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4月 8日 

主日講台信息 

 「上帝啊，你到底要甚麼？」 

 ／姜紹青長老 

 

經文：何西阿書十四章 1─9節 

    以色列啊，你要歸向耶和華──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當歸

向耶和華，用言語禱告他說：求你除淨罪孽，悅納善行；這樣，我們就把嘴唇

的祭代替牛犢獻上。我們不向亞述求救，不騎埃及的馬，也不再對我們手所造

的說：你是我們的神。因為孤兒在你─耶和華那裡得蒙憐憫。我必醫治他們背

道的病，甘心愛他們；因為我的怒氣向他們轉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

如百合花開放，如利巴嫩的樹木扎根。他的枝條必延長；他的榮華如橄欖樹；

他的香氣如利巴嫩的香柏樹。曾住在他蔭下的必歸回，發旺如五穀，開花如葡

萄樹。他的香氣如利巴嫩的酒。以法蓮必說：我與偶像還有什麼關涉呢？我─

─耶和華回答他，也必顧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樹；你的果子從我而得。誰是智

慧人，可以明白這些事；誰是通達人，可以知道這一切。因為，耶和華的道是

正直的；義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卻在其上跌倒。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有一種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碰過一種人？有可能─我自己就碰到過，也許各位也有

碰到過。這個人呢，不知道為什麼對你有不斷地做負面的批評，而且對你的解

釋完全不採納。你也曾經想要試著做一些他認為合他心意的事情，但是他也不

會給你任何友善的眼神；而且他還可能繼續、甚至更加重的來毀謗你。 

    這時候你百思不解，你會向他說什麼呢？很可能就像這個投影片上面的問

題，你可能會很大聲的想要聲嘶力竭說：你到底想要什麼？這是我讀完何西阿

書的時候，心裡面最想要問的一句話：上帝啊，你到底要甚麼？ 

    何西阿書全書有十四章，有一百九十七節的經節，其中有多少是正面意味

的經文呢？我沒有仔細去算，不過我大概看了一下，應該不會超過三十節。所

以表示什麼？有一百六十幾節的經文全部都是負面的表達，可能是審判、是懲

罰。 

    我們再回到我們剛才講的，如你碰到這位仁兄，你跟他聲嘶力竭地喊說：

你到底要甚麼？當你講這句話的時候，真的想知道他要什麼嗎？有可能你根本

就不想要知道，也許你只是一個情緒的發洩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何西阿書當時的以色列人，請問你是不是也要喊這句話：上

帝啊，你到底要甚麼？而且你問這個問題，很可能真的想要知道「上帝，你到

底要甚麼」？如果當時的以色列人真的問了這個問題，也許他們的問題就沒有

那麼的嚴重，但是我在整本書的經節裡面，從來沒有看見過以色列人問這個問



題過。 

 

以色列人被比喻為淫婦 

    今年在一開年，我們就一起讀何西阿書，今天是何西阿書最後一次的我們

一起來讀它。我想大家已經非常的熟悉何西阿向北國以色列所傳講的信息，我

們就一起來回顧這本書。 

    我請問大家的第一個問題是何西阿將以色列人比喻為什麼？我想大家都很

清楚（那個答案已經在你的腦子裡面），上帝將他自己跟以色列人的關係，用夫

妻的關係來做一個比喻，他是夫、以色列人就是妻。而一個不忠於這個夫妻關

係的女人，就被稱為什麼呢？淫婦。 

    然而我們可能要問以色列到底做了什麼事，以至於被上帝稱為淫婦。因為

今天要討論的經文蠻多的，所以容我把經節放在投影片上面，大家方便看，而

且我們一起來思想。 

    我們現在要看看到底以色列人是什麼樣的一種淫婦呢？我們可以首先看到

二章 2節這邊經文所說「你們要與你們的母親……爭辯」，這裡所稱的「你們」

就是她的三個孩子。這個母親需要孩子跟她爭辯，以至於她去除掉臉上的淫像

和胸間的淫態。這表示什麼？表示這位母親根本就不認為她有那淫像跟淫態，

所以這是個不知道自己樣態還需要孩子與他爭辯的一位淫婦。 

    三章 5節，很顯然的這位女士所追求的，可能不像我們一般在電影或電視

劇裡面看到：有這麼一個婦人或是一個當妻子的，她跟先生說：byebye，我要

去為愛走天涯。她要去找她的真愛！這邊也許看到她真的也是去找她的真愛，

但她的真愛是什麼呢？是她的餅、水、羊毛、麻、油、酒──這些所吃、所穿、

所喝、所用的一切物質的滿足，這就是她的最愛、她的所愛。 

    而且這所愛所提供的，從一個人而來嗎？就像我剛剛講：為愛走天涯，她

去尋找她最愛的嗎？這經文的裡面說：這些東西都是他們給的〈這是複數，〉

所以她行淫的對象是多個。二章 7節，在這經文當中「他必尋找他們」，仍然是

複數，所以這位女士非常的厲害。但是她說：她要回來找前夫。為什麼呢？因

為她找不到那些情夫，而且想到過去在原本這位丈夫的狀況之下，她的生活比

起現在要好的多。所以她為什麼要回來找這位前夫呢？仍然是為了自己物質需

求的滿足。 

 

以色列人根本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何西阿描述以色列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我們看到前

面的幾個經節，看起來都是在描述何西阿的妻子，但是我們也知道，同時也暗

指著以色列人他們所行所是。就讓我們繼續來看一看：到底以色列人，在何西

阿書裡面怎麼樣描述他們。 

    在投影片上面可以看到〈我這邊寫綜論〉，一到三章基本上是在描述何西阿

的家庭狀況，第四章開始，何西阿所記錄的是上帝對以色列人直接的對話。上

帝的直接對話，開宗明義、非常直接的告訴他們說：這地上無誠實、無良善、

無人認識神。他說：以色列人你們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這三件事情─無誠實、

無良善、無人認識神。 



    無誠實！他們沒有真心的來面對上帝。無良善！在原來的文字上面，「良善」

其實也有所謂的「忠誠」這種意思，所以也有一些翻譯本把它翻譯成「堅定的

愛」。堅定的愛！堅持、堅定，這是何西阿書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等一下

我們也會持續看到。那什麼叫做「無人認識神」呢？「認識神」在原來的文字，

這個「認識」是名詞，所以應該是無人有神的認識或是無人有神的知識。 

    「認識」這個字在這個經節是名詞，它的動詞其實我想也有很多弟兄姊妹

很熟悉，它在很多的地方是用「同房」這個字來翻譯，所以「認識」這個字，

其實隱含著夫妻的關係。這個「認識」的內容是什麼呢？我們再往下看，在四

章 6節的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知識的內容，就是上帝交給以色列人的律

法、就是約書，就是那個約。 

 

相信偶像及強國 

    在四章 12─13節這邊談到「我的民求問木偶，以為木杖能指示他們；在各

山頂，各高岡，各種的樹之下燒香獻祭。」我們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罪在哪裡？

他們沉迷在外邦的偶像以及他邪淫的祭拜儀式當中。 

    五章 13節我們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困頓窮乏的時候，他們去找誰？他們去

找亞述王。其實跟別的國家做結盟這件事情不是什麼新鮮事兒，在大衛的時候

就有跟別的國家立約、結盟。所以在這邊，北國的問題應該不是跟鄰邦結盟，

他們的問題是在相信這些強國可以醫治好他們的傷。 

 

反反覆覆的政變 

    七章 5─7節，我們在這邊看到「君王宴樂、首領埋伏，心熱如火。而且所

有的民眾、人民一齊熱如火爐，……」他們做了什麼事？他們殺了官長以及君

王。這是在描述政變，反反覆覆的政變。北國自耶羅波安二世以後，接續的王

非常的短命，最短的一個月！一個王只當一個月。 

    列王紀下十五章我們可以看見：耶羅波安的兒子叫做撒迦利亞，他在撒馬

利亞做王六個月，他被篡了，篡他的人叫做沙龍。沙龍背叛他，在百姓面前擊

殺他，篡了他的位。沙龍登基，在撒馬利亞做王只有一個月，他被他後面的繼

承者給殺了，篡了他的位，這個人叫做米拿現。 

    米拿現坐了十年的王，但是他的兒子叫做比加轄，比加轄在以色列坐王兩

年。比加轄的結束是因為他的將軍──比加背叛他，在王宮裡的衛所殺了他。

這是北國以色列在政治情況上面非常的動盪。在這樣的整個過程當中，聖經上

說：他們中間無一人求告耶和華上帝。 

    七章 8節跟 11節，我們看到這邊：以法蓮像鴿子愚蠢無知；他們求告埃及

以及亞述。其實不只這二個國家，在當時的強敵、強國中，還有亞蘭國。以色

列人就在這些強國當中周旋，不斷的在中間擺盪。 

 

敬拜偶像、金牛犢 

    八章 4─5節，我們看到以色列人用上帝所賜的金銀製造偶像〈這是外邦的

偶像〉，但他們同時也敬拜金牛犢。這個牛犢代表的其實不是別人，就是耶和華



上帝，這是北國的開國君王耶羅波安，為了怕他的子民到南邊聖殿敬拜耶和華

上帝而做的。所以他在但以及伯特利兩個城市設立了金牛犢，就告訴以色列人

說：這就是你們的神─耶和華上帝。 

    北國的人民以為他們就在敬拜耶和華，但是他們越多的敬拜上帝，就越發

的惹動上帝的憤怒。以色列所犯的罪，其實根源於他們不真實的面對上帝、不

長久的持守對上帝的愛，更沒有對於上帝的認知以及他們存在親密的關係，因

此發生了後面一連串的惡行。包括在信仰上面敬拜外邦的偶像，同時也敬拜金

牛犢，甚至把金牛犢當作就是耶和華上帝本身；在政治上國內發生君臣猜忌、

士軍政變，屢次不爽；對外則在是強權之間搖擺不定、諂媚。這樣子的一個以

色列，上帝將要如何審判他們？ 

 

神的審判 

    我們可以看到四章 5─6節，上帝首先要審判的是祭司。「認識神」在何西

阿書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在多次的經文當中提到「要認識神」。為什麼

以色列民不認識神？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這些祭司連自己都棄掉而且忘記神的律

法，以至於他們無法教導民眾有正確的對上帝的認知，所以祭司在這邊優先受

到審判而滅亡。 

    五章 14─15節以色列尋求亞述的醫治，上帝就宣告北國要滅亡，無人搭救。

六章 5節，大家很熟悉的一個經節，以色列人好像有一個跡象：回轉歸向神，

但是上帝卻否決了他們。上帝說：他們好像晨霧、好像朝露─那麼短暫的愛慕。

但是縱然如此，雖然接下來有非常多嚴厲的經文，但是這些經文顯示上帝仍然

留下一絲絲的恩典。 

    十一章，上帝的呼喊並沒有停止、宣判也沒有退縮，以色列人仍然剛硬。

他們下場是什麼？就是必然滅絕。但是就在講到他們要滅絕之後，立即看到

「以法蓮哪，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棄絕你？」上帝的憐愛再次出

現。上帝是捉摸不定的嗎？一下嚴厲地要滅絕以色列 、一下又轉變成一個憐愛

的上帝，他的情緒是變化莫測嗎？我們把這個問題先留在心裡面，等一下再來

回答。 

    何西阿書十一章的最後一節是 12節，它可能跟十二章的第 1節是連在一起

的，這時候就進入了何西阿書最後宣判的一個部分。聖經學者大部分都認為何

西阿這位先知這時候本人已經不在北國服事，他人很可能已經在南國；而且這

個時間應該已經來到北國即將滅亡的時候，這時撒馬利亞可能已經被亞述的大

軍圍困。 

 

負面的判定 

接下來請各位弟兄姊妹翻開你的聖經，翻到何西阿書十一章第 12節，我們

要一節、一節來思想這段非常嚴厲的一個宣判。第十一章第 12節到十二章 2節 

其實是先知宣佈以色列的罪名，並且開始好像一個審判庭宣布開庭。這邊談到

「以法蓮用謊話，以色列家用詭計來圍繞我」，所以以色列的罪名是什麼？以色

列的罪名就是虛謊、詭詐，在神的面前虛謊、詭詐。 

第 12節的下半提到猶大，這就是為什麼說我剛剛講說：非常可能何西阿先



知本人其實在南國。在這邊的經文講到「猶大卻靠神掌權，向聖者有忠心」，但

是它後面括號「猶大向神，向誠實的聖者猶疑不定」，這個經節在不同的譯本有

非常極端的譯法，一種譯法是針對猶大正面的一個判定，另外一種是負面的判

定。很可能整個抄本在傳遞過程中，這邊可能有一些文字落失了，必須有些重

建，所以看起來是有正反兩個敘述。但是如果我們連著十二章 1節跟 2節跟十

一章 12節連起來看的話，非常可能負面的敘述是比較合理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十一章 12節一直到十三章 16節，何西阿先知在北國

的首都被強敵圍困的時候，對北國與南國的宣告。這時候北國仍然不願真誠的

面對上帝，它追趕東邊吹來的焚風〈東邊是沙漠〉，這吹來的風是熱的，一般來

講，一般人都是要躲著這個焚風，但是聖經卻說：他們卻迎向這個焚風，而且

還在亞述跟埃及當中來擺盪。 

 

效法先祖雅各歸向神 

十二章的 3─5節，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故事〈我想各

位也非常熟悉〉，雅各的名字是從何而來？就是他抓的意思─抓腳跟而來。所以

在這邊描述了以色列的兩個名字，一個叫「雅各」，另外一個名字「以色列」。

以色列的名字是從何而來？是從與天使較力而來的。這兩個事件其實代表雅各

一生的悖逆，但是他在雅博河渡口的時候懇求上帝的祝福〈這記載在創世記三

十五章 1─13節〉。雅各逃離他的舅舅拉班，再逃過他哥哥掃羅的報復，後來上

帝要求他要上伯特利去。為什麼？伯特利是他第一次離開家的時候睡著的地方，

就在伯特利。 

創世紀三十五章 2 到 3 節，雅各對他家人說：你要除掉你們中間的外邦神。

這是雅各對當時他的家人這樣說：你們要除掉你們中間的外邦神，也要自潔，

更換衣裳。就好像是何西阿在對當時的以色列人所說一樣。先祖雅各在伯特利

遇見對他顯現的上帝，是他在遭難時候的拯救，應允他的禱告，這位上帝的名

就是耶和華。何西阿時代的以色列人也一樣，應該要效法他們的列祖，在遭難

的時候來尋求上帝的面，除掉外邦神，自潔來歸向神。 

所以接下來十二章 6 節和合本說「所以你當歸向你的神，謹守仁愛、公平，

常常等候你的神。」這節談到「歸向」這兩個字，這邊不是非常單純的歸向而

已，其實它含有「使他們靠耶和華歸向」這樣的意思。所以新譯本的翻譯「所

以你要靠著你的神歸回，謹守忠心和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所以以色列人要

學習他們的先祖雅各，在遭難的時候要倚靠上帝來歸回，持守、等候他們的上

帝。 

 

虛謊及詭詐的實例 

 7─8 節這邊開頭是「以法蓮是商人」，但在原文其實就是「商人」這個字，

商人「手裡有詭詐的天平，愛行欺騙。」「商人」這個字跟「迦南人」同一個字，

所以這邊說的是迦南人善於經商，但是他們行事詭詐，以法蓮跟他們沒有兩樣，

而且他們可能有更高段的詭詐技巧。高到怎麼樣呢？高到無人可以發現他們的

誤差、詐欺以及技巧。這是上帝指出以色列人第一個虛謊、詭詐的實例。 

第 9到 10節，我們可以看到上帝就要剝奪以色列人因為這詭詐而得來的財



富，讓他們到後來只能住帳篷，而且以色列人不可以說：上帝，你為什麼這麼

對我！因為上帝說：他已經不知有多少次用不同的方法來提醒、警告他們。十

二章 11節，上帝提出另外兩個以色列人虛謊、詭詐的實例，發生在基列以及吉

甲。 

 

持守 

第 12節談到雅各，第 13節聖經說「耶和華藉先知領以色列從埃及上來；

以色列也藉先知而得保存。」13節出現二個先知，這二個先知我想大家應該很

容易看得出來是同一個先知，就是摩西。摩西和雅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

他們都是牧羊的、都是看守羊群的。所以這邊的一個重點，談到他們兩個的同

一個重點就是他們持守、看顧。上帝在這邊提醒以色列人：他們的先祖雅各和

摩西就是他們持守的榜樣。這是我剛才談到「持守」是何西阿書另外一個非常

重要的課題，這是以色列人所缺乏的。 

 

以色列人的結局 

十二章 14節要連到十三章 1節，它談到「以法蓮大大惹動主怒，所以他流

血的罪必歸在他身上」。什麼是流血的罪？就是殺頭的罪、就是死罪，所以以色

列人犯罪，惹動上帝，以至於上帝有極大的憤怒，上帝也將他們該受的羞辱加

在他們身上。13節以法蓮的結局就是死，這是上帝對以色列人的宣判，他們最

終一條路就是滅亡。 

十三章是以色列的結局，大概可以分成三個大段，分別是前後有先知的宣

告以及中間有上帝的宣告。十三章 2─3節就是先知宣告審判，接下來就是上帝

的宣告。先知宣告他們，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是對外邦偶像的鑄造，以及

對人所製造的這些偶像、甚至是牛犢的一個敬拜。在先知宣告之後，上帝接下

來宣告。上帝一來的時候，先將他的標準─他審判的標準再次的表明。其實這

是以色列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犯了十誡的第一誡：在我以外，你不可認識

別神，除我以外，沒有救主。 

 

四個懲罰 

十三章的 5─6節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拒絕持守對耶和華的忠誠，所以上帝接

著有四個懲罰來臨。第一個在 7─8節，上帝會像野獸一樣來撕裂他們；9─10

節上帝以廢王這樣的懲罰來懲罰他們；第三個在 12─13節，上帝告訴他們：這

些懲罰是無可避免的。12─13節我們可以看到經節說「以法蓮的罪孽包裹；他

的罪惡收藏。」罪孽包裹、罪惡收藏，所以沒有人可以改變他，也永遠不會被

忘記。上帝的對他們的懲罰，他們完全無法避免。 

13 節「產婦的疼痛必臨到他身上；他是無智慧之子，到了產期不當遲延。」

一個產婦當臨到她的產期時，胎兒應該要回到一個正確的位置，對準子宮的這

個出口，然後等到時間到的時候，她就可以順利的生產。但是在這邊，以色列

是怎麼樣？他是一個無智慧之子。這個「無智慧」到什麼樣的地步呢？他沒有

轉到正確的位置，以至於他沒有辦法在產期臨到的時候順利生產。在當時是沒

有所謂剖腹產的，如果一個胎兒在母體裡面無法出來，這個結果是母親跟胎兒



都要面對死亡的危險。所以這邊談到以色列的懲罰，無可避免、無法逃脫。 

第四個懲罰是陰間的懲罰，十三章 14節我們看到，這個經文如果你念過去，

你會覺得非常熟悉。使徒保羅在新約的哥林多前書也有類似的一段經文。但那

個地方是在頌讚基督勝過陰間的權勢，在這邊完全看不出頌讚的味道。這邊談

到「我必救贖他們脫離陰間，救贖他們脫離死亡。」這是和合本的翻譯，但它

非常可能是一個疑問句。我必救贖他們脫離陰間嗎？我要救贖他們脫離死亡嗎？

「死亡啊，你的災害在哪裡呢？陰間哪，你的毀滅在哪裡呢？在我眼前絕無後

悔之事。」陰間要臨到以色列人，而且上帝沒有任何的後悔。 

    15─16節先知宣告亞述的大軍就要侵入北國，而且這樣的刑罰必然成就。

我們是不是在這邊就可以完結篇了？在這邊，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完結。為什麼

呢？上帝的公義得到彰顯，以色列人得到他們必死的報應，滅絕就是他們的報

應。但是我們所相信的上帝，如果是這樣的上帝的話，我們每個人都要哀哭切

齒。為什麼？因為何西阿書裡面描述的這個淫婦，就是我、也是你！如果何西

阿書在這裡完結，我們沒有一個人有盼望。還好！慶幸的是還有第十四章。 

 

歸向耶和華 

    第十四章我們可以看到第 1節「以色列啊，你要歸向耶和華──你的神」。

這是先知的一個邀請，邀請以色列人民歸向耶和華，這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歸回耶和華？是在十三章的結尾，十三章結尾說以色列人必然滅絕。在滅絕的

狀況之下，先知說：以色列啊，你要歸向耶和華。 

    十四章 2節「當歸向耶和華，用言語禱告他說：求你除淨罪孽，悅納善

行；」這地方新譯本的翻譯是這樣說的「你們要預備好所說的話，歸向耶和華」。

所以在這邊，先知其實有個跟他們的建議，獻策說「以色列人啊，你們要歸回

耶和華」。但是你們歸回的時候，要想好你們要說什麼話。你們要說什麼話呢？

你們要說「要除去我們一切的罪孽」，哇！這是非常大膽的一個禱告：除去一切

的罪孽！他們犯了多少的罪孽！ 

    在這邊「悅納善行」也可以翻譯成「悅納那些堅定的愛、悅納以色列人他

們重新再燃起那堅定的愛」。再說堅定的愛，這是何西阿書的一個重要課題。

「嘴唇的祭」代表他們心裡相信、口裡承認，從內心而發的順服，這樣的順服

成為一個祭，來代替他們過去長久所獻上的牛為祭牲的祭。然後他們宣告：他

們不再依靠列強、軍隊，不再認偶像為真神，在他們流離、被擄的當中像孤兒

一樣，但是他們知道：在耶和華那裡有憐憫。 

    十四章 4節我們看到耶和華是那唯一可以醫治他們的，耶和華說「我必醫

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耶和華要用醫治來代替憤怒。十四章的 5節─

9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全新的以色列，在絕境當中重新歸回耶和華上帝的恩

典當中。先知最後好像提出一個頌讚：上帝的智慧無人可以測透，然而誰是義

人呢？就是那些曾經跌倒，靠著上帝回歸的罪人，這是義人。 

 

上帝打臉 

    以色列人有沒有在整個何西阿書當中，試著要去達到耶和華的要求嗎？有

的！但是都被上帝拒絕，用現代的話就是「上帝打臉」。六章 3節說「我們務要



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他。」但是上帝說什麼？「主說：以法蓮哪，我可向

你怎麼樣行呢？…因為你們的良善…同早晨的雲霧，…如速散的甘露。因此，

我藉先知砍伐他們。」上帝一點都不客氣！八章 2節這些以色列人說「我必呼

叫…我的神啊，我們以色列認識你了。」上帝卻說「以色列你丟棄良善；仇敵

必然追逼他。」 

    七章 14節「他們並不誠心哀求我，他們…在床上呼號；」這些人在床上呼

號，上帝說「他們仍然悖逆我」。八章 13節他們喜愛獻祭──獻肉為祭，就拿

來吃；上帝打臉說：他不喜悅他們，他必記得他們的罪孽、追討他們的罪惡；

他們必回到埃及去。上帝啊，我們竭力追求你、認識你，你不要！我們呼叫、

哀求，你也不要！我們喜愛獻祭，你更不要！所以，到底上帝啊，你要甚麼？ 

 

歸回的陷阱 

    在整個何西阿書「歸回」這個動詞出現二十一次，在第十四章就出現四次

〈剛才大家已經讀過這個經文〉。「歸回」這個字原來的文字意思是人與人關係

的回復、或是人與上帝屬靈關係的回轉，甚至有翻譯「從死裡復活」也用這個

字。我認為上帝要我們這些悖逆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歸回。 

    上帝要我們如何歸回呢？以下有幾個可能是我們歸回到上帝面前的陷阱。

二章 7節，我們很熟悉的經文，上帝不希望我們歸回是為了吃餅得飽。他不希

望我們把他當作阿拉丁的神燈，為了榮華富貴一生。六章 1節說「我們歸向耶

和華！他撕裂我們…必醫治；他打傷我們……必纏裹。」上帝不要我們把他當

作一下發怒、又一下安慰，情緒上下不定、快速轉換的上帝。他不是這樣的上

帝！他也不需要因為你認為他要怎麼樣回應，上帝就要如此回應給我們。 

 

謙卑尋求 

    七章 16節跟九章 3節，我們看到人轉向了，但是卻轉向錯誤的方向， 而

且他們搖擺不定。為什麼他們找不到方向呢？五章 4節我們看到人所做的惡行

是因為有不忠的心在裡面，什麼是不忠的心？就是那悖逆的心。我們人在亞當

墮落以後，只有悖逆的心在裡面，人是沒有辦法靠自己歸回上帝的。五章 15節

告訴我們：上帝有時候會轉臉不看我們，這裡的回轉是上帝轉臉不看我們，讓

我們自己在問題裡面去面對，我們突然就會看到自己的罪孽，而在急難中謙卑

自己來尋求上帝的面。 

 

倚靠上帝而歸回 

    十二章 6節，這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句經節。在很多的遊樂園裡面都有

所謂的雲霄飛車，我不是很喜歡坐雲霄飛車，我覺得那個對我、對我的心臟來

講是一個挑戰。但是每次當我坐上雲霄飛車的時候，我會做一個動作，就是我

完全放鬆。各位，你可以試試，下次如果你有機會要坐雲霄飛車，請你不要抓

緊前面那個桿子，你扣上安全帶以後，全身要癱軟、放鬆。 

    嘿！很衝突，對不對？！你知道面前有一個好像快速要下滑的深谷，本來

就慢慢往上爬…，不知道哪一個分、哪一秒鐘，甚或下一秒鐘就要往下衝了，

對不對？你就開始緊張，對不對？你應該相反的，要完全的放鬆。你癱軟在座



位上面，然後你就可以享受眼望四面、耳聽八方。 

    雅各在面對上帝在雅博河渡口的時候，他其實已經嚇到癱軟，什麼事都不

能做。這個時候他的哥哥要帶著四百個壯丁來面對他，他只好抓住神不放，要

上帝給他祝福。就好像一個坐雲霄飛車的人，他已經癱軟無力，但是這雲霄飛

車會帶著他平安的回到原點。就像我們一樣，我們靠在上帝的身上，不要再掙

扎，這是這個經節告訴我們：你要靠著你的上帝歸回，上帝的雙手就像雲霄飛

車的安全帶一樣，穩穩的保護你，縱然外面是驚滔駭浪。 

    各位弟兄姊妹，讓我們歸回吧！真以色列民歸回吧！不論你在何種的情況，

甚至在完全沒有出路的時候；在完全絕望的時候，在你完全沒有氣力、癱軟的

時候，請聽那耶穌溫柔慈聲懇切呼喚你，他呼喚你快歸家。為何你還耽延、忽

略主恩，他因救你把血灑。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愛我們的主耶穌，請繼續向我們招手、繼續向我們呼喚，

歸回到與你親密的關係當中。讓我們知道你一直都在等待；讓我們知道靠我們

自己要歸回，完全沒有可能；讓我們癱軟在你的膀臂當中，我們就知道：縱然

天崩地裂、縱然沒有一點希望，我們卻靠著聖靈等候你，以致我們可以在基督

裡更認識你！我們也知道你必然帶領我們安然抵達終點。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