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2月 25日 

主日講台信息 

 「丟棄良善，必被罪所追逼」 

 ／沈正牧師 

 

經文：何西阿書八章 1─3節 

    你用口吹角吧！敵人如鷹來攻打耶和華的家；因為這民違背我的約，干犯

我的律法。他們必呼叫我說：我的神啊，我們以色列認識你了。以色列丟棄良

善；仇敵必追逼他。 

 

弟兄姊妹們早安！ 

    新年好！ 

    從今年年初開始，教會的崇拜就是分享、也是傳講何西阿書。先知何西阿

是南北分國以後，在北國最靠近這個國家要被亞述帝國攻佔之前的一位先知。

那時候整個國家是落在一個真的叫兵荒馬亂、內憂外患的時刻，而且整個的人

心是非常的混亂。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中，要成為神的僕人、傳講神藉著他要在百姓中傳講的

信息，真的是很不容易！何況神又藉著先知何西阿，以他人生中娶妻的經歷，

叫他藉此向他們表明上帝的愛。我覺得何西阿書是很悲沉、很悲痛的，但是神

的愛，卻是可以在這樣的一個光景中間顯明出來。 

 

他們行 

    今天我要跟諸位分享的題目是「丟棄良善，罪就追逼他」。自從所羅門王以

後，南北分為二個國家，這是非常遺憾的事。猶大和以色列各有十九個國王，

北國以色列的十九個國王中間，聖經中的記載，對他們的評價、評論都是負面

的，非常的遺憾。而聖經上對他們負面的評價中，有一句話出現，叫做「他們

行…」─就是這個國王帶著以色列百姓，他們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各位，這句話重複又重複，記載在列王紀上下的裡面，不僅是二、三次，

是十幾次！這其中的意思就是指這些王使以色列百姓陷在罪裡，而陷在罪裡的

那個罪是什麼呢？是指耶羅波安所做的事情，這就特別記載在列王紀上的第十

五章裡面。 

    另外在以色列諸王裡面，有些王是非常重要的─聖經的記載；但是以世界

歷史的記載，中間可能最強盛、關鍵的一個王叫做暗利，因為他建立撒馬利亞

城，把國家的首都從得撒遷到撒馬利亞；而從屬靈的角度來看，聖經中對以色

列諸王中有一個君王是特別強調的，那就是亞哈王。 

    在列王記上十六章 31節說：亞哈王是另外一個除了持續行上帝眼中看為惡

的罪之外，聖經一句話說「他還以為輕」。已經夠不好、夠惡了，還以為輕！娶

了耶洗別，去事奉敬拜巴力，還建了巴力廟〈王上十八:31-32〉，這就是先知以



利亞的時候。 

 

耶羅波安立金牛犢 

    親愛的弟兄姊妹，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所犯的罪有什麼特點呢？最重要的

他所犯的罪有二個點，就是在上帝藉著摩西設立以色列祭司的國度中間，他做

這二件事，全然的悖逆！難道耶羅波安不知道他做這件事情是敵擋神嗎？難道

耶羅波安不知道他做這件事情是絕對不會討上帝的喜悅嗎？我覺得不是的！ 

    如果我們讀耶羅波安，知道他是個聰明人，其實也很有智慧，對事情有判

斷，身邊也有一些謀士。可是當他們要做一些事情、決定的時候，他們後頭、

他們背後或者心中有一個非常深的思維，就是權力。為了這個，什麼事都可以

幹；為了這個，不擇手段；甚至為了這個，丟棄上帝。 

    他做了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北國、南國分了以後。他們是一個長

條的國家，巴勒斯坦是一個長條的國家。南國在南邊，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北

邊他就立了二個城市，一個就是但〈在比較北〉，在中間的地方他留了另外一個

重要的城市叫做伯特利。 

    耶羅波安就在但和伯特利這二個地方立了金牛犢，就是說：立了二個祭壇，

擺了金牛犢，說：這就是耶和華神，你們要敬拜神，不必到耶路撒冷去。其實

神只要以色列的百姓每年有一次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他就對他們說：你不用去！

為什麼呢？因為他知道，聖經上告訴：他知道百姓去到耶路撒冷，心就會歸給

大衛的後裔、大衛的家。他是不願意這樣！這是一個權力的考量。 

    所以他要抓住他百姓的民心，他不用別的方法，卻是用這樣的一個離棄神、

或者是說：他藉著一個完全敗壞的方式，要把百姓陷在罪中。這個演進的結果、

持續下去的光景，就是百姓就不到耶路撒冷去了。各位，這個中間所帶來的一

個重要的結果，就是北國的以色列百姓就日漸不再守逾越節了。錯誤、偏差的

教導似乎要把以色列百姓敬拜耶和華神─獨一真神的這個敬拜連根拔起。 

 

立凡民為祭司 

    第二，相關的，以色列是一個祭司的國度，摩西得著神特別的啟示，在他

們中間揀選利未支派，在以色列各支派的裡面，帶領、教導以色列百姓敬拜神、

事奉神，也教導以色列百姓認識耶和華、律例、典章和誡命。所以親愛的弟兄

姊妹，以色列有十二個兒子，但是以色列有十二個支派，這十二個兒子跟十二

個支派中間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十二個兒子中間，有第三個兒子叫利未，

十二個支派裡面沒有利未支派。所以利未支派是被散居在十二個支派的裡面，

帶領、教導以色列百姓敬拜神、事奉神，教導以色列百姓認識神以及神所定的

律例、典章和誡命。 

    這些以色列利未支派的神的這些選民中間，利未支派的神的兒女，他們是

傳承、世襲的，這是他們的託付和使命。這一個二邊分裂了以後，耶羅波安就

知道這些利未支派是不會幫他的。怎麼辦呢？這二個地方設立了祭壇、金牛犢

─這是耶和華，那麼怎麼樣敬拜呢？誰來帶領敬拜呢？怎麼樣教導呢？誰來教

導呢？我覺得耶羅波安是想過的，這個聰明的國王是想過，也跟他周邊的謀士

討論過的─立祭司。不是利未人，利未人不跟從他。 



    那立誰為祭司呢？聖經上的詞句就是立凡民─就是一般的百姓為祭司，這

些人不懂得怎麼敬拜、怎麼事奉，這些人不是這麼清楚神的律例、典章和誡命，

他們教導什麼呢？我想他是教導耶羅波安要他們教導的。 

    何西阿書第八章的裡面，「牛犢」這個詞出現四次，清楚的表明一件事情，

當時偶像崇拜是滿興盛的；而這立凡民為祭司，在二個地方設立祭壇，祭拜假

神、祭拜偶像的共同點，是耶羅波安欺騙、欺哄他的百姓，以虛假代替真實，

是耶羅波安利用權勢控制意識形態。而在這樣的虛假之下，親愛的弟兄姊妹，

所帶來的混亂、參雜，使得以色列的百姓落在無知和黑暗的裡面，這歷史是個

很深的教訓。 

 

丟棄良善 

    在這個時候，整個國家已經到了一個危急存亡之刻，何西阿先知的信息是

「以色列阿，你們丟棄了良善」！各位，這是一個很強烈的責備、很強烈的一

句審判的話語。 

    良善是什麼？丟棄是什麼？良善就是好。什麼是好？從何西阿書及整個聖

經的裡面，我們知道上帝自己就是好─God is good，神所創造的就是好─神所

定的、他所看重的事以及他的律例、典章和誡命。是！神知道人，所以神把一

個美好以及他自己的這個好，放在我們的裡面，讓人有一個清楚的一個界線。 

    丟棄是什麼？以色列啊，你丟棄良善。丟棄是什麼？丟棄是指你已經擁有

的、你把它丟掉，這才叫丟棄，我還沒有，我沒得丟，對不對？已經擁有的丟

棄，這是對以色列很大的責備，你們已經擁有了，但是你們卻把他丟棄、遠離；

你曾經蒙恩，你卻悖逆，這叫丟棄。 

 

神仍然愛北國百姓 

    我覺得上帝是很愛以色列百姓。南北分國以後，也許他們都認為上帝的眼

目一定在大衛的家、在耶路撒冷，我相信是的，但是上帝的眼目、上帝的愛沒

有離開過北國以色列的百姓。我覺得神興起最寶貴、最有能力的先知都是在以

色列─以利亞、以利沙都是北國的先知，阿摩司、何西阿都是北國的先知，很

有能力、逃跑的約拿，也是北國的先知。 

    神在這幾百年的裡面，在以色列國裡面，先知從來沒有停過、減少，有的

時候甚至同時有幾個先知，在那裡幫助和帶領以色列百姓，因為神還是愛他們。

神顧念他自己的百姓，要將他們從罪惡的泥沼和深淵中間，把他們救拔出來。 

 

敵擋耶和華上帝 

    我覺得神所做的一個重要的事情─在北國以色列，就是藉著他的僕人先知

以利亞的宣告。以利亞警告的詞句和訊息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我若不禱告，

天就不下雨。哇！這個不得了啊！以利亞訊息的意思是什麼？這乃是一個全面

對以色列百姓的宣告，也是對亞哈王的宣告─神掌權！神在全地中間掌權，不

是你亞哈王做主！ 



    第二個，在迦密山頂上的爭戰，在當時以色列整個都在巴力和亞舍拉─假

先知的這樣一個侵擾、侵害之下，百姓的靈性已經跌落到最深的可怕的光景中，

落入罪惡深淵的時候，神藉著先知來幫助他們，在迦密山頂的爭戰，除滅了八

百五十個假先知。復興的火似乎開始燒起、百姓轉回的腳步似乎踏出，但是仇

敵的反撲、以及根深蒂固的罪根性，使得當時整個國家和百姓再一次落入全面

性的罪惡中。這關鍵在於國王的角色─亞哈王的角色，領袖的角色是關鍵。 

    當那復興的火、悔改的腳步進行的時候，亞哈王真的很厲害，他和耶洗別

皇后就要捉拿先知以利亞，他們只做這一件事情，我覺得是在整個以色列國的

裡面，是一種結構性、組織性的犯罪，只有一個重點：敵擋耶和華上帝！ 

 

日漸遠離神 

    丟棄良善！以色列丟棄良善，這個良善另外的解釋就是福份，是神所賜給

人的，以色列人卻把他丟棄了，先知說：仇敵必追逼你。弟兄姊妹，信仰是可

以丟棄的嗎？真理是可以揚棄的嗎？什麼因素、什麼背景、什麼動機使人要丟

棄信仰呢？ 

    我們讀何西阿書或者是在整個聖經裡面、或者你我經歷的中間，我們會發

現一個人把他得著的要把它丟掉，它不是一天的事情。如果一個已經在他內心

中是已經釘在裡面的，他要把它丟掉是很難的。可是歷史上及何西阿書卻告訴

我們：以色列百姓他們遠離神是日漸遠離神，因為整個的教導、信仰的基礎已

經破壞了。 

 

混亂的信仰 

    我覺得在何西阿書第七章裡面，就是第八章之前，何西阿書第七章裡面有

二句話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句話叫做以法蓮〈以法蓮就是指以色列〉是沒有

翻過的餅，另外一句話說以色列是翻背的弓〈弓箭的弓〉。什麼意思？以法蓮指

以色列是沒有翻過的餅。 

    我們吃餅的時候，例如：蔥油餅，我想在平鍋上烤的時候，就是烤好要翻

一翻，然後再翻一翻，不斷的翻。如果是沒有翻過的，那就一個結果，上面的

都生的，下面的都焦掉了，也就是不能吃，這就是浪費、不好了。當一面是生

的、一面是焦的都不能吃的，是指過猶不及，是指偏差、偏見，是指敗壞。 

    翻背的弓呢？弓箭對一個軍人，在持弓者要打仗的時候，弓箭是對著對方

的，但是它翻過來了！翻背的弓是指沒有原則、立場、不忠心、沒有主人。以

法蓮是沒有翻過的餅，以色列是翻背的弓，該翻的沒有翻，不該翻的卻翻了。

弟兄姊妹，這是以色列的信仰─混亂。 

 

耶羅波安要被審判 

    信仰中的混亂，這整個局面橫跨了好幾百年，歷經了十九個王，最終以色

列是被亞述帝國所滅亡，這是主前 722年。最關鍵的是什麼呢？最關鍵的就是

先知所說的：你丟棄良善！耶羅波安所行的是可怕的，卻是一個很嚴肅的鑑戒。

耶羅波安所做的事，藉著政治的權勢，加上愚民的政策，以及參雜的信仰，使



整個以色列國走向離棄上帝的滅亡之路上。這段痛苦的歷史，我們要記得。 

    主的僕人薛玉光牧師在他所寫的書上講了這樣一段話，很有意思。他說：

凡執政者應當要仔細的讀列王記上下和歷代志上下，就可以得著智慧，知其可

行與不可行之處。藉政治的手、掛著政治的旗幟，深入宗教之際，我覺得是上

帝所不喜悅的。弟兄姊妹，要跟隨神、敬畏神，這才是神所喜悅的。耶羅波安

的自私，為了權勢、為了自我、為了能夠坐在那個寶座上，他要被審判，不得

了！ 

 

罪必戀慕你 

    弟兄姊妹，但是在這段聖經裡面，我們說他丟棄良善，神是良善的、神是

美好、神是福份，丟棄這些美好、良善、福份，就是丟棄神哪。一個丟棄神的

人，肯定會墮落到罪惡的裡面。當我們丟棄一樣東西的時候，你丟棄、揚棄它，

這中間會產生一個中空的，你會有一些要取代的。你不會說：好，我丟了以後，

這邊就永遠空，你我可能以為會空，仇敵不會讓你空。 

    當我們墮落、當我們絕對是落在罪惡之中，我們會被罪所戀慕、所纏繞，

我們會被罪所綑綁、被仇敵所掌控。創世紀第四章就講到亞當的孩子─該隱和

亞伯的獻祭，這個該隱行得不好，後來他居然把弟弟殺了。聖經上在創世紀第

四章對該隱講得一句很重的話：你若行得不好─仇敵─這罪必戀慕你，這個戀

慕就是緊緊地跟著你，它一直跟著你。 

 

背約使關係破裂 

    以色列百姓在耶羅波安做的這些事情，以及歷代的君王都如此行之後，我

覺得以色列的歷史以及以色列的百姓和先知們，碰到上帝心意中最疼痛的一塊，

因為神是慈愛的神，也是公義的神，以色列與神之間，當他丟棄的時候，那個

關係是破裂的，那關係必定會破裂的。 

    當那關係破裂的時候，必定有罪和仇敵來綑綁、侵占、霸佔、影響他們。

關係的破裂從來不是從上帝開始的，關係的破裂是從我們這一方開始的，因為

神不會丟棄人，是我們丟棄神。他是守約施慈愛的神，我們卻常常會背約。 

    丟棄的最關鍵就是背約，違背與神之間的約，不敬拜他、不承認他，遠離

他、拜偶像。我覺得何西阿書的信息，重複又重複的在強調這個點，好像神藉

著何西阿娶那個歌篾，一次又一次帶她回來，又帶她回來，她跑掉了又犯罪，

又把她帶回來，又犯罪，簡直我們都看不下去。但是神藉著這樣的一個強烈的

感受，讓何西阿來體會上帝愛百姓、愛這麼樣子頑耿、悖逆的百姓，神的愛沒

有停過。上帝總是給人機會的。 

 

敬拜獨一真神 

    以賽亞先知說：你我的生命、生活中是會有難處，我們當然不喜歡這些難

處，我們渴望一切都順利，但是有時候神把一些難處放在我們的中間，是有一

個很重要的提醒。耶和華神有時候以艱難給我們當餅，困苦給我們當水，但是

他說：我的教師卻不再隱藏，有微小的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賽三



十：20〉 

    弟兄姊妹，在神的心意、慈愛和神與人之間─我們的約的中間，神最在意

的是人對他的忠誠度─就是敬拜獨一的上帝。我們都知道我們有軟弱，我們有

這些神也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各位，今天我們的詩歌，我選這首詩歌的時

候掙扎了很久，因為我曾經說過：不要選難歌、不要選大家不熟的。後來我唱

這一首歌，發現它只有一句，其實它這個歌，曲調只有那麼一句，很容易唱。 

 

有形無形的偶像 

    弟兄姊妹，什麼叫做牛犢？何西阿書說這是牛犢。牛犢是什麼？牛犢就是

偶像，埃及人所拜、迦南人所看重的。這偶像是什麼？偶像有有形的，就是看

得見的那些東西所造的─木頭做的、石頭雕的。但是偶像還有，不只是那個看

得見，對人來講，更厲害的一個偶像是在他心裡頭的，就是我與神之間、你與

神之間，中間那個可能成為你敬拜神、愛神中間的那一個。 

 

亞伯拉罕的試驗 

    你說：我從來不會丟棄神，但是它會成為你和神中間的一個 bargain，就

是一個拉扯，它可能會成為你生命中的一個挑戰。我覺得這麼樣敬畏上帝和跟

隨上帝的亞伯拉罕─信心之父，在他一百多歲的時候，就是他得了他的兒子以

撒以後，也有一些危險。 

    所以創世紀二十二章開宗明義的說「這些事以後，耶和華神要試驗亞伯拉

罕」。為什麼要試驗他？他有什麼需要被試驗的？要試驗的就是以撒在你心中的

地位，跟我在你裡面，是有什麼不一樣？所以神要試驗他，就說：你帶著你那

個以撒，就是你獨生的以撒，一百歲得到的以撒，講得夠清楚了，沒有的懷疑，

把他帶到摩利亞山上去，把他獻為燔祭給我。 

    亞伯拉罕聽了以後，這是很大的一個掙扎：為什麼神會做這件事？當然我

們今天知道整個故事，我們熟悉了聖經，知道神後來並沒有要那個以撒。是，

神本來就沒有要以撒，神要的是亞伯拉罕。但是有一個在亞伯拉罕與神中間成

為一個挑戰的，這個叫做以撒，使亞伯拉罕感謝神。 

    亞伯拉罕順從神、敬畏神，所以他按著神所指示的，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事，

把他帶到摩利亞山上，到了那一刻，神說：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我們知道後

來神藉著那個羊羔替代了以撒，亞伯拉罕稱那個地方為耶和華以勒，就是耶和

華在他的山上必有預備。那個山上就是摩利亞山，那個摩利亞山不就是各各他

的地方嗎？ 

 

悔改 

    關係的恢復是神所看重的，關係的恢復在十字架上，不是你我有本事恢復

這些關係，是在十字架上；而這十字架上關係的恢復，在於我們願否悔改。其

實先知的信息其實你濃縮下來、再濃縮下來，就是悔改。因為神愛我們，悔改

就有路。在愛的神的面前，悔改是唯一的路；悔改絕不是死路，悔改是活的路，

悔改會打破我們生命中的一切癥結。弟兄姊妹，不要丟棄神！今天很多的時候，



我覺得值得你我深思，在你我人生的路上，有的時候真的是危難得不得了的時

候，不要丟棄神！ 

 

獻給無名的傳道者 

    過去中國農曆年的這段時間，除夕的那一天得到一個消息，在我的手機裡

面。唉！那一天心情就不太好，因為一位屬靈的長輩被主接回天家，其實他九

十三歲，這位長輩叫做邊雲波。我不知道我們中間有沒有人認識他，或者是知

道這個人。 

    邊雲波弟兄是早期 1946、47年南京中央大學畢業的。那時候的校園團契有

一個復興，他就在那個屬靈的復興中間委身自己，把自己獻給神、做一個傳道

人。他自己告訴我們，有天他有個很深的感動，想寫一些東西來鼓勵一些在遠

方非常辛苦的傳道人，所以他就寫了一個短詩。可是他沒有想到他要寫一個短

詩，就寫寫寫寫，變成一篇長詩，這首詩歌叫做獻給無名的傳道者，非常非常

有名的一首，如果你沒看過，我真的覺得你上網去讀，可能要花十五到二十分

鐘。 

    獻給無名的傳道者，他寫完以後，中國大陸變亂，所以這個詩歌就沒有了。

可是一九五六年，內地會的宣教士艾得理牧師在香港，把他的這本小冊子發布

了。感謝神，在六零年代和七零年代，海外華人的青年弟兄姊妹們受這本獻給

無名的傳道者的影響非常、非常的深。 

    後來我們問過邊弟兄〈我跟他見過面〉，他說：他根本不知道。他被關在監

牢裡面，根本不知道這些事情。但是獻給無名的傳道者已經被譜為曲，在新加

坡神學院公開演唱。那段詩歌、那首短詩扭轉了許多人的生命，很多、很多真

的做出生命中的選擇─選擇神。 

 

願全世界得聽主的聲音 

    另外一個讓我心裡，就是這二天，也許諸位知道，全世界最被主使用主的

僕人─葛理翰博士，九十九歲，在他自己的家鄉被主接回天家，幾十年被神重

重的使用。有一年我去北美，到了北卡〈北卡羅萊納州〉，到了夏洛特那個城市

去參觀葛理翰博士的圖書館，非常感動。我還記得我們還買了二個馬克杯回來，

大概近二年來我每天早上起床喝一杯咖啡，都是用這個葛理翰博士紀念館的咖

啡杯。聽到他的過世，心中還是有一點難過─一個選擇神、鼓勵全世界的人。 

    這二天我讀他的一篇文章，我覺得在他人生中間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一個

演說。二十世紀有二個基督教的國際會議是最重要的，第一個是 1910年的愛丁

堡會議，但是比愛丁堡會議更重要的是 1974年的洛桑 Lausann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國際會議。1910年的會議不過是美國、加拿大或者

歐洲、英國這些國家的宣教師和牧者舉行的，帶動了非洲的宣教，但是因為

1914跟 1939二次的世界大戰，讓很多的事情就沒有辦法進行。 

    1974年的世界洛桑國際大會是全世界每個洲的屬靈代表、教會代表、機構

代表、宣教師代表，集合在瑞士，那次開幕典禮最重要的一個演講就是葛理翰

博士的演講。我前二天就讀他這一篇，題目叫做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願全世界得聽主的聲音，我覺得這是今天的需要。 



 

專一、持守、堅定 

    各位，仇敵一直在我們的內心中對我們說：丟棄神；仇敵一直在我們的心

中對我們說：參雜！你不是要否認，不是要你否認，但是你要參雜，參雜與你

有益。 

    以色列啊！以色列你丟棄良善，仇敵必追趕你！這些牧者─邊雲波也好、

王明道也好、葛理翰博士也好，或者是近代最近我每個禮拜都覺得需要花時間

聽的一個印度裔的美國弟兄，叫做 Ravi  Zacharias  ，拉維‧撒迦利亞博士

〈一個佈道家，也是一個衛道者〉，他們的演講、文章、信息總是告訴我們：要

專一！要持守！要堅定！ 

    仇敵不會放過你、仇敵也不會放過我，仇敵不會放過一個人少的教會、仇

敵也不會放過一個人多的教會。他面對人少的教會，他有他的方法；面對人多

的教會，他有他的方法。他是殷勤努力、不停止的工作，遍地遊行，尋找可吞

吃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呢？有一天我們都得交帳，有一天我們都會來到施

恩座前，有一天我們要站立得住！ 

    當以利亞覺得非常孤單的時候，上帝對他說：其實在我的裡面、在以色列

國裡面，還有七千個人是沒有向巴力屈膝的。還有七千個人是沒有向巴力屈膝

的，在最艱難、最危險、最痛苦、最逼迫的時候，仍然站立！我相信有一天我

們會聽到更多、不只七千個見證，是更多的見證─是絕不丟棄我們的神，因為

神愛我們。 

    在你我生命的裡面、每一天的裡面、要做決定的裡面，面對更大的挑戰和

壓力的裡面，耶和華神是我們獨一的神！ 

 

禱告 

    天父，感謝你，藉著你僕人先知何西阿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們─雖然仇

敵從來不停止、不放過、不停止攻擊我們，但是我們可以選擇你。讓我們的選

擇討你的喜悅、得著你的幫助。求你恩待你的眾兒女們！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

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敬畏他的人，從今時直到永遠。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