原 因 ： 天 主 對 選 民 自 稱 「 丈 夫 」

（vyai ’ish），充滿慈愛和憐憫，不以「主人」（l[;B; ba‛al）自居；其次，「巴

里」這稱呼與客納罕人所敬拜的「巴耳」（l[;B; ba‛al）邪神同名，為此天主

說：「我必要從她的口中把巴耳的名號除掉」（19），即不准他們再呼號巴耳邪神

的名、膜拜和獻祭。 
 
v「我要同野獸、飛鳥、爬蟲…⋯訂立盟約」（2:20）──天主與選民重訂盟

約，包括整個宇宙萬物，回復到創造之初的境界。人與天主和好，使人也與萬

物和好。 
 
v「正義、公平、慈愛、憐憫、忠實」（2:21-22）──這些都是天主的屬性

（attributes: 正義 qd,c, zedeq、公平 jP'v.mi mishpat、慈愛 ds,x, ḥesed、憐憫 ~ymix]r; 
raḥamim、忠實 hn"Wma/ ’emunah）。如今天主以自己的屬性（即祂自己）作為聘

禮，聘取以色列。 
 
v「認識上主」（2:22）──聖經上的「認識」，尤指一種深入的體驗，而非一

種理性上的認知；這是一種實際的生活關係，具有深遠的後果。認識某人，是

說與某人建立起人際關係；這關係能有各種形式和不同的程度。「認識」這個詞

在聖經中可以表示親密的家庭關係，也指夫妻（行房）的關係（參看創4:1「亞

當認識了自己的妻子厄娃，厄娃懷了孕，生了加音。」又見路1:34「瑪利亞便

向天使說：『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與天主結盟是完全另一種

認識天主的方式，在盟約中以民被引進與天主親密的關係中。 
 
「認識上主」是歐瑟亞先知不斷作的呼籲：「讓我們認識上主，讓我們努力認識

上主！」（6:3）。以民自以為認識上主，卻是自欺：「他們呼喊我說：『以色列的

天主！我們認識你！』但以色列拋棄了善」（8:2）。因為他們和上主的關係，只

限於一種表面而又形式化的關係；而真正的認識上主，必定貫穿人心，而且實

現在實際生活裏，正如天主藉先知的口所說的：「因為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喜

歡人認識天主勝過全燔祭」（6:6）。 
 
v「應允高天、大地、五穀、酒、油」（2:23-24）──以色列民進入客納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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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遊牧變為農耕生活，天氣變化、雨水，以及五穀等農產，與以民生活息息相

關，同時亦引致逐漸離棄上主，效法當地居民敬拜巴耳，以求風調雨順、五穀

豐登。天主遂徵罰他們，拿走一切他們認為是巴耳的恩賜。如今，天主與以民

重訂盟約，再次賞賜大地出產。 
 
v「應允依次勒耳…我要把她種在這地上」（2:24-25）──依次勒耳（la[,r>z>yI 

yizre‛e’l ）意即「天主播種」，意謂天主要在許地上再次建立新的以色列選民。 
 
v「我要愛憐羅魯阿瑪」（2:25）──羅魯阿瑪（hm'x'rU al{ lo’-ruḥama）意即不

蒙憐愛者，如今被天主易名為「魯阿瑪」（hm'x'rU ruḥama），即天主所憐愛者。

（註：希伯來文 al{ lo’ 是否定的意思） 
 
v「對羅阿米說：你是我的人民」（2:25）──羅阿米（yMi[; al{ lo’-‛ammi）意

即「非我人民」，如今被天主易名為「阿米」（yMi[; ‛ammi），即我（=天主）的人

民。改變名字，就是改變與天主的關係，重新成為祂的選民。 
 
v「你是我的天主」（2:25）──「你是我的人民…⋯…⋯你是我的天主」這是盟約

的話，猶如婚約的「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 
 
v「你再去愛那個另有新歡的淫婦」（3:1）──先知奉命贖回他的淫婦，與她

重修舊好，是說明天主仍愛以民。「我就用十五塊銀錢，一『荷默爾』零一『肋

特客』大麥，把她給我再買回來」即等於收買一個奴婢的價錢（出21:32）。一

「荷默爾」約合260公升，「肋特客」是半「荷默爾」，此處即340公升大麥。先

知要把哥默爾贖回來，可能她已獻身作廟妓。  
 
 

*****     *****     ***** 
 
 
v 聖保祿在羅馬書中論及天主的召選時，曾引用了歐 2:1-3,25，指出天主的旨

意，是叫外邦人蒙召進入基督的神國。「（天主）把他那豐富的光榮，在那些他

早已準備好，為進入光榮而蒙憐憫的器皿身上彰顯出來，又有什麼不可呢？這

些器皿就是我們這些不但從猶太人中，而且也從外邦人中被天主所寵召的人。

這正如天主在歐瑟亞書中所說的：『我要叫「非我人民」為「我的人民」，又叫

「不蒙愛憐者」為「蒙愛憐者」；人在那裡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人民，在同

樣的地方，他們要被稱為永生天主的子女。』論到以色列，依撒意亞卻呼喊

說：『以色列民的數目雖然多如海沙，唯有殘存者要蒙受救恩，因為上主在大地

上，要徹底迅速完成他的判決』」（羅 9:23-28）。 
 
v 伯前2:10也指基督信友是先知所預言的新選民：「你們從前不是天主的子民

（= Lo’-‛Ammi），如今卻是天主的子民（= ‛Ammi）；從前沒有蒙受愛憐（= Lo’-
Ruḥama），如今卻蒙受了愛憐（= Ruḥ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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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歐 11:1-11   親子的隱喻－我的五內已感動  
 
11:1當以色列尚在童年時，我就愛了他；從在埃及時，我就召叫他為我的兒子。
2可是我越呼喚他們，他們越遠離我，去給巴耳獻祭，向偶像進香。3是我教了

厄弗辣因邁步，雙臂抱著他們，但他們卻不理會是我照顧了他們。4是我用仁慈

的繩索，愛情的帶子牽著他們，我對他們有如高舉嬰兒到自己面頰的慈親，俯

身餵養他們。5他們卻要返回埃及地，要亞述作他們的君王，因為他們拒絕歸依

我。6 刀劍必要在他們的城中橫行，殺絕他們的子女，在他們的堡壘中吞噬他

們。7我的百姓因著自己的叛逆使我厭煩了；為此上主給他們指定應負的重軛，

因為他已不再憐惜他們。8厄弗辣因！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我怎能拋掉你？

我怎能使你如同阿德瑪，待你如同責波殷？我的心已轉變，我的五內已感動；
9我不再按我的盛怒行事，不再毀滅厄弗辣因，因為我是天主而不是人，是在你

中間的聖者，而不是伏於城門的仇敵。10的確，他們必要追隨上主，他要像獅

子吼叫；他一吼叫，他的子女便要從西方急速歸來，11 猶如飛鳥由埃及急速飛

來，猶如鴿子從亞述飛來；我要使他們安居在他們的家中──上主的斷語。	 	 

	 
 

歐瑟亞除以他的婚姻生活（1-3），親自體驗到天主與以民締結的「婚約」，由於

百姓的背約失信，而受到的輕慢；故此天主的懲罰是公平合理的。本章節

（11:1-11）先知更以親子之情來表達天主對以民的愛，預表天主將再以慈悲來

憐憫不忠貞的百姓，且由充軍之地召回他們（11:10-11），與他們重新訂立永遠

的新盟約。 

 
總括來說，歐瑟亞帶給人民的信息是一貫的，即天主對以民始終如一的憐愛，

而所用的隱喻卻由夫妻的關係（1-3 章），轉到了親子的關係（1:1-11）。眾先知

當中，少有如歐瑟亞一樣，能深入探究天主的心思，把天主心中最深藏的意

念，表露無遺：「我的五內已感動」，這是天主最人性化的描述，感人之至。 

 

v「當以色列尚在童年時，我就愛了他；從在埃及時，我就召叫他為我的兒

子」（11:1）——以色列由在埃及為奴開始，直至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就像一

個孩子逐漸長大成人一樣。在埃及時，他就好比一個幼兒，即謂尚未成國家，

上主便鍾愛了他，召叫他為自己的兒子，正如上主曾命梅瑟說：「你要對法郎

說：上主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長子」（出 4:22）。耶肋米亞也指出：「厄弗辣因

豈不是我的寵兒，我鍾愛的嬌子？」（耶 31:20） 
 
「從在埃及時，我就召叫他為我的兒子」一句，希臘七十賢士譯本作：「我從埃

及召叫了他（＝以色列）的兒子們」（kai. evx Aivgu,ptou meteka,lesa ta. te,kna 

auvtou/）。也有譯作：「我從埃及地召叫了我的兒子。」在新約作者的眼中，這正

好預示聖家逃亡埃及後，天主召喚自己的唯一聖子耶穌從埃及回來。為此瑪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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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說：「這就應驗了上主藉（歐瑟亞）先知所說的話：我從埃及召回了我的兒

子」（2:15）。 
 

v「可是我越呼喚他們，他們越遠離我，去給巴耳獻祭，向偶像進香」

（11:2）——拯救以色列脫離埃及，是這位慈父對愛子的慈愛表現，是這親子

關係的重要里程，亦成了以色列的「召叫」，以色列原應以愛還愛，作個孝順

的兒子。可是他卻是個任性的孩子，越呼喚他，他就越遠離慈父，「去給巴耳

獻祭，向偶像進香」。 

 

客納罕人奉行多神崇拜，認為每一地方都有一位神明主宰，通稱為「巴耳」

（l[;B; ba‛al），頗像中國民間的「土地神」。巴耳敬禮首次滲入以民是進入許地

前，有人在摩阿布地方參與巴耳的祭祀，許多人民因此受罰喪命（戶25:1-5; 
31:16）。進入許地後，以民與客納罕人同住，再度崇拜巴耳，這尤其見於民長

時代（民2:11, 13; 3:7-8; 6:25-32; 亦見撒上7:3, 4）。南北分治後，巴耳敬禮格外

盛行於北國以色列，特別是在阿哈布為王時（Ahab 列上16:31-33），是以先知們

曾極力攻擊他們對天主的不忠（歐13:1），尤以厄里亞先知為甚。 

 

v「是我教了厄弗辣因邁步，雙臂抱著他們」 （ 11:3 ） —— 厄 弗 辣 因

（Ephraim）是若瑟之子，亦是人口最旺盛的支派，主要住在山區和北部的谷地

（蘇 16:5-8; 17:14-18），這山區也被稱為厄弗辣因山區。南北分治後，北國以色

列以厄弗辣因支派為主，所以「厄弗辣因」和「以色列」差不多成了同義詞。

「是我教了厄弗辣因邁步，雙臂抱著他們…⋯」這句話暗示，以民分裂成南北兩

國後，北方的人民仍被上主視為選民，仍是上主所愛，不斷派先知提醒他們恪

守盟約：歐瑟亞、亞毛斯、厄里亞和厄里叟便是其中最為人知者。 

 

教孩兒學步是親子關係的一個重要關鍵：在這階段中，子女對父母的信任，和

父母對子女的期盼和鼓勵，尤為重要。「教厄弗辣因邁步」這裡所用的動詞 

lgr ragal 原指四處闖蕩偵察、散播閒言誹謗，但只一次以特別動詞形式

（tifil）出現在這裡，是「教人行路」的意思。「雙臂抱著他們」原文有抄寫之

誤，似乎是描寫雙親伸展雙臂，準備抱起那尚未能穩步前行而走向自己的小

兒，實在是一幅極溫馨的畫面。 

 

v 「他們卻不理會是我照顧了他們」（11:3）——「不理會」原文是「不認

識」（W[d>y" al{ lo’ yad‘u），而「認識上主」正是歐瑟亞宣講的中心。以色列自

以為認識上主：「他們呼喊我說：以色列的天主！我們認識你！」（8:2）但上

主卻責備說：「此地沒有人認識天主」（4:1），「我的百姓因缺乏知識而滅亡；

因為你拋棄了知識」（4:6），「因為邪淫的心神潛伏在他們內，致使他們不認識

上主」（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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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認識上主」不僅指知識而言，也指崇拜唯一真天主：「我就是上主，你的

天主；除我以外，你不可認識其他的神」（13:4）。這種認識尤其是指與此相符

的仁義行為。這正是歐瑟亞的經典訓言：「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喜歡人認識天

主勝過全燔祭」（6:6）。為了以民的不忠和「不認識上主」的行為，上主要施以

懲 罰 ， 但 由 於 他 的 慈 悲 ， 必 要 拯 救 他 們 ， 「我要使你認識我是上主」

（2:22），那時以民彼此要說：「讓我們認識上主，讓我們努力認識上主」

（6:3）。  

 
v「是我用仁慈的繩索，愛情的帶子牽著他們」（11:4）——所謂「仁慈的繩

索」，原文是「人的繩索」（~d"a' yleb.x; havley ’adam），意即以充滿人情繩子，相

宜於人性的方法，牽著以色列，教導他們行路，免得他們摔倒。這是第 1 節教

幼兒學步的延續描寫，此刻小孩稍長，筋骨已穩健，喜愛到處探索，帶他外出

時要套上學行輔助帶。繩索和帶子看似一種規限，其實是欲束欲縱，既可放

鬆，又可收緊。這繩索和帶子就是天主法律的寫照，是指示迷津的路標，助人

更快捷地走向目標，臻於至善。「原來愛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誡命，而他的誡命

並不沉重」（若一 5:3）。 

 
v「我對他們有如高舉嬰兒到自己面頰的慈親，俯身餵養他們」（11:4）——
這句話原文直譯是：「我待他們如人放鬆牛兩顋的夾板，把糧食放在他們面前」

（基督教和合本；參看 RSV: ‟I became to them as one who eases the yoke on their 
jaws, and I bent down to them and fed them,”但 NRSV 已作修改：‟I was to them 
like those who lift infant to their cheeks, I bent down to them and fed them.”）。這原

文似乎是手民之誤，因為脫離了上下文中親子關係的隱喻，而用了畜牧的隱

喻。思高譯本按希臘和敘利亞譯本，跟隨大多數現代學者的推測，在原文的母

音符號上稍加修改，便得出現譯文的美妙圖像。 
 
v「他們卻要返回埃及地，要亞述作他們的君王，因為他們拒絕歸依我」

（11:5）——北國以色列的政治動蕩，一時傾向亞述（如默納恆 Menahem，列

下15:19），一時傾向埃及（如曷舍亞Hosea，列下17:4），莫衷一是。他們在急難

中，不去投靠上主：「他們拒絕歸依我」，卻「返回埃及地。」先知這裡用了同

一個動詞來描寫以色列的不忠：拒絕「歸依」（bWv shuv）和「返回」埃及

（bWv shuv）兩個動詞基本相同，而第7節所指的「叛逆」（hb'Wvm. meshuva）也

源出同一字根，基本意義是「轉身」。由這基本動詞更衍生出「皈依」、「悔改」

（hb'WvT. teshuva），正是所有先知的共同宣講主旨。在本段最後先知的憧憬中，

獲恕的以民，在上主一呼喚下，「猶如飛鳥由埃及急速飛來，猶如鴿子從亞述飛

來」（11），回歸上主。流散各處的以民，自動地迅速跑到上主的懷抱裡，這是

個安慰人心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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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刀劍必要在他們的城中橫行…⋯因為他已不再憐惜他們」（11:6-7）——上主

說出了自己怎樣如慈父般愛護了以民之後，眼見目前的以民仍是怙惡不悛，因

此決意要懲罰他們，使他們再恢復從前在埃及為奴的生活苦況，充軍到亞述為

奴，因為上主已停止疼愛他們。這是個嚴厲的宣判，懲罰無可避免。可是一切

尚未落實和發生前，在下一節中，上主好像已收回成命似的，預告了救恩。 

 

v「厄弗辣因！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我怎能拋掉你？我怎能使你如同阿德

瑪，待你如同責波殷？ 」（11:8）——阿德瑪和責波殷是兩座遭天火毀滅的城

市，與索多瑪、哈摩辣和肋沙三城齊名（創 10:19），都是惡貫滿盈而遭天譴之

地（創 19:24-29）。梅瑟曾向百姓提到它們的滅亡（申 29:23），歐瑟亞先知也以

它們作為警告人民的例子。這五城現今的確切地點，已不能證實，只知應在死

海以南。 

 

天父的愛情是偉大的，超過了他的公義，在 8-9 兩節內，上主好像已改了他要

懲罰以民的決心，因此他向以民說：｢我怎能捨棄你？…我怎能拋掉你？我怎能

使你如同阿德瑪，待你如同責波殷。」上主在這裡所說的話，與他在洪水滅世

之後所說的，頗為相似（創 8:21）。  

 
v「我的心已轉變，我的五內已感動」（11:8）——以色列得蒙救恩，並非由

於他們痛改前非，致令天主撤銷懲罰，而是一如天主所說：「我的心已轉

變。」歐瑟亞描寫天主，就好像一個人一樣，有人一樣的心理和感情，可以後

悔，這是極擬人化的描寫，但在聖言降生的奧蹟中，可謂完全實現了，不再是

修辭上的遣詞用字，而是天主實有人的心、意、情：因為在耶穌身上，「我們所

有的，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們弱點的大司祭，而是一位在各方面與我們相似，

受過試探的，只是沒有罪過。」（希 4:15）。在耶穌身上，天主有了人的面貌，

同時他又是天主的真肖像（哥 1:15；格後 4:4），這面貌就是天主的「慈悲面容」

（Misericordiae vultus）！ 

 

「我的五內已感動」原文指「我的欣慰（ym'WxnI nihumay）激動不安」，意即「我

的內心煩亂」：上主見以色列怙惡不悛，決定施罰，反而令自己感到不安！這種

情況耶肋米亞也曾描述過：「因為我幾時恐嚇他，反倒更顧念他；對他我五內感

動，不得不大施愛憐」（耶31:20）。這是何等邏輯？為何有此結果？是以民已經

痛改前非？還是先知代為求情的結果？上主竟決定「我不再按我的盛怒行事，

不再毀滅厄弗辣因」（9）。 

 
v「因為我是天主而不是人，是在你中間的聖者」（11:9）——先知告訴我

們，上主有此決定，理由很簡單，因為他不像人般推理，用的不是人的邏輯，



Prophet Hosea 13-11-2018 10 

而是天主的寬恕之道：「因為我是天主而不是人。」究竟天主和人最大的分別是

什麼？那就是他的慈悲大於公義，或更準確的說，是一個不排除公義的慈悲，

又是一個兼容慈悲的公義。他不把自己放於高處，遠離罪人，而是一位「在你

們中間的聖者。」「神聖」（vAdq' qadosh）原有「分離」、「分隔」之義，意謂神

聖與凡俗相拒。唯有天主自己是絕對神聖的（依6:3），其他的一切都是神聖的

反面，是絕對不神聖的。任何事物（約25:5），任何人不能自稱為聖（約4:17; 
15:14; 25:4-6），因為一切人都是處於罪惡狀態，生活於罪惡中，是與唯一神聖

的天主對立的。如今這位唯一神聖的上主，卻置身他的選民當中，對他們不離

不棄。這正是天主與人不同的地方，只有這樣，以色列才得以生存下去。 

 

（本段經文只在平日乙年第 14 周星期四的第一篇讀經中出現，其次是在耶穌聖

心節，所讀的部分是歐 11:1,3-4,8c-9。） 

 

*****     *****     ***** 

 
既然人難以「轉身」、「悔改」、「歸依」，那麼上主唯有親自「轉向」人：「我的

心已轉變」（8）。這其實是一切歸依故事的事實，因為是天主先歸向我們，我們

才能歸向他。「上主，求你歸來（hb'Wv
   shuva），尚待何時？求你快來憐恤你的

僕役！」（詠 90:13 ）。「你使我歸來，我必歸來（hb'Wva'w> ynIbeyvih]
      hashiveni 

ve’ashuva）」（耶31:18）。是天主採取第一步，我們才得歸依。 

  

在這重要的一面，耶穌要求我們反省歐瑟亞先知的話：「我喜歡仁愛勝過祭

獻」（歐 6:6）。耶穌肯定，從那時起，門徒的生活規律，當把慈悲放在中心，

正如耶穌與罪人共餐所示範的。再次，慈悲被啟示為耶穌使命的一個基礎面

向。這為耶穌的聽眾，確具挑戰，因為他們常按法律表面劃分界線。另一方

面，耶穌超越法律；祂選擇與法律所視為罪人的人同夥，正好讓我們瞭解祂慈

悲的深度。 

  

保祿宗徒有一段類似的旅程。在大馬士革路上與耶穌相遇之前，他因熱衷追求

法律的正義而奉獻生命。歸依基督卻使掃祿的眼光倒過來，以至他寫信給迦拉

達人說：「我們信從了基督耶穌，為能由於對基督的信仰，而不由於遵行法律

成義，因為由於遵守法律，任何人都不得成義。」（迦 2:16）  

 

保祿對正義的瞭解完全改變。他把信德，而非正義，放在首位。救恩並非來自

遵行法律，而是藉著信仰耶穌基督；耶穌基督以自己的死而復活，帶來救恩，

也同時帶來使人成義的慈悲。天主的正義，為那些被罪惡及其後果所奴役者，

如今成為了釋放的力量。天主的正義就是祂的慈悲。（參詠 5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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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在《慈悲特殊禧年》詔書（Misericordiae Vultus）21 中指出： 
 
慈悲並不相反正義，卻表達天主向罪人伸出援手，給他新的機會去再次省察、

悔改，以及相信。歐瑟亞先知的經驗可幫助我們看到慈悲如何超越正義。先知

生活於猶太人歷史中最動盪的年代；國家面臨崩潰，百姓對盟約不忠，他們離

棄天主，失去了祖先的信仰。按人的邏輯，天主想放棄這群不忠的子民，是合

理的，因為他們沒有遵守與天主立下的盟約，理應受罰，也就是：流徙。先知

的話可供作證：「他們要返回埃及，要亞述作他們的君王，因為他們拒絕歸依

我」（歐 11:5）。然而，在這呼求正義的祈禱之後，先知斷然改變了他的口

吻，而顯露天主的真面容：「厄弗辣因！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我怎能拋掉

你。我怎能使你如同阿德瑪，待你如同責波殷？我的心已轉變，我的五內已感

動；我不再按我的盛怒行事，不再毀滅厄弗辣因，因為我是天主而不是人，是

在你中間的聖者，而不是伏於城門的仇敵」（歐 11:8-9）。聖奧思定幾乎是註

釋先知這番話，說：「為天主，遏止憤怒比遏止慈悲更容易」，也真是如此，

天主的義怒只維持一會兒，天主的慈悲卻永遠存留。 
  

如果天主把自己只限於正義，祂就不再是天主，而是變得像人一樣，只要求尊

重法律。但單單正義並不足夠。經驗指出，只求伸張正義會導致正義淪亡。故

此，天主以祂的慈悲和寬恕，來超越正義。但這不表示正義被貶抑或不必要

了。相反，任何人犯錯都必須付上代價。可是，這只是悔改的起步，而不是終

點，因為這正是人感受到天主的憐憫和慈悲的開始。天主總不離棄正義。天主

卻涵蓋正義，並以更偉大的事件來超越正義，使我們經驗到愛才是真正義的基

礎。我們必須注意聖保祿斥責他同代猶太人的話，以免我們犯上同樣的錯誤：

「因為他們不認識由天主而來的正義，企圖建立自己的正義，而不順從天主的

正義：因為法律的終向是基督，使凡信的人獲得正義」（羅 10:3-4）。天主的

正義是祂的慈悲──透過耶穌基督的聖死與復活而分施給每個人的恩典。這

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天主向我們所有人及向全世界所施行的審判，因為藉著

十字架，基督給予我們愛情和新生的確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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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歌欣賞：Haben Yakir Li 《我的寵兒》 
 
厄弗辣因豈不是我的寵兒，我鍾愛的嬌子？因為我幾時恐嚇他，反倒更顧念

他；（對他我五內感動，）不得不大施愛憐──上主的斷語。（耶 31:20） 

 

haben haben yakir li 
yakir li 
ha... ha... Efraim!  
im yéled  
im yéled sha‛ashu‛im 
sha‛a-   sha‛a-   sha‛ashu‛im 

你豈不是我的寵兒？ 

我的寵兒？ 

厄弗辣因啊！ 

你豈不是我的嬌子？ 

我鍾愛的嬌子？ 

我鍾愛的…？ 
haben haben yakir li 
yakir li Efraim!  
im yéled  
im yéled sha‛ashu‛im 
ki midei dabri bo 
midei dabri bo 
zakor ezkerénu od 
ezkerénu od 

你豈不是我的寵兒？ 

…我的寵兒厄弗辣因？ 

你豈不是我的嬌子？ 

…我的嬌子？ 

因為我幾時恐嚇他， 

…恐嚇他， 

反倒更顧念他， 

…更顧念他。 
haben yakir li Efraim 
im yéled im yéled  
im yéled im yéled sha‛ashu‛im 
ki midei dabri bo 
midei dabri bo 
zakor ezkerénu od 
ezkerénu od 
rachem arachménu 
ne’um Adonai Shem 

你豈不是我的寵兒厄弗辣因？ 

你豈不是我的嬌子…我的嬌子？ 

我的嬌子…我的嬌子？ 

因為我幾時恐嚇他， 

…恐嚇他， 

反倒更顧念他， 

…更顧念他， 

不得不大施愛憐。 

──上主的斷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