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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書

彌迦的名字，也會翻譯為米該亞，

意思就是 ─ 誰像耶和華。

一1b 摩利設人彌迦得耶和華的默示。

一1a 當猶大王約坦、亞哈斯、希西家在位的時候…

摩利設位於猶大境界，距耶路撒冷 33 公里

沒有提到父親的名字、列出先知的家譜，

是比較卑微平凡的人

這段期間主前第八世紀，

是以色列國運轉折點的時刻 ─ 由好變壞，

在壞中卻看見上帝要帶來無限的希望，

在乎人有否回應上帝透過先知的呼召

寫作日期，

可能是在撒馬利亞城陷落前後這段時間

一5a 這都因雅各的罪過，以色列家的罪惡。

他所講的預言主要是針對南國猶大，

揭露了當時富豪、地主，

對一般老百姓、佃農，無情的剝削、迫害…
上帝的子民應該是像神的，

能夠按照神的公義和主權，活出沒有暇疵的生活

可是社會當中有許多的陋習，

以至要遭受神的審判

彌迦揭露當時社會的弊端 ─ 讓人從表面的歌舞昇平，

認識自己是在得罪神，落在神的咒詛、審判下，需要悔改，

繼而帶出彌賽亞救贖的盼望。

在審判宣告當中，上帝仍然應許赦免、拯救，

不要太快跳到最後的盼望、期待

在審判當前，才能夠除去煉淨人的罪惡

彌迦書由三個部分的信息組成，

每部分都會出現聽…

一到二章 一2a 萬民哪，你們都要聽！

三四五章 三1a 雅各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啊，

你們要聽！

第六章 六1 以色列人哪，當聽耶和華的話！

他的內容、語氣、宣講的時間各有不同，

卻貫穿了同一個中心思想 ─

上帝審判的威嚇，也有神的應許

先知宣告了上帝的審判，

仍然交織著上帝的憐憫

這些重點都會出現在三個部分的信息當中。



彌迦書當中有一些已經應驗的預言…

1. 一6-7 預言撒瑪利亞一定會被傾覆，

主前 722 年發生了

2. 三12、七13 耶路撒冷會被滅亡、聖殿會被摧毀，被摧毀，

主前 586 年發生了

3. 四10 上帝的選民會被擄巴比倫

4. 四1-8、七11、14-17

被擄的百姓能夠從被擄之地歸回

5. 五2 彌賽亞君王會降生在伯利恆，

也是主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

東方的博士到伯利恆去問文士，

所回應引用的經文

修辭用語 ─ 率直、粗曠、奮慨、令人信服的語氣，

斬釘截鐵的講述上帝的心意、審判

在審判中宣告 ─ 憐憫的神，要帶給人盼望

比較少講到政治的狀況…
主要是斥責當時的百姓，

在道德、信仰方面的惡行

主要的主題 ─ 論述上帝的公義，

以上帝公義的準繩一拉，讓我們看看，

到底我跟神的公義之間，有什麼樣落差？

有時我們似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可是在彌迦的信息讓我們看見 ─

神公義的準則，仍然安定在天

人面對神的公義，我們活出什麼樣品質的生活呢？

求主引導，讓我們生命的根基，都是建基在神的話語上。

彌迦書整個書卷的結構…

一、二章 宣告自己的蒙召之後，

就責備百姓的犯罪、上帝要施行的審判，

似乎是定罪，目的不是立刻執行刑罰，

是呼籲人要悔改 ─

從自己的惡行當中，回轉歸向上帝。

一2 萬民哪，你們都要聽！

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側耳而聽！

主耶和華從他的聖殿要見證你們的不是。

神親自做見證 ─ 雅各家的罪過、以色列家的罪惡

先知不是一個冷面的審判官 ─

不只是宣告刑罰、沒有任何的情感；

彌迦書也像其他先知 ─ 有自己的哀嘆、嘆息

命令語態

一10 不要在迦特報告這事。

我在伯亞弗拉滾於灰塵之中。

描述當時的人的困境

11 沙斐的居民哪，你們要赤身蒙羞過去。

在神審判困境當中，都要赤身蒙羞

撒南的居民不敢出來。

因為戰亂臨到了

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們無處可站。

12 瑪律的居民心甚憂急。

緊接著經文當中，會出現一些雙關語…

灰塵之家

美麗城市

出來

鄰埠

苦毒、災禍

讓人非常印象深刻的認知 ─

神使審判臨到，神使百姓因自己的罪惡而蒙羞。

迦特、報告，發音類似



二1 禍哉，那些在床上圖謀罪孽、造作奸惡的！

天一發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來了。

這些人詭計多端的要來籌畫、巧取豪奪

這些人從心裡面 存著虛假、用謊言來頂撞神，興起假先知，

因為不喜歡聽責備他們的話，只喜歡聽諂媚的言語，

上帝的心何等傷痛！

3 耶和華如此說：「我籌劃災禍降與這族。」

這些人聽到神的話之後，怎麼說呢？

6 他們說：「你們不可說預言，不住地羞辱我們。」

以至於先知說 ─

7-8 雅各家啊，豈可說耶和華的心不忍耐嗎？

耶和華的言語豈不是與行動正直的人有益嗎？

然而，近來我的民興起如仇敵。

10a 你們起來去吧！這不是你們安息之所，因為污穢使人毀滅。

雖然審判的信息臨到，

可是每一個信息單元的結尾，都會有一絲的盼望…

二12-13 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們，

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

開路的在他們前面上去；

他們的王在前面行；

耶和華引導他們。

對比當代他們的領袖 ─

使他們走迷了路、使他們背逆，

不能到神面前、而神的刑罰臨到。

神審判了這些領袖

神至終要領這些剩餘的百姓歸回

第三章開始 ─

神責備當時雅各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

三1 我說：雅各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啊，

你們要聽！你們不當知道公平嗎？

在神公義的審判當中，人要認識神的公義

這些領袖的罪，

使得耶路撒冷要淪陷、要被摧毀了

三5-7 論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

他們牙齒有所嚼的，他們就呼喊說：「平安了！」

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見異象；

先見必抱愧，占卜的必蒙羞，

因為神不應允他們。

對比彌迦先知呢？

三8 至於我，我藉耶和華的靈，

滿有力量、公平、才能，

可以向雅各說明他的過犯，

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惡。

三9-12 雅各家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啊，

你們厭惡公平，

以人血建立錫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

首領為賄賂行審判；祭司為雇價施訓誨；

先知為銀錢行占卜。

他們卻倚賴耶和華，說：

「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嗎？災禍必不臨到我們。」

所以因你們的緣故，錫安必變為亂堆。



在嚴肅的審判信息後，第四章 卻帶來非常具有盼望的信息，

四1-5 在 以賽亞書第二章 有一模一樣的經文…

四1a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

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

當時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 被遭蹋、被污穢

末後的日子，再一次，神的殿要被興起，

訓誨要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

不只以色列人流歸這山，萬民都要流歸

五2 伯利恆的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

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

預言主耶穌基督做為彌賽亞得勝的君王，

出於表面微小的伯利恆，卻足以帶領萬民流歸

在上帝施行潔淨性審判之後，

神的救恩、祝福，在彌賽亞掌權中再次臨到

第三單元 第六章到第七章 也是一樣 ─

先有審判，後有一個盼望的信息臨到…

在上帝公義的審判當中，終於百姓要認識神的公義

鑰節

六1 以色列人哪，當聽耶和華的話！

5 我的百姓啊，你們當追念…所遇見的事，

好使你們知道耶和華公義的作為。

6a 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當獻上甚麼呢？

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的神同行。

而當時對比於神的公義，

地上沒有虔誠人、世間也沒有正直的，

先知再次哀嘆 ─

所有的毀壞即將臨到、降罰的日子必要臨到。

七7 至於我，我要仰望耶和華，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應允我。

先知以自己的禱告、宣告，帶下這段盼望的信息

神親自宣告、透過先知，審判之後的憐憫

七18-19 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

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

必再憐憫我們，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

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

很像在 出埃及記 過了紅海之後的歌頌 ─

被丟在深海、踏在腳下的是埃及軍兵

這時，上帝不只是以色列軍隊的元帥、更是救贖主，

再次的施恩憐憫，將人的罪踏在腳下…
彌迦書讓我們認識神的公義 ─

唯有準確認識神的公義，才能了解什麼是神的憐憫。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就使耶穌基督為我們死，

在你自己恩典的慈愛裡面，

真的知道我們是蒙愛、蒙赦免的罪人。

求主憐憫我們 ─

† 讓我們謹記你的公義、你的良善

† 讓我們在這個世代當中，不論環境多麼的黑暗，

我們始終有那樣子的勇敢跟誠實 ─

要活出你的聖潔、活出你的良善、

在你公義的光中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