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9月 2日 

主日講台信息 

 「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 

 ／鍾興政牧師 

 

經文：彌迦書四章 1-8節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

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

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

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國的民中施行審判，為遠方強盛的國斷定

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

再學習戰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這是萬軍

之耶和華親口說的。萬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們卻永永遠遠奉耶和華─我們

神的名而行。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趕出的和我所懲治

的。我必使瘸腿的為餘剩之民，使趕到遠方的為強盛之民。耶和華要在錫安山

作王治理他們，從今直到永遠。你這羊群的高臺、錫安城的山哪，從前的權柄

──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國權──必歸與你。 

 

弟兄姊妹平安！ 

    不曉得各位是不是很喜歡看電視劇？前幾天有位朋友跟我聊天，他說到─

─最近有一齣很熱門的宮廷劇，叫做延禧攻略。他說：這部戲很好看，因為編

劇很了解人心。我就問他說：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我們一般看這種戲劇的人

最討厭的就是電視劇裡頭好人處處吃苦、受氣，壞人常常計謀得逞，二十集的

電視劇當中，壞人要等到十九集或者二十集的時候才被懲罰。 

    他說：這樣的戲劇安排，常常讓人氣到不行、根本不想看；但是這部延禧

攻略的主角魏瓔珞，她的個性剛直、卻很機靈，對付壞人，常常在一集、兩集

當中，就讓壞人得到懲罰跟制裁。所以看魏瓔珞，常常讓人大快人心，然後恨

不得七十集、一次可以全部都看完。我聽了他講話以後，也是為了預備講道，

我就看了一兩集，覺得蠻好看的。 

    今天的崇拜當中，不是要談電視劇，我們今天是要看彌迦書第四章。我不

曉得各位是否在讀彌迦書的時候，有種想要一口氣讀完的那種動機，有嗎？沒

有！對，沒錯！彌迦書很不容易讀，它是一卷舊約的先知書。 

    當然我們沒有那種想要一口氣就要讀完彌迦書的原始動力，並不是因為彌

迦書寫得太長了；而是因為對於當時在主前第八世紀〈大概是主前七百多年

前〉的以色列人跟我們現在的基督徒而言，我們都有一樣的一個問題，就是對

於彌迦書的信息有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我們心中其實還沒有得著那個答案。 

 



彌迦書的時代背景 

    這是關於那個時代的背景問題，當時的人有他時代的背景，我們現代的人

有我們現在這時代的背景。當時的以色列人─在南國猶大的百姓，他們面對了

強權，特別是亞述帝國，他們知道這個國家非常、非常的暴虐，他們欺壓、凌

辱上帝的百姓；而上帝的百姓不僅僅是束手無策，眼睜睜看著北國以色列就活

生生地被它滅了。之後，上帝就說：這個欺壓的強權還沒有結束，後頭還有一

個叫做巴比倫帝國的會來，而且它也要繼續的讓南國猶大人一樣的受到欺壓和

凌辱。 

 

一個嚴重的問題 

    所以他們心中有個問題，就是好人跟壞人的一個問題。他們心裡頭會想：

如果壞人做壞事被懲罰，然後好人可以在一段時間就被平反，而且這個時間有

點像那個電視劇一集、兩集就可以被平反的話，那麼我覺得這個戲很想要再繼

續看下去，但是真實的人生當中好像不是這樣。 

    真實的人生當中，壞人做很多壞的事情，但是好人不僅必須要跟壞人一起

受累、受罰，常常好人等待的那個平反的時間好像遙遙無期，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會等到那個時刻。所以我們會說：這樣一個編劇實在是差勁透了。如果你拍

了這樣一部戲的話，保證它是票房毒藥，沒有人想要看的。 

    但是上帝的百姓當中總有一些人──可能不是所有的人，但是有一群人是

非常的敬虔，他們愛上帝，他們面對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他們無所適

從，他們會問上帝說：上帝，我相信祢！上帝，我相信祢，但是現在要怎麼

辦？祢看到亞述、祢看到巴比倫、祢看到各式各樣的壞人……。 

    他們心裡頭很惶恐，但是又充滿了各種疑惑：我們的長官、領導是壞人，

我們的鄰國也是壞人，但是我們敬拜祢、稱祢為主、我們敬拜耶和華，我們讀

摩西五經、讀 Torah〈妥拉〉、讀先知書，我們按著祢的律法來行，但是為什麼

以色列和猶大遭殃的時候，我們也要受苦、也要被擄到敵國去呢？ 

    我們很生氣，上帝！祢為什麼面對這些壞人在欺壓我們的時候袖手旁觀？

我們很生氣，神啊！祢有作為嗎？神啊！祢到底要我們怎麼辦？我們很想相信

祢，可是我們的信心只剩下最後一點點，我們的盼望快要消滅了，我們的冤

屈，神啊！祢看見了嗎？我們的哀聲，神祢聽見了嗎？這群以色列人心裡頭有

這些問題，對今天二十一世紀在台灣的基督徒，我們又何嘗沒有這些問題呢？ 

我們也是一群很忠心在敬拜神的人，譬如說：我們這群在台北信友堂的弟

兄姊妹們，我們每個星期到教會來敬拜神，我們很認真的服事、很認真的十一

奉獻，但是我們的社會、國家、土地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問題？我們的經濟為什

麼這麼糟糕？我們到底要怎麼辦？面對很多社會、家庭、個人的問題，我們好

像對神快要失去信心了。 

如果，各位弟兄姊妹，這也是你心中的聲音的話，那麼你一定要讀彌迦

書，因為對於這些快要失去信心和盼望的百姓，上帝要親自跟你說話。神要怎

麼說呢？神要藉著先知彌迦書來說話，所以我們對彌迦書要有一個大略的了



解。 

 

彌迦書的結構 

    事實上聖經學者對於彌迦書，如果要做一個大綱式的了解的話，大致上有

兩種看法，第一種看法就是他們用「鑰聽」那個鑰節。「鑰」字是鑰匙的鑰，

key words，鑰聽，在第一章第 2節。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的開頭都有說

到。第一章第 2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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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一章的第 2節。第三章

的第 1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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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的第 1節「以色列人哪，當聽耶和華的話！要起來向山嶺

爭辯，使岡陵聽你的話。」 

所以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大致上把彌迦書分為三段，而這三段當中每

一段都強調了前頭有毀滅的威脅、後頭有個盼望的應許─毀滅、威脅，然後加

上盼望的應許。所以你讀彌迦書，就會覺得怎麼前頭罵一罵人、後頭又有一些

盼望的話，其實這就是它的結構。 

但是也有聖經的學者（第二種）不用這樣的方式來看──他不用鑰節來

看，他很簡單，就是把第一章到第三章分為一個段落，第四章、第五章一個段

落，第六章、第七章一個段落。在這當中他所看到的也是一樣，都有一個警告

的信息、然後有一個安慰的信息。在第一章到第三章當中（我們之前所讀的），

其實我們看見了聖經裡頭上帝在提醒以色列百姓。 

 

你們要聽！ 

往下來讀今天第四章的經文當中，如果要見樹、要見林，我們要見林，才

能夠再見樹。所以見林、才能見樹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可能要先解答一個

問題，從彌迦書的讀者來看的話，他心中會有個疑惑，就是可能讀了很枯燥：

為什麼我需要不斷的聽這些毀滅的信息和警告？如果那個壞人不是我，為什麼

我需要聽這種毀滅的警告呢？ 

英文有句話叫做 preaching to the choir，就是牧師講道，對著詩班席一

直在講道。通常詩班席的人帶領大家敬拜，他們應該早就相信或者同意牧師所

要勸勉他們的任何事情，所以 preaching to the choir，就是對著詩班席講道

其實是不必的，因為他們同意、也相信了。但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不斷的聽呢？

好像這些事情都不是針對我們，我們也相信：神啊！祢要對壞人的話，祢就趕

快做吧，祢為什麼還要跟我們講呢？其實有一個答案就是在第三章的第 8節。 

第三章第 8節說到：先知彌迦要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他說「至於我（就

是彌迦），我藉耶和華的靈，滿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說明他的過

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惡。」彌迦說：我現在講話不是我講話，是我藉著耶

和華的靈要來跟你們講話，因為你們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問題嗎？我要藉著耶

和華的靈，蠻有力量、公平、才能，現在我要跟你們講這些事情。先知說：你

們仔細聽了，因為我現在跟你講話非常的重要。 



 

神沒有忘記我們 

第一章和第二章提及上帝的憤怒和生氣，好像在出埃及記十九章、二十章

所說的，特別是十九章 18節說「西乃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

山的煙氣上騰，如燒窰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動。」上帝非常的憤怒，憤怒到像

在西乃山上冒煙的火一樣，從摩西之後的五百年，不管是南國、北國，不管是

百姓或是官長，他們不順服和悖逆，上帝要一一細數。 

然後上帝舉了一個很清楚的例子告訴他們，好像亞哈王強佔拿伯的葡萄園

一樣，這樣的不義出現在你們當中。上帝說：我要責備、警告、威嚇，但是我

不是只有警告、威嚇，我也會在這些過程中帶來一個安慰。上帝要告訴這些守

本分的百姓說：我沒有忘記你們。 

「我沒有忘記你們」在彌迦書第二章 12節，是非常重要的一節。彌迦書第

二章 12節說「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們，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

一處，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場上的羊群；因為人數眾多就必大大喧嘩。」這

句話非常的重要和關鍵，因為祂說到：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們，必要招聚

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處。 

 

必要聚集你們 

以色列剩下的人是誰呢？就是餘民。這個「餘」，不是打漁的漁民，也不是

四月一日愚人節的愚民，是剩餘的餘，餘民。這些剩餘的餘民，就是在上帝的

毀滅裡頭會存留下那個剩餘的餘民；這些剩下來的人是敬畏上帝、真正想要敬

拜上帝的人。這剩下來的人，從當時一直到後來被擄、歸回了，後來到新約的

時代成立了教會，一直經過了二千年到現在，這些人就是我們，這些人在後來

的時代稱為基督徒。 

上帝說：我必要！我必要怎麼樣呢？我必要聚集你們。剛剛這些餘民有很

大的問題，因為我們最後的那個信心及盼望快要消滅、快要沒氣了，若是打電

郵的話，就是指電池剩下最後一格了，已經快要、快要不行了，但是神說：我

必要聚集你們！這句話是一個安慰、盼望和一種保證。 

 

神必要懲罰 

然後進入到第三章，第三章是第二個警告的段落，它也在講以色列官長的

不公不義，這個不公不義在第三章的第 9-11節中說得太好了，因為他說：你以

為神是瞎子、聾子嗎？神是很笨的嗎？可以被你們呼攏嗎？ 

第三章第 9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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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

安和耶路撒冷本來是上帝的地方，但是他們把它們汙衊了，11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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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大言不慚，覺得上帝根本不存在、上帝也不會看見他們所做的事情，

所以災禍不會臨到我們，這裡是我們的錫安、是我們的耶路撒冷，這些官長們

他們這麼做，但是神說：No！我會懲罰。這個懲罰就是三章的最後一節「所以

因你們的緣故，錫安必被耕種像一塊田，耶路撒冷必變為亂堆；這殿的山必像

叢林的高處。」 

神說：這個地方我要讓它變成一個荒蕪之地，就是他們前面的這些罪行，

上帝一定要施行審判；上帝不會說：我讓這些事情可以繼續視而不見。這不就

是神的百姓一直在問上帝的話嗎？神哪！祢在哪裡？祢在哪裡？祢到底還有沒

有在看？神說：我有看見。所以祂說：這殿（祂不用這個神的殿）、這山必像叢

林，有不潔的動物以後可以在當中行走，但是注意到：這不是永遠的。 

 

新的錫安 

今天的經文在第四章之後，就是關於一個更新的錫安。第四章第 2節、第

7節、第 8節、第 10-11節都講到錫安，這個錫安是更新後的錫安，這個錫安

不是因為三章 12節這個舊的耶路撒冷被官長跟領袖的腐敗而滅亡的，這個是一

個新的耶路撒冷，它要得勝，因為彌賽亞要在這個地方率領神的百姓──就是

這些餘民、就是我們日後的這些基督徒，在這裡，神要率領我們來敬拜祂。 

 

二位先知一起強調 

第四章第 1-8節，我們剛剛讀的這段經文當中，上帝的沉默並不是永久

的、也不是永恆的，上帝對祂的子民有一個計劃，這個計畫含括了這個錫安、

耶路撒冷要被更新以後的力量，這個力量要吸引萬國萬族萬民來敬拜祂，所以

這段聖經實在是太重要了，因為對於神的百姓在快要失去平安、失去盼望、失

去信心的時候，祂要強調。 

祂不僅僅是要強調，而且不僅僅透過一個先知強調，是透過兩個先知來強

調。各位如果有注意到的話，在我們剛剛讀到的彌迦書第四章的前頭第 1節到

第 3節，各位可能可以注意到同樣一字不漏的經文出現在以賽亞書第二章第 2

節─第 4節。以賽亞書第二章第 2節──第 4節一字不漏，跟彌迦書是一模一

樣的聖經出現，因為上帝要強調。 

可是這也帶來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是不是我們進了大學，老師第一

堂課就說「不可以抄襲喔！你寫的論文絕對不能抄襲喔！」那現在到底是以賽

亞抄彌迦、還是彌迦抄以賽亞？還是聖靈感動，都是同時寫的？他們兩個幾乎

是同一時間的先知。還是有第三個作者，他們都跟他借來？我們不知道。 

眾人因神的話齊來敬拜 

或許這是當時流傳在百姓當中的一首詩歌，這樣的一個詩歌讓先知寫下

來，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個重點，就是這樣的信息太重要了，所以神要透過

兩個先知來強調，這樣的一段聖經讓我們看見：在「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

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賽二 2） 



如果有人去丈量在耶路撒冷的錫安山，其實它的海拔可能最多是二千到二

千五百英尺，大約是七百到八百公尺。你知道我們隨便舉大屯山都比它高，更

不要拿阿里山或玉山來比，也就是如果祂說：它是超乎諸山的話，這個不是指

實體上的高度，它應該指的是一個神在祂的聖山當中，能夠敬拜祂的人敬拜的

高度，也就是上帝的名要被高舉、上帝的話語要這當中。 

各位注意到第 2節說許多國的民前來，他們要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

山，奔雅各神的殿。後頭他說：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

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是上帝的話、上帝的道

讓萬國萬民萬族的人到這個地方來敬拜耶和華。他們要來這裡敬拜神，因為神

要「在多國的民中施行審判，為遠方強盛的國斷定是非」。 

 

二處聖經不同 

後頭我們注意到有一句話，他說「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

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各位知道這樣一段經文出現在

這個事件，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在紐約有個機構叫做聯合國，聯合國有個地

方放了這段經文，聯合國的目的就是要讓世界各國能夠做到這樣一個地步，就

是「把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但是聯合國做不

到，這只有在末後的時候，在神的聖山當中才能夠做到。 

可是這段經文也帶來一個問題，我們在前幾個月，可能在約珥書第三章的

時候出現過一次。約珥書第三章第 9節─第 10節是這麼說，它說「當在萬民中

宣告說：要預備打仗；激動勇士，使一切戰士上前來。」第 10節「要將犁頭打

成刀劍，將鐮刀打成戈矛；軟弱的要說：我有勇力」。 

聖經是不是有時候有一點點疑惑，到底是犁頭要打成刀劍、還是刀劍要打

成犁頭？為什麼二處先知講的不太一樣呢？我們當然知道這二處的背景不一

樣，因為在約珥書第三章，那個是上帝的審判，在最後審判的時候，祂要召敵

對神的國的那個萬國，他們本來應該可以平安無事的，但是他們自己把犁頭打

成刀劍，所以他們要在約沙法谷被上帝的軍隊來消滅，所以那個是一個審判。 

 

神要親自安慰 

而在彌迦書第四章這裡，第 3節講到的是在末後的時候耶和華的日子，神

的百姓要享有大的平安；在那個平安裡頭，他們不再有戰事。那裡的平安裡，

第四節「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這是多大的

一個安慰，當你可以在一個地方安居樂業，吃喝自己勞碌所得，沒有人可以搶

你的、沒有人欺壓你，你可以平平安安跟你的家人過生活。 

那是多大的一個祝福，你不用受害怕，因為上帝要強調說：你的苦情我聽

見了。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親口說的，神要親自安慰你。神說：我知道你們受委

屈了，而且你們不但受委屈，我知道你們也受傷了，所以在第 6-8節當中，「耶

和華說：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趕出的和我所懲治的。」因為百姓

可能在過程中身體、心靈受傷了，各式各樣的受傷，他們都變成瘸腿的。 



他們被趕出的，好像受了上帝的懲治，但是上帝說：我要讓這些瘸腿的、

受傷的，成為剩餘之民；我要讓他們從被擄的地方回歸他們，成為強盛之民。

上帝要在錫安山作王來治理他們，從今直到永遠。這是多大的安慰和祝福，上

帝親自要安慰這群人，因為他們是上帝的百姓，因為他們信心快要沒有，所以

神要堅固他們。 

 

神清楚的應許 

我們也知道這段經文其實很快的在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特別是在第

五章的第 2節，上帝的應許更清楚的描述，祂不是在講一個非常模糊的一個應

許，祂在講一個很清楚的應許，因為這段經文也在馬太福音第二章，當希律王

要殺所有男嬰的時候，希律王把文士叫來問說：末後的彌賽亞從哪裡出來？所

有的文士口徑一致，他們回答的就是在彌迦書第五章 2節，那個君王、那位彌

賽亞要從伯利恆出來。 

很清楚地，這位君王是從大衛的後裔出來，而這個安慰要在耶和華的山、

雅各的殿，祂要重新的讓祂的百姓可以在那裡敬拜上帝。上帝沒有忘記祂的百

姓，上帝沒有忘記祂的立約，上帝跟亞伯蘭立約說：我要讓你成為大國，我要

祝福你，而且我要透過你來祝福這個世界的萬國萬族。 

這樣的一個應許一直在祂的百姓當中，神沒有忘記，但是神說：我需要處

理一些事情，我知道你們受苦了，也知道你們在困難當中，好像我們今天的人

一樣，我們也在困難當中。上帝說：我沒有忘記你的困難、我沒有忘記你，但

是你也不要忘記我會守約、施慈愛，我那個約我既然做了那樣的一個承諾，我

一定會實行。在上帝實行那個約的時候，神要使祂的百姓記得說：他們要回到

上帝的面前，做信實的百姓。 

上帝要親自處理在祂的百姓當中那個罪惡，因為神處理罪惡、帶來盼望，

這二件事情是合在一起的，難怪彌迦書一邊要講到懲罰、處理、責備，一邊要

講到盼望。而這個盼望和處理罪孽，因為上帝祂的慈愛勝過這一切，上帝說：

我可以除掉這一些，而且我要你們記得「因為你是我的百姓，我要用你們，我

要使用你們，我要祝福你們，因為你不是說：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難、很多

的問題。」誰去做？上帝的子民。 

 

到神面前得著更新、重新得力 

神要讓我們能夠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我們要重新得力，在上帝的殿中重

新的敬拜上帝、重新被祂更新，在上帝的殿中，我們能夠被祂完全的得著、恢

復那個能力，以至於我們可以成為這個世界上的祝福。 

求神幫助我們，當我們一直在問上帝說：神哪！我快要沒有盼望；神啊！

我快要沒有氣；神阿！我電池剩下最後一格。神說：我要把你們聚集回來，我

要讓你們可以敬拜我，我要讓你們在我的聖殿當中得著更新，我要重新的使用

你們，透過你們來祝福那個世代。 

 



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祢！我們知道，主啊！我們常常在困難當中，我們就迷失

了；我們在許多的環境壓迫我們的當中，我們就失去了盼望，主啊……主啊！

以至於我們不知道怎麼樣來回應祢，我們也不知道主祢帶領我們的是什麼。主

啊！我們心中有很多的疑惑、我們很多的抱怨，我們甚至對祢生氣，但主啊！

求祢幫助我們，當我們再次讀祢話語的時候，主啊！我們存著盼望，因為我們

知道我們要來跟隨祢，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從祢那裡得著那更新的生命和能

力。願主祢今天繼續感動我們，好叫我們知道我們活著是有盼望，我們活著乃

是因為祢的恩典。謝謝主！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