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彌迦書六 8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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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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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彌迦書六8 先知彌迦，你說什麼？

2.你真的是你想像的那麼「好憐憫」嗎？

3.行公義–舊約聖經的認知

4.行公義–新約時代又如何？

5.今天又如何？兩個似是而非的理論



向以色列發預言的先知
3

北國以色列

南國猶大

被亞述滅
和擄走

被巴比倫
滅和擄走

以利亞 阿摩司
以利沙 何西阿

以賽亞 約珥 但以理 西番雅
耶利米 哈巴谷 以西結

掃羅

大衛
所羅門

撒母耳

彌迦



彌迦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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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2 耶和華與以色列人之間的聖約訴訟；
先知彌迦傳訊猶大人來聽耶和華的申訴
耶和華傳召遠比世人長久的山嶺和大地作見證

六3-5 耶和華的申訴：『我向你作了甚麼呢？我在甚
麼事上使你厭煩？』

通常聖經記載神厭煩不順服的百姓；僅此一次，神問為
何祂的子民厭煩祂，雖然祂為他們行了許多大事。

六6-7 百姓說：我們朝見跪拜耶和華，當獻上甚麼呢？
究竟神要求什麼–大量、貴價的祭牲？像異教徒獻長子？



真誠信仰相對於形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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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書三11下
他們卻倚賴耶和華，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麼？災禍
必不臨到我們。」

彌迦書三11上；彌迦書二1
首領為賄賂行審判，祭司為雇價施訓誨，先知為銀錢行占卜
他們貪圖田地就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他們欺壓人，霸佔
房屋和產業。

彌迦書六9-12
耶和華向這城呼叫…惡人家中不仍有非義之財，和可惡的小
升斗麼。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詭詐的法碼，豈可算為
清潔呢？



真誠信仰相對於形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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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一11,13
耶和華說，你們所獻的許多祭物，與我何益呢．公綿羊的燔
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經夠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
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悅…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香品是
我所憎惡的．月朔，和安息日，並宣召的大會，也是我所憎
惡的．作罪孽，又守嚴肅會，我也不能容忍。

以賽亞書一23
你的官長居心悖逆，與盜賊作伴．各都喜愛賄賂，追求贓
私．他們不為孤兒伸冤，寡婦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們面前。

以賽亞書一17
你們要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
為寡婦辨屈。



真誠信仰相對於形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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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五八2-3
他們天天尋求我，樂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義的國民，不離
棄他們神的典章，向我求問公義的判語，喜悅親近神。他們
說，我們禁食，你為何不看見呢？我們刻苦己心，你為何不
理會呢？

以賽亞書五八3-4
（以色列人）一方面禁食，一方面追求利益，勒逼別人作苦
工，互相爭競攻擊。

以賽亞書五八6-7
我所揀選的禁食：使被欺壓的得自由；分餅給飢餓的人．收
容無家可歸的人；給赤身的人衣服；顧恤自己的骨肉。



真誠信仰相對於形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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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書五22-23
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你們雖然向我
獻燔祭，和素祭，我卻不悅納．也不顧你們用肥畜獻的平安
祭。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因為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聲。

阿摩司書三10
在自己家中積蓄強暴搶奪得來財物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
阿摩司書五7
你們這使公平變為茵蔯，將公義丟棄於地的（要尋求耶和
華）。

阿摩司書五24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真誠信仰相對於形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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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七4
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說：這些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
的殿，是耶和華的殿。

耶利米書七11；14-15
這稱為我名下的殿，在你們眼中，豈可看為賊窩麼？我必將
你們從我眼前趕出（像從前向以法蓮和眾弟兄所行的）。

耶利米書七3，5-6
你們改正行動作為，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居住…
人和鄰舍中間誠然施行公平，不欺壓寄居的，和孤兒寡婦，
在這地方不流無辜人的血，也不隨從別神陷害自己。



真誠信仰相對於形式宗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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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七21-23
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
旨意的人，纔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阿，主
阿，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
多異能麼？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
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

路加福音六46
你們為甚麼稱呼我主阿，主阿，卻不遵我的話行呢？



真誠信仰相對於形式宗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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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一2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
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約翰福音十四15，21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
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神啊！我們當獻上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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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二四1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

詩篇五一16-17
你本不喜愛祭物，若喜愛，我就獻上；燔祭你也不喜悅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阿！憂傷痛悔的心，
你必不輕看。

撒母耳記上十五22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箴言二三26
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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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哪，
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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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邇迦書六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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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同行–例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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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和夏娃 創世記二和三章（在伊甸園裡）

以諾 創世記五22（因信得神喜悅）

挪亞 創世記六9（持著因信而來的義）

亞伯拉罕 創世記十七1；十八19（神的朋友）

利末 瑪拉基書二4-6 （平安正直與神同行）



與神同行–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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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同行–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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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申命記一33 祂（神）在路上，在你們前面行，為你
們找安營的地方，夜間在火柱裡，日間在雲柱裡，指示你
們所當行的路。

➢ 申命記三一8 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祂必與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 出埃及記十六4 我要將糧食從天降給你們。

➢ 申命記八15 祂為你使水從堅硬的磐石中流出來。

➢ 申命記八/二九 四十年，衣服和鞋沒有穿破，腳沒有腫



主耶穌呼召人與祂同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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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四19；九9；十九21 主耶穌呼籲人跟從祂。

➢ 約翰福音二6 祂應許「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 希伯來書十19,20 祂（主耶穌）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
的路從幔子經過，進入至聖所；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

➢ 與神同行是一個「跟隨基督」的生命

彼得前書二21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



與神關係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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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二八20-22 雅各與神談條件，關係基於互利



與神關係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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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三15-17     神不喜悅老底嘉教會與祂不冷不熱的關係

至於我們，神的同在是不是只為了得著保守、福氣，結果像
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任意而行，厭煩神，把祂推到旁邊？



與神同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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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神同行不是選擇，不是建議，不是為了達到某目的的活
動，不是籌備將來進入天堂，與神同行本身就是我們追求
的；是得救的人與神親密的關係，是生命的升華。

➢ 彌迦書六8希伯來文動詞「神所要的」 ַרׁש דָּ darash的含義
不僅是要求或命令，它展示出神渴望人們與祂同行的愛情

➢ 與神同行的每一步使下一步更貼近神，更進深與祂的關係

哥林多後書三18 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
從主的靈變成的（文法上是進行式）。

➢ 路加福音九62 與神同行就是委身地跟從耶穌，祂說「
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



秘訣是關乎我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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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也就是不自作主張，心不旁騖，專注在神身上（禱告）

箴言三5-6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 成功的同行是與神的心意相通「步伐（意念）一致；節奏
相同」阿摩司書三3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

➢ 也就是以神的眼光（依照聖經）待人接物（體察，關懷，
相處） 腓立比書二5 以基督的心為心



與你的神同行的三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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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義

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存謙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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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是我們謙卑的榜樣：

在客西馬尼園上十架前的晚上



神喜悅謙卑的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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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在他的著作《謙卑》中說：
「謙卑就是完全依靠神，是一切被造物的首要職責和最高美
德，也是一切美德的根源。」

➢以賽亞書五七15 神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

➢雅各書四6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謙卑 ַהכָנָעה anav 常被翻譯為柔和、卑微、貧窮、困苦

➢詩篇十6 惡人面帶驕傲…他一切所想的，都以為沒有神。

謙卑是悔改所必需的心態，也是給予神祂的分，向祂行公義：



存心謙卑，不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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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炫耀自己，不貪圖虛浮的榮耀和讚賞
腓立比書二3；箴言二五27

➢不自滿，不沾沾自喜
以賽亞書十12-16；耶利米書九23

➢看自己合乎中道：不過度謙遜，不故意自表謙卑
魯益師說：「真正的謙卑不是少覷自己，而是少注目
在自己身上」
羅馬書十二3；歌羅西書二18

謙卑更是與神同行必要的品質；撒旦因驕傲而墮落（以
賽亞書十四12-14）；驕傲使我們遠離神，引致滅亡。



謙卑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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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心倚靠神，凡事謝恩，知道自己「不配得」
創世記記三二10 申命記八3 哥林多前書四7

➢彌迦書6：8「存謙卑的心」原文的涵義不僅僅表現謙虛。
也包含「等候，細心，體貼，謹慎」。
詩篇一二三2 僕人的眼睛怎樣望主人的手，使女的 眼
睛怎樣望主母的手 ，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和華 我們的
神，直到祂憐憫我們。

➢不自作主張，不自作聰明，反倒尊主為大凡事求問祂 撒
母耳記上五22 彼得前書五6 箴言三5-6

謙卑的反義詞並不限於驕傲：



謙卑是多方面的
2
8

➢俯就別人
羅馬書十二16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
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

➢謙卑的人會關心別人的需要
腓立比書二4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羅馬書十五1-3 （謙卑的人）會像基督一樣…不求自
己的喜悅…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

➢真謙卑不只是居人之下，也甘願接受因此而來的屈辱
腓立比書四12 民數記十二3（摩西謙卑忍受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