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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彌迦書第一章 2-9節、16節 

    萬民哪，你們都要聽！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側耳而聽！主耶和華從他

的聖殿要見證你們的不是。看哪，耶和華出了他的居所，降臨步行地的高處。

眾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諸谷必崩裂，如蠟化在火中，如水沖下山坡。這都因雅

各的罪過，以色列家的罪惡。雅各的罪過在哪裡呢？豈不是在撒瑪利亞嗎？猶

大的邱壇在哪裡呢？豈不是在耶路撒冷嗎？所以我必使撒瑪利亞變為田野的亂

堆，又作為種葡萄之處；也必將他的石頭倒在谷中，露出根基來。他一切雕刻

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財物必被火燒；所有的偶像我必毀滅；因為是從妓

女雇價所聚來的，後必歸為妓女的雇價。先知說：因此我必大聲哀號，赤腳露

體而行；又要呼號如野狗，哀鳴如鴕鳥。因為撒瑪利亞的傷痕無法醫治，延及

猶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門。 

    猶大啊，要為你所喜愛的兒女剪除你的頭髮，使頭光禿，要大大地光禿，

如同禿鷹，因為他們都被擄去離開你。 

 

神託付的職分 

    剛才的音樂好聽嗎？這些孩子們可愛嗎？感謝主！如果你的孩子在這裡，

你的心裡一定非常的喜悅，是嗎？神給他有這樣音樂天分的恩賜，然後你們把

他還獻給神，對不對？看到孩子們領受了神豐富的恩賜，然後在父母親的引

領、陪伴下，他們很認真、用心的練習，變成了能力，把這樣的能力不據為己

有，能夠來頌讚神、還獻給神，這是何其的美好，對不對？ 

    做父母親的，心裡是不是極大的安慰跟喜悅？是喔？！你們聲音很小，因

為父母親都不在這裡，對不對？我相信除了他們之外，在座的各位，你們也有

孩子，你們也是父母親的孩子，是不是父母親都把最好的都留給你們，你們也

把最好的預備了、傳遞給孩子，是嗎？（是！）感謝主！ 

    今天我們享受了美好的音樂，更享受了做父母親的，把神給的產業恭敬的

來獻給神，而且帶領我們一起來向神頌讚，這是何其的美好！我相信這是每個

基督徒──每個在座的基督徒們的心願、盼望，對吧？沒有錯，這是我們的心

願，我們都希望從神所領受的，不僅是我領受了，我也能夠在領受之後，把這

樣的豐富為我們的孩子繼續持守、傳遞，讓我們的孩子也能夠領受，傳遞下

去、代代相傳。 

    這是神託付給我們──每一個屬神的管家的職分，教導、管理兒女走在神

的道上，到老都不偏移。我們每一個在座的都領受了！ 

    今天早上我們很喜悅，但是當我們回到彌迦書來看的時候，從第一章一開

始，我想我們的心情就從這樣的喜悅急速的沉淪下來，變成是極大的悲慘。這



是上帝極大的提醒，提醒我們每一個做父母的、每一個基督徒，神託付我們的

使命和責任我們怎麼樣來持守、來傳遞給我們的孩子，以及給神託付我們來管

理、治理這個世界的責任。 

 

耶和華要來了！ 

    預備講章的時候，正好遇到今天不論是第二堂的樂團、第三堂的兒童詩

班，我心裡很喜悅，也很沉重，喜悅的是看著孩子是這樣被獻給神，沉重的是

當我們這樣獻上的時候，如果我們稍稍的不謹慎，會不會淪落、變成了彌迦所

說的那個光景。什麼光景呢？彌迦大聲的疾呼，要以色列民及猶大國的人民好

好的聽啊、聽啊！（這是第 2節所說的） 

    第一章 2節所說的「耶和華要來了」，「耶和華要來了」不正是所有以色列

民所盼望的嗎？耶和華是來，可是以色列民盼望的是：我是屬神的，耶和華來

了是為我們得勝。這是過去幾個月我們所傳講的，不論是何西阿或阿摩司書裡

面所傳講的「等候那日」。 

    他們的心情是如此，可是他們忘了一個，就是當他們在罪中等候耶和華的

時候，耶和華會來；耶和華來了不是為他們得勝，耶和華來是為耶和華的榮耀

得勝，這樣的榮耀得勝是要剷除一切的罪惡；而剷除一切的罪惡，神的審判是

從以色列家、從神的子民開始。 

    當時的光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彌迦所服事的世代是阿摩司和何西阿所服

事的時代（阿摩司和何西阿是北國的先知）；他所服事的時代，也是以賽亞先知

所服事的時代，因為他和以賽亞同時在服事南國的子民。彌迦這邊所傳遞的訊

息，一開始就大聲的疾呼：你們要聽啊！要聽啊！耶和華來了！ 

    我們看第一章 2節「萬民哪，你們都要聽！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側耳

而聽！主耶和華從他的聖殿要見證你們的不是」。和華來了，不是為以色列人去

得他們要的地上國度的得勝，他們要得勝的、所要求的，前幾個月我們都知

道、都講過。他們那時候是最富庶、經濟能力最強、軍事力量最大、國土最強

──邊疆國土最大的時候，也是宗教活動非常興盛的時候，這一切的豐富裡面

卻獨獨缺了耶和華。所以正是雙城記所說的「最好的時代，也是最邪惡、最糟

糕的時代」，人心的腐敗、道德的淪喪、正義不彰就是那個時代。 

 

獨缺最重要的財富 

    彌迦來，大聲的疾呼，大聲的疾呼裡面……。我的心情，剛才說：看著孩

子們我很喜悅，但是看到彌迦書所說的，心裡就極端的沉重。因為彌迦也知

道：所有的父母也都是為了孩子，可是當時的這些父母親，特別是有位份的這

些人積攢了所有的錢財、富庶、權力、資源，不也就是希望能夠把這樣的權

柄、財富可以一代傳一代，永永遠遠讓我的子孫享受嗎？可是他們卻忘了最寶

貝、最重要的財富，乃是引領自己、引領孩子歸向耶和華。 

    他們獨缺了最重要、最重要的財富、寶貝，所以一切都是枉然。最後時候

會得到的是什麼呢？我們一起來看第一章 16節。在彌迦為百姓們唱了哀歌之後

（10-15節是哀歌），最後面的結語說怎麼樣？我們一起來唸好了，16節「猶大



啊，要為你所喜愛的兒女剪除你的頭髮，使頭光禿，要大大地光禿，如同禿

鷹，因為他們都被擄去離開你」。 

    他預備的這一切不是要還獻給耶和華，他預備的這一切是抓在自己的手

中，可是他的手中、心中卻沒有耶和華，以致於所留給兒女的都是完全的垃

圾，一文不值的。所以這邊彌迦為他們唱完了哀歌之後，說：把你們的頭剃光

吧，光的跟禿鷹一樣，因為這是代表極大的羞辱，而這個羞辱不僅是在你們的

身上，也要在你們兒女的身上，因為你的兒女要被擄去，你們都要成為亡國的

奴隸。你們現在所留存的這一切，到底是什麼呢？彌迦書一開始就做了這樣沉

重的指控、審判和呼籲。 

 

不斷的呼籲 

    我們回頭來看看，到底彌迦書是不是一直講這些，然後讓我們的心是沉淪

下來、沒有辦法看到任何盼望呢？不是！彌迦從第一章開始，讓我們極大的儆

醒，我們不得不轉頭來仰望耶和華、來聆聽這位先知要說什麼，因為他在盡他

的責任。他盡他的責任不僅是這樣的呼喊──要我們聽；而且他更做了很激烈

的行動。 

    什麼行動呢？我們看第一章 8節，他的行為是「先知說：因此我必大聲哀

號（為以色列民、為猶大民哀號），赤腳露體而行；又要呼號如野狗，哀鳴如鴕

鳥」。這麼樣的悲傷，這樣的顯露出來，讓他周遭的人看到，成為極大的警惕、

儆醒，可是當時的人並沒有特別的聽進去或理會。如果我們可以對照前面幾個

禮拜的約拿書，尼尼微城的人是什麼反應，我們心就覺得很痛。 

    尼尼微城──亞述帝國的首都，這一些不認識耶和華的人，當約拿去，很

不情願的跟他們說：你們要悔改。從君王開始，把衣服披麻戴孝、蒙灰來認罪

四十天；而神的子民、神所揀選的子民是怎麼樣呢？神差派了先知是這樣的哭

號好像狗一樣、哀鳴像駝鳥一樣，可是人心不回轉！神的手重重的處分下來。 

    第 9節說「因為撒瑪利亞的傷痕無法醫治，延及猶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

門」。彌迦很心痛的呼籲、宣告了，可是百姓不聽；百姓不聽，他們就再看到耶

和華的審判，審判的手是這麼樣的重，先讓以色列北國被亞述所滅亡。那樣的

一個滅亡，猶大國仍然不儆醒、仍然在罪中，而耶和華要親自臨到耶路撒冷的

城牆門口。 

    耶和華來，不是帶來以色列民的勝利，耶和華來，是帶來耶和華除罪的勝

利，他先剷除了以色列的罪惡，使以色列滅亡，他也要來剷除猶大國的罪惡，

使猶大滅亡。可是在滅亡的進行過程裡面，他仍然心存極大的憐憫，讓他的先

知不斷的呼籲、不斷的呼籲。 

    所以彌迦書從第一章開始是這麼沉重的呼籲，第二章、第三章是極其嚴厲

的指責，控告、指罪，第四章、第五章卻帶來了極大的盼望跟復興。這樣的盼

望、復興不僅是屬於以色列民、猶大民的，它也是屬於整個世界的。 

    特別在第五章，他放下了將來整個世界的救贖──將來神再來的時候，整

個世界的和平這樣的訊息在彌加書的第四章、第五章呈現出來了，顯示彌迦是

把上帝救贖恩典的計畫清清楚楚的──從那個時候已經清清楚楚的告訴所有神



所揀選的、屬祂的子民，可是他們仍然不聽。 

 

人的回應 

    到了第六章、第七章，彌迦就再次的把神的提醒說出來，神的提醒是當神

的救恩臨到人的時候，在懲罰、審判之後，人會回歸到神的面前，要享受與神

同在的世界的和平和彌賽亞來臨的救贖。 

    在這樣救贖的過程裡面，我們做什麼呢？人不是在那邊白白的享受就好

了，人是參與在這樣的救贖計劃當中。所以第六章特別說到人要怎麼回應。  

人的回應除了讚美祂之外，更重要神要人回應的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我

們一起來說好嗎？神要我們怎麼樣？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當我們等候耶和華再來、審判，使神得勝、使榮耀彰顯、使人歸向祂，能夠在

其中享受和平、和睦的時候，在這個過程裡面，神要我們在其中是行公義、好

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神必應允 

    可是這個世界並不會這樣的就乖乖順服、領情，對不對？當時的世代是如

此，現在也是一樣。所以彌迦就在第七章特別提到了當時的時代不會因為先知

這樣大聲的疾呼，人心就會回轉，反而先知這樣大聲疾呼的時候是被逼迫的，

不僅是被打壓、逼迫，甚至有生命的危險，也被人唾棄、被人所藐視。可是在

這樣的情況當中，先知仍然知道他的位份、他的力量是從神而來，以致於他堅

持堅守傳講神的話，然後等候耶和華。 

    我們一起來看第七章 7節，在那樣的氛圍裡面，一個傳講神話語的先知，

他的心是怎麼樣持守那樣的力量？第七章 7節「至於我，我要仰望耶和華，要

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應允我」。為他確實的知道，他有那樣的確據。剛才

領會長老說：我們的根基是不是立在磐石上？有沒有這樣確據？大家都默然，

不敢回應。是吧！對不對？ 

    彌迦在那個時代這樣去行的時候，所受到的一切攻擊和迫害，這種排斥、

蔑視、不理、羞辱，可是他的回應是什麼？他耐心等候，他耐心等候耶和華，

因為他知道他是被耶和華的靈所充滿、被耶和華所膏立的；他所說的話得罪

人、得罪君王，甚至有殺身之禍，可是他知道：我的位份、我的權柄、我的言

語都是出自耶和華。所以他堅持、他等候，他知道耶和華必應允我。 

    雖然他看到以色列被滅，沒有看到猶大國被滅（一百年之後猶大國被滅）；

他也看不到被滅亡之後，神又憐憫，帶領以色列民歸回。他看不到，但是他心

裡知道神的話必然應驗。他也看不到整個世界回歸、回轉歸向神，可是他心裡

知道第五章所說的那個伯利恆的小城──你並不小啊！因為有一位君王、有一

個救贖主是從你而來。他傳講了這樣的信息，雖然那個世代他看不到，但是他

知道神必應允。 

    今天我們看到了、也得到了。彌迦書所帶來的是極其寶貴的信息，這樣的

信息在先知彌迦看不到的時候，他就已經傳講──他堅定的傳講，知道神必應

允，所以他在艱難、困苦的狀態當中持守、等候，這是神所託付他的，給他的



位份和託付他的責任，他持守了，盡上了他的責任。 

 

耶和華來臨時景況 

    從第一章開始，他大聲疾呼的告訴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你們要聽！你們

聽，聽什麼呢？看哪！耶和華降臨了，耶和華來臨了。為什麼特別在這裡特別

強調耶和華來臨了呢？我們先看一看耶和華來臨的時候是個什麼樣的情況和以

色列人你在等──等耶和華來臨了，情況是極大的不同。 

    弟兄姊妹，你盼望耶和華來臨嗎？盼望嗎？不太確據喔！唉呀！你們的心

跟我一樣忐忑，我們都很盼望耶和華來，我們喜悅等候他，可是我們心裡面有

極大的忐忑就是：主啊，我配嗎？我知道我得救了，可是我知道我還有很多軟

弱跟罪性在我裡面，我知道你是聖潔的神，你來的時候是帶來你的榮耀，但是

你也帶來你極大的審判。主啊！我等候你來進入你的榮耀，可是求你憐憫我，

憐憫我是個罪人，我軟弱、不夠聖潔，所以我忐忑──在喜悅等候當中有戰

兢、敬畏的忐忑。 

    弟兄姊妹，你的心情跟我是一樣的嗎？是嗎？如果都是喜悅，感謝主！如

果都是忐忑，求神憐憫，讓我們藉著今天的信息，我們可以回轉，回轉更多的

來歸向神，因為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 

    彌迦書從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宣告、審判、指責，到了第四章、第

五章看到這樣的復興、這樣的榮耀、這樣的救贖，到了第六章和第七章有提

醒，讓人如何來跟隨他。到了第七章，給人有盼望，我們可以等候、仰望神。 

    所以彌迦書整個來看，是一個極大的有盼望的一個信息，但是這樣的盼望

是必須要走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來除掉我們的罪，這也是我們做基督

徒，還有我們被神揀選的──不管是牧者或者是所有屬神的人、基督徒，這是

神託付給我們的責任。 

 

君王、祭司、先知三種人 

    當時神所揀選的三種人，他們沒有盡到那樣的責任，所以神來，要嚴嚴的

責備、處罰他們。哪三種人？當初神所揀選的、為以色列民所膏立的有君王、

祭司、先知。君王管理、治理，使民安然居住，抵禦外侮，這是神所託付的；

先知教導神的話語，讓人明白神的話語，能夠謹守、遵循；祭司帶領人，向神

獻上讚美，敬畏的來認罪，讚美神，還獻一切神賜的豐富的美好給神，然後成

為聖潔的人，祭司是牧養。這是神所揀選的三種人，這三種人來帶領以色列

民、帶領他的百姓。 

    而這三種人在當時卻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卻是變成被神嚴嚴責備的、

第一個責備的人，神要來了，要來處分、審判了。為什麼神要來審判、處分

呢？是因為他們！我們先看神來了，神來了會是什麼樣。 

 

神來了時的光景 

    第 3節說「看哪，耶和華出了他的居所，降臨步行地的高處。眾山在他以



下必消化，諸谷必崩裂，如蠟化在火中，如水沖下山坡」。看這個文字，不知道

什麼情況，對不對？我不知道你腦袋念的時候，有沒有一些圖像出現？我在讀

的時候──每次讀到這一段時，我腦袋出現的圖像是海嘯、是地震的山崩、是

大的洪水、是現在最近天氣乾燥，整個山和山脈都被燒、整大片的、看不到邊

際的被火焚燒。 

    原來「神來了」是極大的審判跟毀滅，這是極其恐怖的！「神來了」不是

以色列人盼望的得勝嗎？可是「神來了」卻清楚的宣告說：看哪！耶和華來了

是這樣的光景。為什麼是這樣的光景？因為第 5節「這都因雅各的罪過，以色

列家的罪惡。雅各的罪過在哪裡呢？豈不是在撒瑪利亞嗎？猶大的邱壇在哪裡

呢？豈不是在耶路撒冷嗎？」 

    啊！撒瑪利亞不用說喔，我們都知道它是一個罪惡之城，因為它不合神心

意，所以懲罰它是沒有問題，可是為什麼會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神的

殿、神的榮耀在那裡？所羅門建殿的時候說：神啊！這裡不是你的居所，因為

你的榮光充滿全地，這裡沒有辦法侷限你的榮耀，但是我們以這樣的心意獻給

你，這是何等、何等的敬畏。神也喜悅。 

    耶路撒冷不是聖城、屬神的嗎？可是神來、神來討伐、審判的時候，第一

個是從撒瑪利亞、從耶路撒冷，從神所膏立、神所揀選的有位份的人開始，從

神所祝福、所賦予權柄的地方開始。因為這些都擁有了神所給的特別祝福、位

份和託付──剛才所說的君王、祭司跟先知。 

 

先知使人走差路 

    當時的君王、先知、祭司、在上位的人、擁有資源的人，他們做了些什麼

呢？第二章、第三章有許許多多彌迦對他們的指責。他們的狀況是如何？我們

可以一起來翻翻聖經。先知是用神的話來教導他們，權柄從神而來，講的話是

神的話、不是人的話，對不對？用神的話，引人歸向神。 

    可是先知做了什麼？三章 5節「論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啊！先知是要

教導神的話，使人走回神的道上、走正路，可是這邊彌迦一開始就講說「論到

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們牙齒有所嚼的，他們就呼喊說：平安了！凡不供給

他們吃的，他們就預備攻擊他」。原來先知不是傳講神的話，讓人心歸正、走在

神的道上；他們變成了斂財的神棍，誰供應他、使他得以豐富，他就說：平安

了；誰不給，他就攻擊了。 

    他的位份是先知，他的攻擊代表的是什麼？人看的是，代表是神的攻擊，

會害怕的，他是一個假先知、是一個神棍。而還有些人不是神所膏立的，可是

他卻成為大家所喜悅的，為什麼呢？二章 11節「若有人心存虛假，用謊言說：

我要向你們預言得清酒和濃酒。那人就必作這民的先知」。哦！原來順應民意、

滿足消費者期望的人，就可以得著這樣的位份。 

    這不是出於神，這是出於人的私慾，前面那種人是引人走差路（神所膏立

的先知卻引人走差路），這些完全是自己立為先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今天我

們的世代不也是如此嗎？在上位許許多多的名人不也是如此，大家趨之若鶩的

尾隨他，都是如此！ 



官長曲枉正直 

    第二個，我們看在上有權柄的人，第三章 1-3節「我說：雅各的首領，以

色列家的官長啊，你們要聽！你們不當知道公平嗎？你們惡善好惡，從人身上

剝皮，從人骨頭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剝他們的皮，打折他們的骨頭，分成塊

子像要下鍋，又像釜中的肉」。 

    第三章 9-10節說「雅各家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啊，當聽我的話！你們

厭惡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錫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在

上有權柄的人是管理、治理，使民安居，卻成為罔顧公義、壓榨人民的。 

    而越有權柄、資源的擁有者呢？我們看二章的 1-2節說「禍哉，那些在床

上圖謀罪孽、造作奸惡的！天一發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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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擁有多的人不

是要有憐憫的心，來幫助所有需要的人嗎？可是他們全忘了！不管是有權柄的

人、不管是在上位的、不管是先知或者祭司，他們所行的完全違背神的心意。 

 

所行所做違背耶和華的心意 

    但是我們看三章 11節又幫他們做了一個小小的結論說「首領為賄賂行審

判；祭司為雇價施訓誨；先知為銀錢行占卜」。但是「他們卻倚賴耶和華，說：

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嗎？災禍必不臨到我們」。這些人已經完全違背了神的心

意，可是他們卻這樣說「耶和華在他們當中」。這邊講的很有意思：耶和華不是

在我們中間嗎？他們把耶和華當作是他們的遮羞布、擋箭牌，當作是他們的廣

告、招牌。 

    耶和華不是在這裡嗎？對不起，耶和華不是在你那裡，而是我們要在耶和

華裡，這些在上位的是神所膏立的有權柄的君王、祭司、先知，他們所行所做

的一切都已經不在耶和華裡，他們所行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第三章 11節為他們做了一個小結，看到他們不再以耶和華為根基、為磐

石、為他們權柄的來源、為行事為人的依靠，以至於他們所行的這一切，就當

然不會歸榮耀給耶和華，最後的依歸不是耶和華。所以完完全全的都變成以自

己為根基、為權柄，所行所做的一切是這樣的罪惡。 

神的審判 

    所以耶和華來，要從他所膏立的這些人──有位份的人開始執行他的審

判。而這樣審判的刑罰有多嚴重呢？我們看到第 6到 7節，第 6節「所以我必

使撒瑪利亞變為田野的亂堆，又作為種葡萄之處；也必將他的石頭倒在谷中，

露出根基來」。整個城都毀掉了，神建造城牆地基的石頭都被挖出來、丟在谷裡

面。 

    「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財物必被火燒；所有的偶像我必

毀滅；因為是從妓女雇價所聚來的，後必歸為妓女的雇價」。原來這二個國家立

國的根基、他們的心所嚮往的不再是耶和華，而是他們極豐富的宗教活動，那

些宗教活動拜的是邪惡的假神，向廟妓奉獻他們的禮物、請求祝福，所得到的

再還獻給那些廟妓、偶像。所以這邊講說：這一切的偶像都要被打碎，這一切

從廟妓所得來的祝福、這些從假神所得來的財富都要被擄去，然後歸給拜假神



的權柄，所以亞述來了，把以色列滅亡了。 

    彌迦看到了，可是猶大國的人還沒有回轉，以致於一百多年之後，巴比倫

來，把猶大國也毀滅了。講到這裡，看到了作為神所膏立、所揀選有位份的，

他們有責任，當他們沒有盡到責任的時候、當他們忘了神是他們根基的時候，

上帝的懲罰從他們開始，也禍及到他們自己的兒女。 

 

我們的責任 

    如果我們單單只說這是彌迦所在的時代，我們來看神的作為，看了神的作

為對我們有所警惕就結束了嗎？我們更深一層來看，神對彌迦有託付、神對那

些所膏立的君王、祭司、先知有託付，而我們在這樣的記載、歷史當中──神

救恩的歷史裡面所敘述的神的懲罰、神的救贖和神所帶來的盼望，對我們而

言，我們在其中，我們有什麼樣的被提醒、有什麼樣的責任呢？ 

    我們不是君王，對不對？我們在座各位，好像只有一些傳道人跟牧師在，

好像彌迦所說要責備的是我們這些人，對不對？有人點頭，點得很厲害。對，

我們看起來是被揀選、有位份的，但是諸位不要忘了，彌迦所說的這些事情和

上帝所責備的不僅僅是當時的那些君王、祭司跟先知，更是哪些人呢？各位記

得嗎？ 

    從創世記第一章開始，我們每個人都是按照神榮美的形象所造的，接下來

神的託付跟命令是生養眾多，管理、治理，對不對？神讓我們擁有他的形象，

與他一樣，然後與他同工來管理、治理，這是神託付的。我們已經有很重要的

位份，神託付我們管理、治理，是不是跟當時的君王一樣？可是當人犯了罪以

後，人沒有這樣的能力、權力，只有邪惡的心。 

    接下來是什麼呢？感謝神，神並沒有忘記我們，也沒有因此把我們消滅，

神用祂的憐憫來救贖我們，使我們的心回轉，因為神的心意是要讓我們回轉歸

向祂以後，仍然與祂同工、同行來管理、治理這個世界。 

    所以上帝差遣了祂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以致

當耶穌基督死而復活了以後，我們所有因著聖靈的提醒、感動，讓我們為罪、

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的時候，聖靈感動我們來到神的面前認罪、悔罪，

歸向神，以致於我們除去罪孽、得到了新的生命──是耶穌基督復活的生命，

我們成為基督徒，對不對？ 

    當我們成為基督徒的時候，彼得就告訴我們，在彼得前書所說我們是被神

所揀選的有君尊的祭司，我們要成為一個聖潔的國度。神託付我們的是要宣揚

那領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對不對？這是神給我們位份，從起初

創造的時候給了我們，我們犯了罪，可是神仍然憐憫，又使用我們、呼召我

們、揀選我們，把這樣的位份再給我們。 

    弟兄姊妹，我們是不是君尊的祭司？那我們是不是也要像彌迦一樣來回應

神？用什麼來回應神呢？彌迦書第六章所說到的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

的心與神同行」，可是我們是升斗小民，不是在上位的，我們怎麼去行？我們的

去行，不要忘了馬太福音耶穌親自提醒我們說：誰餓了、誰渴了、誰赤身露

體？給他吃、給他喝、給他衣服穿，就是行在神的身上，就是行公義、好憐



憫，與神同行。 

    從小的來看，在我們家庭裡面，我們可以做的有很多、很多神所託付基督

徒這個位份可以顯出來的；在我們的社區、社會、國家，以至於整個世界，我

們都可以以基督徒的角色──神所託付、所膏立、所揀選的位份來顯出神託付

我們的責任。 

    雖然我們會像彌迦一樣，受到很多、很多的排斥、攻擊或者不諒解，甚至

在家裡面有很多的不諒解，但是別忘了！別忘了我們不是像其他彌迦所指責的

這些在上位者、有權柄的或者是享受利益的先知或者祭司，他們為了滿足消費

者的期望，來順應民意。不是的！因為權柄是從神而來，根基、磐石是在上帝

的身上，不是這些民眾給的、不是民意給的、不是人給的。 

    彼得第一次傳講福音、被抓到公會的時候，公會說你們不能再講，可是彼

得說什麼？他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也是所有基督徒的宣告：聽從神、不

聽從人是當然的。我們也是如此，因為我們基督徒的位份是神所揀選、所給

的，像彌迦先知的身分是上帝給的，所以他那樣做，他盡忠職守、責無旁貸。 

    今天神揀選我們成為這個時代的彌迦、成為這個時代的基督徒，為上帝發

聲。我們聽從神、不聽從人是理所當然的，可是世界不會改變，有非常多的艱

難、衝擊，而那些艱難、衝擊來的時候，不要忘了神藉著彌迦早就告訴我們。

一起來看彌迦書第七章 7節，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我們是責無旁貸的要繼續

宣講神的託付，而我們可以作的、我們所秉持的是「至於我，我要仰望耶和

華，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應允我」。這是我的禱告，也是我的誓言，更

是我極大、極大的盼望。 

 

許牧師的分享見證 

    今天跟大家分享責無旁貸，我自己有一個很深的感動跟見證跟大家分享。

我放三張投影片，是我父親的家族所領受的。這一張是我的父親。我想有些長

輩們很清楚，1949年國家大難，父母親從大陸逃來，孑然一身、兩個人。如果

我們跟以色列人的歷史牽連一起看，真的有點相關。來了，進入到流奶與蜜之

地──台灣。 

    第二張，父親領受了神的恩典，所以帶領全家從小上主日學，到神的殿

中。幾十年下來，他的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都建立家庭，他忠心的服事神。這

一張照片是父親還能夠跟我們一起照相的時候照的，是 2013年，算來是五年

前，因為他現在已經 95歲，失智，失智了很多年，都躺在床上。這是神所賜極

大的豐富，以色列民也是如此，神賜了極大的豐富。 

    我們在座的弟兄姊妹可以回想一下我們的家族，我們是不是在家族裡面也

領受了神極大的豐富？而這極大的豐富，父親有個極大的盼望是讓我們都能夠

在神的恩典當中能夠成長、讓神的恩典代代相傳。所以父親在艱苦的時候，從

小就帶我們進教會。我父親是軍人、是眷村，眷村裡面最流行的是打麻將，很

多、很多…。可是父親不打麻將，有休假的時候，禮拜天一定是上教會，這是

家人非常喜悅的。 

    可是這麼多年來，當我們都慢慢富足的時候（下一張），我的心裡很痛，父



親的心願是全家歸主，但是當孩子長大之後，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很多的

富足，像當時的以色列民，很多富足的時候，忘了，忘了這一切的恩典是從神

而來。如果現在神來了，我家族裡面還有很多人是在黑暗當中。雖然我是家裡

面的牧者，我心裡極大的沉痛，如果神來了，神是不是也第一個要追討我的

罪？ 

    神所託付我的是當一個牧者，不僅是牧養群羊，是不是也要牧養我自己家

裡、家族的人？他們在哪裡？他們似乎還沒有在神的家裡。今天我把我的家族

呈現在各位的面前，讓我們一起來回應神，神所託付我們基督徒這樣的位份、

責任，我們真是責無旁貸。讓我們整個家族因著我們而回到神的心意來！求神

憐憫，也求神來幫助我們，幫助我們更積極的把這個責任承擔起來，因為這是

我們的責無旁貸。 

 

禱告 

    天父啊！謝謝你藉著彌迦來提醒我們，提醒我們在最富足的時候要紀念這

一切都是從你而來的，讓我們的心思意念能夠完完全全的回轉來歸向你，知道

一切都是出於你、依靠你，而且也要歸榮耀給你。主啊！你賜給我們這樣的尊

貴的位份──基督徒，也把福音的責任賜給我們，主，就求你激勵我們，也幫

助我們，讓我們在這個位份上，我們責無旁貸的引領我們的家人，引領這個社

會、這個國家都能夠回轉來歸向你，求你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