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代的呼聲---存謙卑的心, 與上帝同行 

            
I. 彌迦時代的背景和信息 
 

1. 彌迦是和以賽亞同時期 (主前 8世紀) 的一位先知, 都在南國猶大事奉. 他出身寒

微, 工作期間幾為以賽亞的盛名所掩; 但他所作彌賽亞要出自小城伯利恆 (5:2), 

以及世界在衪的掌權下不再學習戰事 (4:3) 的預言, 給了渴望和平與正義的世界

美好的安慰和保證. 

2. 彌迦出身農家, 與何西阿為同時代的人. 他斥責祭司和假先知的貪財媚世, 富豪佔

奪貧農土地, 對當日社會貧富懸殊, 投機取巧的商人, 枉法的司法人員, 政治貪污

的情況, 憂心忡仲. 要求他們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 

3. 他宣告了神的刑罰: 南國猶大必毀滅, 北國以色列必傾覆, 百姓被擄, 過著亡國的

生活. 

 

II. 前言 --- 經文的選擇-彌迦書 6:6-8 

 

    1. 求主能夠使用他軟弱的僕人, 來成就他奇妙的工作 

       周聯華牧師是以無比惶恐的心來準備這篇講章.  

    2. 美國總統 Jimmy Carter 就任時所取用的演講經文  

       Jimmy Carter 曾用這經文 彌迦書 6:6-8 作為他就任演講. 

   他原先想用列王紀上 8: 33-34, 可是被他的顧問反對, 認為太過嚴厲, 後來他換 

       了彌迦書 6: 8. Jimmy Carter 希望美國能夠 “伸張正義, 實行不變的愛, 謙卑地 

       跟上帝同行 

 

II. 經文分享  
 

1. 彌迦書 6: 6-8 

 

神要求的不是外表的獻祭 
  6   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的 神面前叩拜，當獻上甚麼呢？我朝見他的時候，當獻上燔祭，當獻上一歲

的牛犢嗎？ 
  7   耶和華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為我的過犯，我可以獻上我的長子嗎？為我的罪惡，獻

上我親生的孩子嗎？ 
  8   世人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甚麼；無非是要你行公義，好憐憫，謙虛謹

慎與你的 神同行。 
  
 

2. 列王紀上 8: 33-34 

  33   “你的子民以色列若是得罪了你，以致在仇敵面前被打敗，又回轉歸向你，承認你的名，在這殿裡向你

禱告懇求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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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求你在天上垂聽，赦免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領他們返回你賜給他們列祖之地。 
   

III. 與上帝同行 
 

1. 彌迦書 6:6-8 經文的解釋 
 

所讀的經文裡, 有五個問題: 一開頭的兩個問題: 

1). 我該帶什麼禮物到上帝的面前 ? 

2). 我在敬拜上帝時應該是什麼態度 ? 

彌迦又問了三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是彌迦的假定: 

1). 我帶 好的小牛來作燔祭 (燒化祭) 獻給上帝; 

2). 獻上成千的公羊, 或是上萬道河流那麼多的橄欖油; 

3). 假如上帝喜歡, 我就獻上我的長子來替我贖罪. 

他問上帝 : 你到底要什麼 ? 三個答案是當時百姓獻祭時的 愛. 

彌迦的答案, 上帝要的不是這些, 也不喜歡這些 ;他說上帝己經指示我們, 什麼

是更好的獻祭, 那就是 “伸張正義, 實行不變的愛, 謙卑地跟上帝同行.” 

 

2. 主耶穌的腳印---跟上帝同行- 

 

主耶穌的腳印; 信徒有困難時, 耶穌來背我們一起走. 

人在安慰人的時候,常用傳道人用到的一個比喻, 一開始時在沙灘上看到有四個腳

印, 慢慢的變成兩個腳印, 四個變成二個的原因不是那人被遺棄了, 而是主耶穌

背起了那個人, 且腳印愈來愈深, 主耶穌承擔我們所有的重擔. 

 

3. 聖經教導的連貫性 

 

彌迦書的經文, 有三句話連在一起, “伸張正義, 實行不變的愛, 謙卑地跟上帝

同行.”聖經的連貫性十分重要, 假如有人要與上帝同行, 必須存謙卑的心, 而且

還要實行不變的愛, 並且記得隨時隨地伸張正義. 

 

4. 伸張正義---行公義 

 

伸張正義, 在基本上須當一個守法的公民, 且能超乎法律, 經得起上帝的審判.  

聖經中有很多的法律或稱為律法. 有道德律, 禮儀律. 今天的基督徒己不守舊約

中的禮儀部分. 取而代之的是十誡的前五條, 及一些崇拜和受洗, 主餐等禮儀. 

十誡中的後五條及其他道德律都化入了每一個信徒的本國法律. 

  

是非觀念來自上帝給每一個人心理的良心. 

每個國家都有其本國的法律使人民遵守, 可是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審判, 這種良心

是超越法律的道德觀念, 是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所列的原則; 基督徒要討上帝的喜

悅, 就得願上帝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 心裡, 好像行在天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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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彌迦說伸張正義時, 不但我們本身守法, 還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審判底下, 努力

使社會也成為一個守法的社會. 人跟人的關係要公平相處, 也希望整個社會是公

平的社會, 只有在這種情形底下才叫伸張正義. 

Jimmy Carter 推動人權的外交政策. 

Martine Luther King 人權的美夢的實現, 美國的國務卿是一位黑女士, 這是多

麼了不起的事 ! 

分享: 社會, 教會有哪些不公平的事情可以改進求進步的 ????? 

耶穌要我們作光. 在黑暗中, 只要一點光就能起作用. 

耶穌要我們做鹽.鹽是調味用的, 我們老是覺得台灣的基督徒太少, 但是, 我們到

底有沒有發揮鹽的作用, 讓這社會有一點味道; 如果能真的發生作用, 整個台灣

就有希望. 

 

5. 實行不變的愛 

 

A). 哪一種愛才是聖經裡所說的不變的愛 ? 

 

希臘文愛, 英文(love), 有四種層次用四種不同的文字:  

Storage; 家庭裡的愛, Philia:  朋友之間的愛    Eros: 男女之間的愛 

        Agape: 上帝的愛, 犧牲的愛, 純潔的, 不變的, 真實的愛. 

        有一個法利賽人曾問耶穌, 到底要怎麼樣能得到永生 ? 耶穌告訴他說: 聖經上怎 

        麼說的呢 ? 他說: 你要全心,全情, 全力, 全意愛主—你的上帝, 又要愛鄰人,  

        像愛自己一樣. 耶穌對他說:”你答得真好, 你照著去做就好了, 能得永恆的生 

        命.” 

法利賽人問:“誰是我的鄰人呢” ??? 耶穌講了一個故事.  

路加 10:30-35 

 

10:30 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

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 

10:31 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 

10:32 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 

10:33 惟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裏，看見他就動了慈心， 

10: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裏去照應

他。 

10:35 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

你。 
      

 

      B). 三個人物: 學習做好的撤馬利亞人 

1). 祭司: 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 聖殿事奉的人, 避開走了. 

2). 利米人: 祭司的支族, 終身在聖殿裡事奉, 避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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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撤馬利亞人: 他停下來, 幫他用酒擦乾淨, 用油包起來, 讓他坐在自己的牲

口上, 帶到附近的一個客店裡去. 

故事的背景: 撤馬利亞人和猶太人是不相交, 因為歷史上的糾紛, 撒馬利亞人在

被擄, 受異國統治的時期, 跟其他非猶太的民族通婚, 猶太人認為他們在血統上

是不貞, 不純正的.  

撤馬利亞人經過這被搶的人身邊, 看見了他的需要, 幫助他, 服事他, 到第二天

他要走的時候, 給旎館的主人二個銀幣, 交待他: “請你照顧他, 等我回來經過

這裡, 我會付清所有的費用.” 

這三個人中, 哪一個是那個受傷, 被搶的鄰人呢 ? 那人回答他: “是那個撤馬利

亞人 !”耶穌說:”你照著去做就可以了.”假如基督徒都照著去做, 基督教的傳

揚一定容易得多.  

我們在傳揚上碰到很多的困難, 會不會因為我門說得太多, 做得太少, 沒有當好

撤馬利亞人 ? 好撤馬利亞人, 付他的時間, 金錢和愛心. 

基督的信徒能不能身先士卒, 以身作則, 先做好的撤馬利亞人, 來實行不變的愛. 

 

6. 謙卑地跟上帝同行-----基督徒徒 高的福氣, 基督徒的 高標準 

 

跟上帝同行就先要謙卑, 人是不配跟上帝同行的, 如果不是靠耶穌的恩惠, 我們

本身污穢的罪人哪裡可能蒙恩 ? 知道自己不配, 是蒙恩的罪人, 在態度上就要謙

卑.  

不是上帝跟我同行, 我們要跟上帝關同行,  

很多神學家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上帝對基督徒的審判, 因為在這些國家理, 有

許許多多基督的信徒.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 甚至在現在的每一場戰爭, 都是上帝

的審判. 包括美國調兵到中東去支援戰爭. 

在聖經中提出有幾個人與上同行的, 以諾, 挪亞, 以利亞, 摩西…., 聖經說挪亞

是個義人, 而且是當時代完全人, 他是個好人, 是這樣的一個人才能與上帝同行. 

我門希望與上帝同行時, 我們有沒有省察自己像挪亞一樣, 是一個義人, 一個完

全的人 ? 或者是三者合而為一 : “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 

 

先知以利亞, 他離世時是往約旦河走去, 有一團像火一樣的車把他接去, 這是我

們基督徒的理想. 

作為基督徒一生所要遵行的要素, 彌迦說:”上帝己指示你何為善”. 讓我們實現

出來, 將來有一天能像以利亞一樣, 有主親自來接我們到他那裡去. 

 

 

 

                                                              04/29/07 jin 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