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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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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與舊約聖經同出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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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有人以為新、舊約談論兩個性情截然不同的神祇（諾斯底主
義）；也有人認為神的性情改變，或是祂的旨意不斷更新
（新派自由神學、開放神學）。

表面看來，舊約聖經中，神以審判、懲罰對待得罪祂的人；
而新約聖經則描述神是滿有憐憫，赦免得罪祂的人。

事實並非如此，神只有一位，祂是永不改變的：

➢ 設立律法的耶和華既嚴厲對待背叛祂的人，也滿有憐憫保
護世人，特別是那些弱勢、無助的人。

➢ 耶穌基督既滿有恩慈，憐憫拯救世人，然而祂不會廢掉律
法，反會審判不悔改，不信祂的人。



施洗約翰宣講悔改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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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施洗約翰教導人行公義、好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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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請留意，約翰並沒有告訴他們多奉獻、多禁食、遵守嚴肅會、
守節期等等，這都是應該的，但是約翰告訴人當行更重的
事 –公義、憐憫、信實。

施洗約翰宣講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逃避將來的忿怒。許
多人來到他面前，問他應該怎樣行（路加福音三3, 10）。

眾人問當作甚麼，約翰回答說，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
有的．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又有稅吏來要受洗，問他說，
夫子，我們當作甚麼呢。約翰說，除了例定的數目，不要多
取。又有兵丁問他說，我們當作甚麼呢。約翰說，不要以強
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三11-14）。



我們應得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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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我們應得的分？ 保羅回答：「罪的工價乃是死，
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羅馬書六23）

➢ 另一方面，聖經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
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耶利米書二九11）
又說「我是公義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沒有別
神。」（以賽亞書四五21 ）

➢ 一方面神說「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民數記十四
18）；「惟有犯罪的，他必死亡。」（以西結書十八20）

➢ 罪人的分是死；悔改信耶穌的人的分是永生。



神的義在十上字架表明出來
7

神的義在基督拯救人的福音
上顯明出來（羅馬書一17 ）



福音–神的公義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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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就是公義的神行審判報應，也願意與人復和的明證
（羅馬書一17）。

約翰福音三16-17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
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神施行公義的高峰，竟然是差派獨生子–耶穌基督來到世間，
嚐盡苦楚，在十字架上承擔世人應得的懲罰，為世人付上贖
價；使叛逆的世人與神和好，回復正確的位份；消滅罪和死
亡，更新一切（哥林多前書十五50-57；啟示錄二一3-5）。

以賽亞預言，彌賽亞（基督）會以誠信帶來公義（四二3）。



神差派耶穌基督建立傳揚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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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耶穌卻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主耶穌宣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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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主耶穌「履行一切的義」接受洗禮後，聖靈降臨在祂的身上；
祂戰勝試探後，開始祂的事工。首先，祂照常在安息日進入
拿撒勒的一個猶太會堂，站起來讀聖經（路加福音四）。



主耶穌宣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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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
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有人遞給祂聖經，祂翻開書卷，找到以賽亞書六一1-2，就唸。

這是可以說是主耶穌使命開展的演說，結束時，祂說：「今
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加福音四21）主應許祂會
落實使人得自由，末日時，身體和靈魂都永遠得到釋放。



公義是耶穌福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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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本福音書，我們看見這好消息，（1）意味著醫治人類
靈命的損傷，叫世人不致滅亡，反因信耶穌，認罪悔改，與
神和好；（2）意味著建立社會公義：看顧和醫治肉體上受
害和壓迫的人，改善那些困苦的，無家可歸的，被奴役的人
的生活，為他們發聲，提升他們的境況，恢復他們的尊嚴。

這個「好消息」的中心主題就是「天國近了」，神的統治臨
到。神的公義、憐憫、與人復和是這「好消息」的關鍵元素。

當施洗約翰差遣門徒查詢耶穌是否彌賽亞時，耶穌再次引用
以賽亞書肯定祂的身份和祂的使命「瞎子看見，瘸子行走，
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
們。」（路加福音七22-23）這是彌賽亞帶來的「好消息」



公義是主耶穌所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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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應
路加福音十八1-9 我們通常引用主耶穌這個「寡婦和不義
的官」的來彼比勉勵恆切地禱告，信實且滿有憐憫的神會答
覆我們的祈禱。這樣的勉勵是好的，只是我們要留意這段經
文運用的詞語–官是不義的官，婦人要求的是伸張公義；選
民呼籲神給他們伸張公義，至終神必給他們伸張公義。神終
久給祂的選民伸冤，主耶穌會再來，快快的給他們伸冤。

舊約先知清楚地預言，主耶穌也公開宣告，公義是彌賽亞的
王國的主要特徵之一。

馬太福音六33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
都要加給你們了。



主耶穌一生彰顯公義，憐憫，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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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公平與分享
主耶穌一視同仁的醫治貧窮的，富有的人；醫治時，祂不避
忌地，滿有憐憫地撫摸，接觸不潔淨的人，甚至已死的人。
祂憐憫猶太人，也憐憫異族人；祂憐憫男人，也憐憫女人；
祂歡迎成年人，也喜愛小孩子。

愛護
從祂出生開始，主耶穌將自己並列於窮人，被歧視的人，弱
勢者和被邊緣化的人（馬太福音九13）。祂對那些困苦流離
的人深表同情（馬太福音九36）。祂與罪人和稅吏一同生活，
一起吃喝；經常有一群貧窮，不被社會接納反被剝削的人聚
集在祂身邊（馬可福音二13）。祂強烈地愛護和關懷他們。



主耶穌一生彰顯公義，憐憫，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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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和好
祂教導我們說「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更是清
楚地教導我們豁免別人的債，也原諒別人的過錯。因為神也
是這樣待我們。

馬太福音十八14-15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
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因為）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
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

馬太福音五23-24 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
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
禮物。



暴力不是主耶穌彰顯公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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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雖然主耶穌一生宣揚公義，憐憫，跟隨祂的人中，有為官的，
也有與羅馬政權作對的奮銳黨人；雖然群眾擁戴祂為王，但
是祂從不攪政治抗爭；祂能招聚眾多天使作戰，但是祂從不
訴諸武力，祂 「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將自己交
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彼得前書二23）。在被人以暴
力捉拿時，祂吩咐使徒彼得收刀入鞘（馬太福音二六56）

另一方面，主耶穌從不避諱政治，也不避世空談，祂既不侮
辱也不誣蔑地，批評有權有勢的猶太領導者的行為，當面斥
責他們歪曲聖經，不秉公義的言論和行為。

主耶穌注重人內心的公義和正直，祂教導門徒實行神的公義，
超越文士和法利賽人那些以自我為中心的「義」。



安息日與公義，憐憫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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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二23-28 法利賽人只關心律法規條，主耶穌卻關
心沒有資源的飢餓的窮人。祂引用大衛和跟從他的人喫了陳
設餅的一回事，為飢餓的貧窮門徒在安息日採食穀物辯護。

祂宣稱「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
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馬太記載同一事件
時加插耶穌說：「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祂比聖殿
還大…祂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馬太福音十二6-8）

路加福音十三10-17 主耶穌責備會堂的管理人假冒為
善，他既然在安息日給牛、驢水喝，為何投訴被鬼附著病了
十八年的婦人得醫治和被釋放呢？

在安息日給人解開綑綁（罪和病）是公義，是應當的。



安息日與公義，憐憫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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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九 主耶穌在安息治日醫好一個生來瞎眼的人，祂
責備法利賽人自以為看見，明瞭真理，卻看不見耶穌基督是
聖潔的，是從神那裡來的，祂是「世上的光」。

馬太福音十二9-15 有人試探耶穌，問祂可不可以在安息日
治病。耶穌說既然你們在安息日救援牲畜，怎能不理會困境
中的人。祂就醫治好一個手枯乾的人，還有其他跟著祂的人。

主耶穌解釋：「安息日作善事是應該的。」

主耶穌特要打破人的成見和誤解，在安息是醫好瞎子，
「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社會關懷體現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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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十六19-31 主耶穌在這比喻中講述一個名叫拉撒路
的乞丐和一個無名的財主。他們生前和死後的境況大大不同。
財主在地上的生活似乎是神的祝福，但是他沒有聽從摩西和
先知的教導，照顧有需要的窮人，死後在陰間遭受折磨。而
拉撒路在地上的生活像被神咒詛一般，死後卻在天堂安息在
的亞伯拉罕的懷裡。行公義，好憐憫，扶助弱者和窮人，是
耶穌基督所關注的，也是對我們的要求。

耶穌不反對富裕，但是祂極力要求「有餘的」人照顧
「缺乏的」人，與他們分享神的恩惠。

馬太福音五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公義和社會關懷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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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十17-31 在這次事件中，耶穌告訴年輕有錢的官，
若要得著永生，不但個人行為道德好，還要賣掉他所擁有的，
與窮人分享財富，並且一生跟從耶穌。這正正合乎安息日、
安息年和禧年的精神：就是照顧和關心窮人，以神為樂。結
果這人因為捨不得很多的財產，憂憂愁愁的離開主耶穌。

馬太福音六9-13 在主耶穌教導門徒禱告中，包含了安息
日，安息年的意義。例如「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就是祈求神的供應，「夠就是了」，「不多也不少」；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用
不盡的財寶在天上（路加福音十二33 ）。



公義和社會關懷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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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十四13-14 主耶穌教導請祂赴宴的法利賽人
首領，「不要請你的朋友，弟兄，親屬，和富足的鄰舍，恐
怕他們也請你，你就得了報答。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
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

這番話包含舊約的教導：與有缺乏的人一同享用筵席，
享受神的恩典，一同歡樂。在這裡，主耶穌提醒我們
應該看顧神所看重這群一無所有的人，這些人不能回
報被邀請的恩情。
「到義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著報答。」



公義和社會關懷的教導
22

馬太福音二五14-30 在這個比喻中，主人吩咐三個僕人管理
不同的資財，結束時，他們的收益也是不同。主人對他們的
要求卻是一樣：運用所託付的資產，來賺取利潤。主耶穌並
不是鼓吹資本主義。神要求我們作好管家，運用祂賜予的能
力和資源，擴張祂的國度。

馬太福音二五31-46 主耶穌接著用綿羊出羊的比喻，解釋如
何運用神賜予的能力和資源，關心神所關注的：就是照顧弱
勢者，貧窮的人。缺少公義和憐憫的冷漠是主耶穌所厭惡的。

耶穌是飢餓的人，困苦的人，囚犯，陌生人，衣衫襤
褸的人，病人，垂死的人，被壓迫的窮人。與耶穌同
住就是與這些人同住，反之亦然。― Jean Vanier



早期教會行社會公義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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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名叫馬丁的
羅馬兵士在寒冬
把自己唯一的外
袍割開，一半分
給赤身的乞丐，
在夢中得到主耶
穌的讚賞。他後
來離開軍旅，
到處傳道。



早期教會行社會公義的榜樣
24

阿西西的法蘭西斯出身富有家
庭，他回應神的聲音，奉獻所
有家財，投身於修道、建立信
徒和照顧貧困，患病的人。

遇見情況比他更困難的乞丐，
法蘭西斯會脫下身上的衣服給
他，說若果我不施捨，偉大的
施與的神，會責備我偷竊。



早期教會行社會公義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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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二42-47；四34-35 早期信徒基於同一信仰，一起
生活，一起敬拜神，他們凡物公用，賣了田產家業，把所得
錢拿來，交由使徒，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原文「分給」在新約聖經只出現兩次：因著聖靈像火「分開
落在」各信徒（2:3），信徒也把財物「分給各人」（2:45），
共有共享。

神賜福他們：
（1）他們內中沒有一個缺乏，不是因為偶一為之的善舉，
而是彼此相愛，樂意分享神賜的恩典；
（2）神天天加給他們得救的人。信徒活出公義的精髓。

均平共享–耶穌和祂的門徒共有一個錢包，用來支付大家的
費用，照顧窮人。猶大掌管這個錢包（約翰福音十三29）



早期教會行社會公義的榜樣 26

使徒行傳六1-7 這段經文記載耶路撒冷教會中講希臘語
的寡婦得不到與講希伯來語的寡婦的同等照顧，教會當機立
斷，設立執事，照顧各人需要，處理各人飯食的事宜。

(1) 今天的社運很容易陷入分化、撕裂的陷阱，但是早期信
徒和領袖都明白，彼此看顧，不分種族，言語，地位；

(2) 他們不是輕率地處理事情；首先會眾提名，然後揀選「有
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當執事。並且在委
任時，「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

(3) 不僅在日常飲食和財產分配方面恢復了公平和公義，甚至
選用希臘化的猶太人和外邦人（尼哥拉）為領導。

(4) 結果：「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
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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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八至九章 保羅在這封信勸告信徒樂意捐助
有需要的人，使人回想安息日和禧年的精神。這段經文以神
的恩典開始（八1）和結束（九15）。他告訴哥林多人，馬
其頓教會在極窮之間仍樂於捐贈。關於社會公義的幾件事：

第一 保羅提醒我們耶穌基督的犧牲作為，是我們行公義，
好憐憫的動力和榜樣（八8）。

第二 財富均平。信徒彼此幫助（八14-15；出埃及記十六18）

第三 像馬其頓教會關懷耶路撒冷信徒，憐憫沒有邊界。

第四 憐憫要甘心（九7）。

第五 我們不會因為行公義和照顧有需要的人而耗盡神的供
應（九10）。



保羅其他關乎行公義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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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二10 這段經文記載保羅和巴拿巴，因為守割
禮的問題，上耶路撒冷見教會領袖。結果使徒門一致認為不
應該強迫外邦信徒行割禮。同時，教會領袖也要求保羅等人
記念窮人，這也是保羅和巴拿巴熱心去行的。

加拉太書三28 保羅勸告信徒不要偏待人，行善的對象
不分種族，不分是男是女，不分是奴隸的或是自主的。

加拉太書六9-10 保羅勸告信徒行善不要灰心，因為遲早
會看到善果。

腓利門書16 本著安息年和禧年的精義，保羅敦促一個名叫
腓利門的富人接納逃走的奴僕–阿尼西母，因為他「不再是
奴僕…是親愛的兄弟。」同是蒙基督拯救、屬神的人。



雅各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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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一至二章 雅各，耶穌的肉身弟弟，耶路撒冷教會
的領袖，像舊約的先知一樣，把神所接受的真虔誠和社會公
義結連：（雅各書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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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及五章，他更詳盡的解釋不虔誠就是不公義，無憐憫：
「重富輕貧，偏待人」，「不實際地照顧窮人」，「剋扣工
人的薪金」，「只顧享樂」，「迫害義人」。

他敦促信徒盡心地憐憫別人，「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但是「不憐憫人的，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教會行社會公義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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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復活後的三個世紀中，教會面對各方面的迫害，仍
以和平方式實現社會公義和憐憫，給世界帶來驚人的轉變。

早期教會堅持社會公義，照顧在困苦中，有需要的人。當時
教會流傳的教導手冊「十二使徒遺訓」很強調這一點：「供
給所有向我們提出要求的人，不要尋求任何償還，因為天父
喜悅我們與其他人分享祂的恩惠。」

第二世紀的一位無名護教士描述飽受逼迫的基督徒：
「他們安份守己，在地若天；他們與其他人分享所擁有的，
所以雖然他們很窮，仍然幫助很多人不缺乏地生活下去。」



教會行社會公義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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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社會公義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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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社會公義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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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義–整本聖經的涵義
34

總括來說，行公義不是達到某目標的手段，而是與公義的神
同心同行，雖是眼不能見，但是可以體會到的生命表現：

人們與神的關係復和，
生命回復聖潔，
沒有憂慮的平靜安穩。

因著耶穌基督的憐憫，基督徒敢於以非暴力面對不公正的社
會問題–

保護弱勢群體，
為被壓迫的人發聲，
肩負傷者行走，
並指引他們歸向那位醫治，救贖和更新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