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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迦的名字，也会翻译为米该亚，

意思就是 谁像耶和华意思就是 ─ 谁像耶和华。

一1b 摩利设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

摩利设位于犹大境界，距耶路撒冷 33 公里
 没有提到父亲的名字、列出先知的家谱

犹 家

 没有提到父亲的名字、列出先知的家谱，

是比较卑微平凡的人

一1a 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在位的时候…

这段期间主前第八世纪，这段期间 前第八世 ，
是以色列国运转折点的时刻 ─ 由好变坏，

在坏中却看见上帝要带来无限的希望，在坏中却看见 帝要带来无限的希望，

在乎人有否回应上帝透过先知的呼召

写作日期，写作日期，

可能是在撒马利亚城陷落前后这段时间

这都 雅各的 以色列家的

他所讲的预言主要是针对南国犹大，

一5a 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

揭露了当时富豪、地主，
对一般老百姓、佃农，无情的剥削、迫害…
上帝的子民应该是像神的，

能够按照神的公义和主权，活出没有暇疵的生活

可是社会当中有许多的陋习，

以至要遭受神的审判

在审判宣告当中，上帝仍然应许赦免、拯救，在审判 告当中， 帝仍然应许赦免、拯救，

 不要太快跳到最后的盼望、期待

 在审判当前，才能够除去炼净人的罪恶

弥迦揭露当时社会的弊端 ─ 让人从表面的歌舞升平，
认识自己是在得罪神 落在神的咒诅 审判下 需要悔改

在审判当前，才能够除去炼净人的罪恶

认识自己是在得罪神，落在神的咒诅、审判下，需要悔改，

继而带出弥赛亚救赎的盼望。

弥迦书由三个部分的信息组成，

听每部分都会出现听…

一到二章一2a 万民哪，你们都要听！到二章 万民哪，你们都要听！
三四五章三1a 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

你们要听！要听
第六章 六1 以色列人哪，当听耶和华的话！

他的内容、语气、宣讲的时间各有不同，
却贯穿了同一个中心思想 ─却贯穿了同 个中心思想
 上帝审判的威吓，也有神的应许
先知宣告了上帝的审判先知宣告了上帝的审判，

仍然交织着上帝的怜悯

这些重点都会出现在三个部分的信息当中这些重点都会出现在三个部分的信息当中。



弥迦书当中有一些已经应验的预言…

1. 一6-7 预言撒玛利亚一定会被倾覆，

主前722年发生了

2. 三12、七13 耶路撒冷会被灭亡、圣殿会被摧毁，被摧毁，
主前586年发生了前 年发生了

3. 四10 上帝的选民会被掳巴比伦
4. 四1-8、七11、14-174. 四1 8、七11、14 17

被掳的百姓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

5. 五2 弥赛亚君王会降生在伯利恒，
也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也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东方的博士到伯利恒去问文士，

所回应引用的经文所回应引用的经文

修辞用语 ─ 率直、粗旷、奋慨、令人信服的语气，

斩钉截铁的讲述上帝的心意 审判斩钉截铁的讲述上帝的心意、审判
在审判中宣告 ─怜悯的神，要带给人盼望

比较少讲到政治的状况…
主要是斥责当时的百姓，

在道德、信仰方面的恶行

主要的主题 ─ 论述上帝的公义主要的主题  论述上帝的公义，
以上帝公义的准绳一拉，让我们看看，

到底我跟神的公义之间 有什么样落差？到底我跟神的公义之间，有什么样落差？

有时我们似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可是在弥迦的信息让我们看见 ─可是在弥迦的信息让我们看见

神公义的准则，仍然安定在天
人面对神的公义 我们活出什么样品质的生活呢？人面对神的公义，我们活出什么样品质的生活呢？

求主引导，让我们生命的根基，都是建基在神的话语上。

弥迦书整个书卷的结构…

一、二章 宣告自己的蒙召之后，
就责备百姓的犯罪、上帝要施行的审判，责 罪 帝 审判，

似乎是定罪，目的不是立刻执行刑罚，

是呼吁人要悔改 ─是呼吁人要悔改
从自己的恶行当中，回转归向上帝。

命令语态一2 万民哪，你们都要听！
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

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

命令语态

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

神亲自做见证 ─ 雅各家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

先知不是一个冷面的审判官 ─
不只是宣告刑罚、没有任何的情感；；

弥迦书也像其他先知 ─ 有自己的哀叹、叹息

在迦特报 这事

紧接着经文当中，会出现一些双关语…
特 告 发音类一10 不要在迦特报告这事。

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

迦特、报告，发音类似

描述当时的人的困境
11沙斐的居民哪，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

灰尘之家

在神审判困境当中，都要赤身蒙羞
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

美丽城市

撒南 民

因为战乱临到了

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

出来

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

12玛律的居民心甚忧急
邻埠

苦毒 灾祸12玛律的居民心甚忧急。 苦毒、灾祸

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认知 ─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认知
神使审判临到，神使百姓因自己的罪恶而蒙羞。



二1 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
天一发亮 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天 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

这些人诡计多端的要来筹画、巧取豪夺

筹划灾祸3 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与这族。」

这些人听到神的话之后，怎么说呢？

6 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

以至于先知说 ─
7-8 雅各家啊，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

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
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

10a 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

这些人从心里面存着虚假、用谎言来顶撞神，兴起假先知，

因为不喜欢听责备他们的话 只喜欢听谄媚的言语因为不喜欢听责备他们的话，只喜欢听谄媚的言语，

上帝的心何等伤痛！

虽然审判的信息临到，

结 丝的盼望可是每一个信息单元的结尾，都会有一丝的盼望…

二12 13 雅各家啊 我必要聚集你们二12-13 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们，
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

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
他们的王在前面行；

耶和华引导他们。耶 导

对比当代他们的领袖 ─对比当代他们的领袖
使他们走迷了路、使他们背逆，

不能到神面前、而神的刑罚临到。不能到神面前、而神的刑罚临到。

神审判了这些领袖
神至终要领这些剩余的百姓归回神至终要领这些剩余的百姓归回

第三章开始 ─
神责备当时雅各的首领 以色列家的官长神责备当时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

三1 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
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

在神公义的审判当中 人要认识神的公义在神公义的审判当中，人要认识神的公义

这些领袖的罪，

使得耶路撒冷要沦陷 要被摧毁了使得耶路撒冷要沦陷、要被摧毁了

三5-7 论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
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必遭遇 夜 以致不 异象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
先见必抱愧，占卜的必蒙羞，

因为神不应允他们因为神不应允他们。

对比弥迦先知呢？

三8 至于我，我藉耶和华的灵，
满有力量、公平、才能，，

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
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

三9-12 雅各家的首领 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三9-12 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
你们厌恶公平，

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

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

「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变为乱堆。



在严肃的审判信息后，第四章 却带来非常具有盼望的信息，
四1 5 在 以赛亚书第二章 有 模 样的经文四1-5 在 以赛亚书第二章 有一模一样的经文…

四1a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
超乎诸山 高举过 岭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

当时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 被遭蹋、被污秽

末后的日子，再一次，神的殿要被兴起，

训诲要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不只以色列人流归这山，万民都要流归

五2 伯利恒的以法他啊 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五2 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预言主耶稣基督做为弥赛亚得胜的君王预言主耶稣基督做为弥赛亚得胜的君王，
 出于表面微小的伯利恒，却足以带领万民流归

在上帝施行洁净性审判之后在上帝施行洁净性审判之后，

神的救恩、祝福，在弥赛亚掌权中再次临到

第三单元 第六章到第七章 也是一样 ─
先有审判 后有一个盼望的信息临到先有审判，后有一个盼望的信息临到…

六1 以色列人哪，当听耶和华的话！
我的 姓啊 你们当追念 所遇 的事5 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所遇见的事，
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中，终于百姓要认识神的公义

6a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神面前跪拜 当献上甚么呢？

钥节

6a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甚么呢？
8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么呢？只要你钥节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么呢？只要你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的神同行。神同行。

而当时对比于神的公义而当时对比于神的公义，
地上没有虔诚人、世间也没有正直的，

先知再次哀叹先知再次哀叹 ─
所有的毁坏即将临到、降罚的日子必要临到。

七7 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先知以自己的祷告、宣告，带下这段盼望的信息

神亲自宣告、透过先知，审判之后的怜悯

七18-19 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很像在出埃及记 过了红海之后的歌颂 ─很像在出埃及记 过了红海之后的歌颂
 被丢在深海、踏在脚下的是埃及军兵

这时 上帝不只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 更是救赎主这时，上帝不只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更是救赎主，

再次的施恩怜悯，将人的罪踏在脚下…
弥迦书让我们认识神的公义弥迦书让我们认识神的公义 ─

唯有准确认识神的公义，才能了解什么是神的怜悯。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使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在你自己恩典的慈爱里面，

真的知道我们是蒙爱、蒙赦免的罪人。

求主怜悯我们 ─
† 让我们谨记你的公义 你的良善† 让我们谨记你的公义、你的良善
†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不论环境多么的黑暗，

我们始终有那样子的勇敢跟诚实我们始终有那样子的勇敢跟诚实 ─
要活出你的圣洁、活出你的良善、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在你公义的光中行走。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