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彌迦書六 8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一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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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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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三四6 耶和華在西乃山宣告祂是憐憫、恩典的神



神的憐憫 4

ֶחֶסד  Hesed 憐憫，慈愛，仁慈，寵愛（大對小、強對弱、
尊對卑、有對無、健全對缺憾的照顧和關懷）

何西亞書六6（馬太福音九13） 我（神）喜愛憐恤，不喜愛
祭祀。

Hesed 憐憫是神的屬性；舊約中出現246次，大都顯
示神對以色列堅定不移的愛，對世人的慈愛

詩篇一零四 耶和華憐憫祂的創造



因祂憐憫，罪人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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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多書三5 照祂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神拯救我們。

彼得後書三6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祂是耽延，
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
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以弗所書二4-7 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當
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
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耶利米哀歌三22 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
是因他的憐憫，不至斷絕。



公義和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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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既是公義，斷不以有罪的人為無罪（那鴻書一3），
怎能又是憐憫世人的神呢？又如何赦免他們的罪呢？
公義和憐憫好像是兩個水火不容的極端。

詩篇八五10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

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為世人贖罪時，人們就明白
耶和華既是公義，又是滿有憐憫的神

哥林多後書五21 神「使那無罪的（耶穌），替我們成為
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

彼得前書三18 「義（耶穌）的代替不義的（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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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二12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公義的神給罪人的報應竟是憐憫他們，祂使那無罪的基督替
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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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十五11-32 浪子的比喻

神的憐憫，是全面的，既往不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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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八1-11 行淫的婦人被捉拿到主耶穌面前

神站在苦難者旁邊，憐憫他們，即使他們犯了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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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二三37 我（耶穌說）多次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
翅膀底下，招聚你們（罪人）。

因祂的大愛，神鍥而不捨招呼悖逆的罪人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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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四1-20 撒種的比喻

神愛世人，祂憐憫所有的人，讓每個人都可以接觸福音



憐憫的根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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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ed 我們憐憫人因為神先憐憫我們； Pay Forward
哥林多後書一4 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
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Hesed 真正的憐憫不是從哲學、經濟利益或社會學（功
德、交易、互利）推論出來的，也不是抽象的感
情抒發；憐憫是關係性的，神待人，人待人。

Hesed 一方面，我們都擁有造我們的神憐憫的性情，另
一方面，我們看對方也是按照神形象被造的（創
世記一26-27）。所以，我們尊重神也尊重人，憐
憫、扶持對方，照顧他，並且維護他的尊嚴。



什麼人值得我們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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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ed 我們憐憫神所憐憫的（申命記十18-19）；窮乏人
呼求的時候，神要搭救；沒有人幫助的困苦人，
神也要搭救；神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苦
人的性命。這些人也是我們憐憫的對象。

Hesed 我們既受神憐憫，應該與所有人分享神的恩典。
路加福音六36 你們要像天父有憐憫的心
約翰福音十五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
馬太福音五46-48 不單愛那些愛我們的，那些
「飯飯之交」，也愛不合心意的人；甚至仇敵。

Hesed 主耶穌給「鄰舍」的定義：就是所有需要幫助的
人（路加福音十30-37）所以憐憫超越社會、種族、
性別、血緣；不問因由，不計較對方是否值得。



Les Miserables悲慘世界/孤星淚
Victor Hugo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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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你不再屬於邪惡，是屬於善良了。神已經從黑暗的
意念和滅亡中救回你的靈魂，歸給自己了。」



Just Mercy正義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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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配得的人來說，憐憫賦予他們能力，自由，和生命轉化。



你是不是這樣憐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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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ed 感同身受
以賽亞書五十三4 主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也應該進入別人的感受，與他或她一同承擔悲傷和困苦。
羅馬書十二15 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哭。
約伯記三十25 人遭難，我豈不為他哭泣呢？人窮乏，我

豈不為他憂愁呢？

Hesed 憐憫人會體察對方的困境
馬太福音九36 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

困苦流離。
希伯來書四15 主能體恤我們的軟弱．因祂也曾凡事受過

試探，與我們一樣



你是不是這樣憐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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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ed 愛是憐憫的動力和引導
彼得前書三8 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
慈憐謙卑的心

Hesed 憐憫就是心甘情願；神喜愛樂意，不望償還的人
羅馬書十二8 憐憫人的就當甘心

Hesed 犧牲的行動
哥林多前書十24 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Hesed 盡力而行
箴言三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

得的人施行。



你是不是這樣憐憫人呢？
1
8

Hesed 意味著超越雙方的差距，屈身，謙卑，俯就
羅馬書十五1-3 堅固者擔待不堅固者的軟弱
馬可福音十43 誰為大，就必作用人
雅各書二13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Hesed 好憐憫是持之以恆的品性，
不是偶一為之的善舉；偶然給乞丐幾
塊錢，並不一定出於好憐憫的心。
加拉太書六9-10 我們行善，不可
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
成。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
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兩條處世待人的道德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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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最大的誡命：
愛人如己（馬太福音二39）。

銀道德律例：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孔子論語）

金道德律例：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路加福音六31）



兩條道德律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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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道德律例：

金道德律例：

➢ 我潔身自愛，我不會，也沒有加害於人；

➢ 旁觀者心態：也許其他人會幫助他；但願一切有好的收場；

➢ 錯失並非由我而起，與我無干；再者，煩惱皆因強出頭。

➢ 不但不加害於人，更樂意幫助受害者；

➢ 感同身受，不計較犧牲、付出，分擔有需要的人的困苦；

➢ 積極地以愛去建立，造就他人；



那條道德律合乎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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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二15-17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
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的去罷，願你們穿得暖喫得
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這樣，信
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約翰一書三17-18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
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
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約翰福音十三34-35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這是基督徒的印記



主耶穌要求什麼？
2
2

馬太福音二五31-46 末後審判時，主耶穌把人分為兩類

綿羊 山羊

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
備的國

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
預備的永火裡去

為什麼？

遵守金律–憐憫 遵守銀律–冷漠

山羊受到懲罰不是因為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做什麼。

18世紀英國國會議員Edmund Burke說：「只要好人袖手旁觀，
邪惡就必得勝。」Just Mercy正義的慈悲：「（行為）邪惡的
人有兩類：就是從事邪惡的人和看到邪惡而不阻止它的人。」



主耶穌既要求憐憫也應許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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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在祂的寶訓說：「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
憐恤。」（馬太福音五7）

主耶穌在教導祂的門徒禱告時，又說：「免我們的債，如同
我們免了人的債。」（馬太福音六12）

保羅回應：「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傳二十35）



一位牧者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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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政權時期的德國路德教會，一位名叫Martin Niemoller的
牧師寫了一首詩，意思大致是：

起初，他們沖著社會主義者來，
我沒有為社會主義者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主義者；

道德金律的實踐，是神解決困苦和社會不公義的方式。

然後，他們來捉拿工會的人，
我也沒有挺身而出，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

後來，他們來拘捕猶太人，
我更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最後他們來捉我
已經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我願意行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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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需要，但他尚未淪落到極困難的地步，還可以照顧自己

我沒有多餘的，恕無能為力。

為何他陷入了這個困境？是不是因為懶惰，愚蠢？活該

他是個不會說聲多謝的忘恩負義的人，他喜歡佔人便宜。

教會也曾經幫助他，但是他仍然行為不檢，頹廢不振作。

「我在這裡真好」，不喜歡太與別人相近，因為容易受傷。

我會為他祈禱，願意他平平安安，相信神會幫助他。



我願意行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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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等到我們的鄰居陷入極度困境，才幫助他或她？

我沒有多餘的。解讀：我不願意作出一些犧牲（林後八9）。

神拯救人，卻沒有要求困苦人首先解釋他為何落在困境之中。

儘管我們是非常可恨的人，屬靈生命破產，叛逆神，是悖逆
之子，不配得到任何好處，神仍然憐憫我們。

的確有些人得著援助，仍然不肯改變。你真的肯定他沒有可
能回頭嗎？神不也是以愛呼喚我們，憐憫我們嗎？

當你走出你的安舒區，你的眼界開廣，信心和愛心喜樂倍增。

聖經豈不責備那些滿口仁義，卻不給窮人身體所需的人嗎？



流浪者耶穌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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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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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能在周日敬拜一個流浪者，卻在星期一漠視另一個無家可
歸的人？ Shane Claiborne

當有人受到苦待時，我們每個人都難辭其咎。冷漠會破壞一個社
區，一個省分，甚至一個國家的尊嚴。 Bryan Stevenson



公義，憐憫，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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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人很有智慧的說：

公義就是得到我們罪人應該得的（懲罰）。

憐憫就是沒有得到我們罪人應該得的（懲罰）。

恩典就是得到我們罪人不配得的（賞賜）。



話得說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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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不斷地犯罪，我們怎能繼續幫助他？豈不更是害了他

帖撒羅尼迦後書三10
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喫飯。

馬太福音十16
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馬太福音二四12-13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冷淡了。惟有忍
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猶大書22-23
有些人存疑心，你們要憐憫他們．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
來搭救他們．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的心憐憫他們．連那被情
慾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