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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彌迦書五章 1-6節 

    成群的民哪，現在你要聚集成隊；因為仇敵圍攻我們，要用杖擊打以色列

審判者的臉。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

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耶和華必

將以色列人交付敵人，直等那生產的婦人生下子來。那時掌權者其餘的弟兄必

歸到以色列人那裡。他必起來，倚靠耶和華的大能，並耶和華─他神之名的威

嚴，牧養他的羊群。他們要安然居住；因為他必日見尊大，直到地極。這位必

作我們的平安。當亞述人進入我們的地境，踐踏宮殿的時候，我們就立起七個

牧者，八個首領攻擊他。他們必用刀劍毀壞亞述地和寧錄地的關口。亞述人進

入我們的地境踐踏的時候，他必拯救我們。 

 

弟兄姊妹早安！ 

    不知道剛剛來的時候有沒有淋到雨？有。昨天傍晚有淋到雨嗎？家裡有淹

水嗎？沒有！昨天的雨下得我覺得是這幾年來難得見的一場大雨，求上帝憐憫

我們這塊土地，今年的雨水特別、特別多；然而也想到聖經一句話「洪水氾濫

的時候，耶和華坐著為王。」感謝上帝！ 

 

國內腐敗遍布各層面 

    今天我們要看彌迦書第五章，彌迦是主前八世紀的先知，他和以賽亞其實

是一起當先知的。當時的猶大國其實面對著非常嚴重的內憂外患，我們如果往

前看第二章的前面幾節，你會看到其實當時在國內有一群貪婪的人，這群貪婪

的人或許他們是地主，他們勾結了許多腐敗的、墮落的政治和宗教的領袖（這

裡已經到第三章了），在猶大的國內推行許多不公不義的一些措施，造成了國家

在財政上非常嚴重的貧富不均。 

    不單如此，我們如果往後看第六章、第七章這二章，你也看到在這個國家

裡面領導階層是非常墮落、腐敗的，所以從一個宏觀的眼光看這個國家，其實

是陷在一個在信仰上面不彰、越來越墮落，在道德上越來越加的腐敗情形，因

為領導者腐敗，也帶領著整個國家的百姓腐敗。 

 

對外仇敵環伺 

    經濟上面的對立，不單國內要面對這麼多的困難，而且仇敵環伺。這個仇

敵虎視眈眈的覬覦這個國家，想要攻城掠地、得取這個國家。所以從第五章 1



節，聖經馬上就讓我們看到有一個現象─仇敵圍攻我們。這在說什麼呢？這當

然是在說：當時的亞述王西拿基立領兵來攻打猶大，圍攻耶路撒冷城。 

    第五章第 1節說「要用杖擊打以色列審判者」，對以色列人來說，審判者或

者是執政者（新譯本翻「執政者」）其實要扮演一個角色，那個角色就像以色列

歷史當中的士師，當以色列人被仇敵、外邦欺負的時候，士師要成為一個領

袖、元帥，帶領以色列的百姓向這些仇敵、外邦宣戰，並且要勝過這些仇敵、

外邦的攻擊。 

    可是第五章 1節讓我們看到情況不是這樣！這些外邦的仇敵攻擊者，他們

乃是要用杖來擊打以色列審判者的臉。弟兄姊妹，這是情何以堪的事情！這些

外邦國家帶著軍隊來，要打猶大王的臉，羞辱這個國、這個王，其實也等於在

羞辱上帝。 

 

希西家王帶來信仰上的革新 

    在列王紀下第十八章那裡，讓我們看到希西家做王的時候，他真的願意勵

精圖治，帶領國家洗心革面、奮發向上。他帶來一波非常美的信仰上面的革

新、變革，他拆毀了許多的邱壇，以前拜偶像的地方、現在是敬拜上帝的地

方，他覺得不好，把它們通通拆了。他專心的倚靠耶和華，謹守上帝的誡命。 

    聖經讓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好王，耶和華與他同在，無論他往哪裡去，聖

經說：盡都亨通，好像約瑟一樣──神與他同在，他就凡事亨通。這是希西

家，他帶領國家做了這樣的改變。他知道上帝與他同在，所以他做了一個非常

重要、但是也是非常危險的決定，他背叛了亞述王；他說：從此以後，我不再

事奉外邦的君王，他單單事奉耶和華、獨一的上帝。 

 

挑戰來了 

    當然希西家的不願意再事奉亞述王，這會引起亞述非常大的憤怒，聖經讓

我們看到西拿基立在滅掉北國以色列以後，轉頭回來就攻打猶大。希西家王十

四年，亞述王攻取了猶大非常多的城邑。如果你是希西家，你要怎麼面對這樣

的光景？你才帶領全國的百姓洗心革面，在信仰上面單單的敬拜耶和華，然後

馬上外邦的仇敵、君王就帶著千萬大軍、兵臨城下（在耶路撒冷的城外），你要

如何回應這件事情？ 

    弟兄姊妹，或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你也常常會面臨這樣的一種挑戰：你

專心一意的依靠上帝，但是在生活、在生命裡面立即面臨非常大的挑戰、困

難，你不知如何去面對。 

 

四件嘲笑的事情 

    希西家王要怎麼面對這個困境？或許他有一種智慧，他馬上派人去跟亞述

王求和，他甚至能夠做到把國家的金銀財寶都當作是一種賠款，送給亞述王。

在列王紀下十八章的 19-25節那裡說：亞述的元帥拉伯沙基兵臨城下，並且嘲

笑猶大、嘲笑希西家王、嘲笑整個以色列的百姓。 



    拉伯沙基嘲笑什麼呢？聖經裡面讓我們看見四件事情。拉伯沙基說：你們

還要依靠埃及嗎？這是他嘲笑的第一件事情。然後他說：你們還要繼續的依靠

耶和華、依靠上帝嗎？我想那背後有個含意，就是你們既然如此的在信仰上面

有這麼大的改革，上帝有幫助你們嗎？上帝有為你們爭戰嗎？ 

    第三，拉伯沙基對希西家說：即使我今天送你二千匹馬，你猶大國都沒有

人能夠來騎這兩千匹馬，你都沒有足夠的人能夠騎這兩千匹馬。哇！真是狂妄

啊！最後拉伯沙基說：你們要明白今天我帶兵來攻打耶路撒冷及猶大，這也是

出於上帝的意思啊！這句話的背後又是什麼含意呢？除了狂妄自大，拉伯沙基

或者是西拿基立不也等於在跟這位獨一的真神叫陣嗎？不等於也是在跟上帝用

這種羞辱的言語來表達對這位所謂獨一真神的一種不滿和羞辱嗎？ 

 

盼望在那裡？ 

    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盼望到底在哪裡？如果這是你我的處境─眼前像山

一樣大的困難，這是你的困境，那你的盼望是什麼、你的出路是什麼、你的拯

救是什麼？這都是以色列人所面對的問題。希西家才帶領了自己國家的百姓勵

精圖治，來信靠這位獨一的真神，但是上帝在哪裡呢？ 

    從屬靈的角度來看，猶大的百姓此刻似乎是陷入了空前未有的黑暗光景，

面對國家內在的處境、外在的挑戰，對他們來說似乎一點盼望都沒有了，國家

馬上就要滅亡了。但是就在這個看來絲毫沒有一點盼望的時刻，彌迦在第 2節

宣告了彌賽亞的預言。 

 

現在 

    彌迦說「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

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這節聖

經在希伯來文裡面有一個字沒有翻出來，這個字就是「現在」。或許你覺得這個

字有什麼重要，但是你把它放回到這一段聖經，我覺得這個「現在」的時間似

乎非常、非常的特別，也是先知所要強調的。 

弟兄姊妹，現在的光景如何？現在是仇敵環伺的時刻！現在的出路如何？

現在是前無進路、後無退路的時刻，沒有任何的出路！但是彌迦告訴他們：就

在「現在」這個時刻，有一位君王的後裔要來到以色列百姓當中，他要做王、

掌權，他要成為上帝的掌權者，帶領以色列、猶大的百姓。 

在你看來沒有任何的盼望、出路的時刻，先知彌迦對以色列的百姓做了這

樣的宣告。弟兄姊妹，這是多麼大的安慰、多麼大的激勵。這一位掌權者是亞

伯拉罕的後裔，他是大衛的子孫，他會出生在伯利恆─那是大衛的家鄉，以色

列第一位君王的家鄉，大衛出生在伯利恆，那是一個又小、又貧窮的地方。 

這位掌權者、這位彌賽亞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他不是出生在哪個王公貴

族的家裡，都不是！上帝卻讓他降生在伯利恆，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小地方。彌

迦說「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了。這句話告訴我們：上帝設立的這位

掌權者，他的身分無庸置疑，你不用懷疑他身份的真實性，因為他從太初就存

在。 



你看「現在」這個詞對當時的猶大人重不重要？他們現在面對的是絕望、

沒有出路，但是彌迦告訴他們：就是現在！一位君王的後裔要來到他們當中作

掌權者（真正的掌權者）。在主前八世紀的現在，為猶大人帶來極大的盼望，那

就是以色列將要被保守、以色列將會復興，以色列也將要在這位掌權者的帶領

底下全然的得救。 

 

三個真理 

在教會的傳統裡，這段聖經（五章 2節）是非常重要的彌賽亞經文，在新

約聖經也引用過這段經文。這段聖經透露了三個信息，非常重要的真理，或許

弟兄姊妹你可以把它寫下來。這三個真理告訴我們：第一個，他從太初就有、

他是自有永有的。這位掌權者、這位彌賽亞從太初就在，他是自有永有的。 

第二個，他要做以色列的掌權者，以致有上帝賜給他做王的屬靈權柄，他

是有權柄、有榮耀的這一位君王。第三，他出生在非常卑微的地點。新約讓我

們看到他的出生是在馬槽裡面，放在馬槽裡；一條白布裹著他，放在馬槽裡，

而那就是彌賽亞的記號。這讓我們看到他來到這個世上是何等的柔和謙卑和順

福。 

 

彌賽亞的使命 

這位彌賽亞來，看來似乎可以解決主前八世紀以色列人所處的問題，但是

我們都知道這個掌權者的來到，乃是要解決世人真正的問題，那是就是在我們

生命最深處、最黑暗的地方那個罪的污穢和綑綁。彌賽亞來，要解決我們罪的

綑綁和污穢的問題。 

彌迦雖然為當時的以色列百姓傳講了這樣一個盼望的信息，但是第 3節可

以看到上帝還是要把祂的百姓交給敵人。可是上帝有時間，當那「生產的婦人

生下子來」這個兆頭來到的時候，也就是上帝的兒女、上帝的百姓苦盡甘來的

時刻。 

這個孩子來到這世界的時候，就是神兒女生命得更新、得盼望、得拯救的

時刻。他要來做王、來掌權，從他一出生開始，上帝就要藉著他一步、一步的

完成神託付給他的使命和工作。 

這位彌賽亞的君王要站立著行使王權，他要靠著上帝的尊榮和威嚴，成為

牧羊人牧養他的百姓；也在他的關愛和牧養當中，神的兒女可以生活在安居樂

業的當中。弟兄姊妹，這當然也是當時以色列人期盼的生活環境。聖經說：地

的四極都要尊他的名為聖，凡有氣息的都要尊耶和華為聖。這是彌賽亞，這是

以色列的掌權者。 

 

彌賽亞的工作 

在這當中，我們有兩件事情需要好好的想一想。彌賽亞的來臨，帶來的是

聖潔、榮耀和威嚴；彌賽亞的來臨當然要除去一切的罪惡、敗壞和不信。所以

在面對以色列人真正的悖逆上帝的問題，上帝絕對不會善罷甘休，以致上帝把



祂自己的百姓交在外邦的手裡刑罰他們，為的是除去他們的不信和罪惡。上帝

多麼用心良苦，把祂的百姓交在外邦的手裡，要除去他們的不信和罪惡，這是

第一件事情我們需要深深思想。 

第二件事情在第四章第 10節，上帝的心意是要拯救祂的百姓，祂要使祂的

百姓能夠生活在安居樂業的當中，如同彌迦所說的。當然這樣的領袖、這樣的

彌賽亞掌權者和當時以色列的那些領袖有非常大的不同。當時的領袖，我一開

始就說：他們只圖自己的利益，而這位彌賽亞祂順服上帝、信靠上帝，祂因著

上帝的恩典，在以色列人當中成為一個好牧人，牧養上帝的兒女和百姓。這兩

件事情我覺得我們需要更深的放在心裡來思想。 

從主前八世紀，我剛剛說了以色列人所面對的光景，我們當然可以了解當

時的以色列百姓他們需要什麼。彌迦告訴我們，第 5節「他們需要和平」；彌迦

又在第 6節告訴我們「他們需要被拯救」，而這位彌賽亞、這位掌權者帶來的就

是和平、帶來的就是被拯救，他是一位以色列人所期待的真正的掌權者。 

第 5節讓我們看到，當亞述和巴比倫來攻擊以色列的時候，彌迦說：有七

個首領、八個牧者他們要被興起。你不要拘泥於那個數字，那個數字只是告訴

我們：當以色列人在面對外邦仇敵攻擊的時候，有許多的領袖在他們當中要被

興起，成為以色列人的祝福和幫助，拯救他們。 

亞述和巴比倫是上帝的工具，他們被上帝使用來刑罰以色列、猶大的百

姓，為的是使他們脫離不信和在罪惡的敗壞裡面，但是有一天上帝仍然會刑罰

亞述和巴比倫，因為他們按著本心，惡待上帝的兒女。 

 

希西家的信心 

當希西家王在面對西拿基立帶著大軍來圍攻耶路撒冷的時候，希西家王不

是招兵、不是買馬，不是建築更堅強的防禦工事，不是！希西家王更多的禱告

上帝。弟兄姊妹，我們會覺得這個人到底務不務實啊？他為什麼不趕快去想一

些辦法解決眼前的問題和危機呢？他為什麼只會在那裡禱告上帝呢？ 

我覺得神藉著希西家讓我們學習這樣的屬靈的功課，因為似乎其實就是在

面對我們習慣用我們的經驗、能力，用我們可以想到的任何的作法來解決我們

眼前的問題，這不是不重要，但是有的時候我們卻弄擰了那個屬靈的原則。 

希西家王帶著以色列的百姓專心迫切的向上帝禱告，感謝神，上帝大能的

膀臂出手，祂拯救了猶大和希西家王；上帝差派祂的使者一夜之間殺了、滅了

亞述大軍十八萬五千人。希西家堅持選擇他認為對的事情，即或在他無法解

決、無法面對亞述大軍的壓陣當中，他仍然向這位上帝禱告，而上帝替他解決

一切的危難，上帝的使者一夜之間滅掉亞述十八萬五千人。 

弟兄姊妹，這是希西家的信心，我求上帝也把這樣的信心賞賜給我。希西

家帶領百姓在信仰上的變革，你覺得有效嗎？你覺得有效。上帝也藉著希西家

讓我們看到專心仰望耶和華，弟兄姊妹，在凡事當中專心仰賴耶和華。上帝記

念祂的僕人，希西家在猶大國當中所帶來的信仰的改革、宗教的復興，上帝記

念他，以致上帝出手解救了猶大國的危難。這是主前八世紀。 

 



又一個黑暗時期 

弟兄姊妹，到 2000年前呢？當猶大國被後來的巴比倫滅掉了以後，把百姓

又擄到外邦，從那以後以色列就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將近六、七百年的

時間，上帝沒有在猶大和以色列人當中再興起任何的一位君王帶領以色列百

姓，從那以後就沒有了！ 

從巴比倫到瑪代波斯、到希臘，到主前 63年羅馬大將軍龐貝帶著羅馬軍攻

入耶路撒冷的時候，我覺得那是猶太人落入另外一個黑暗時期的開始。龐貝將

軍帶著羅馬的大軍進到耶路撒冷，龐貝做什麼？他殺掉那些服事的祭司，他進

入到聖殿裡面，他褻瀆聖殿、褻瀆上帝。 

弟兄姊妹，在耶穌降生以前，上帝把祂的百姓又放在另外一種看來一點盼

望、一點出路都沒有的時空當中。求神憐憫！從那時候開始，以色列也只能殷

切的來仰望、求告上帝。 

 

多頭馬車的信仰狀況 

可是當時以色列人的信仰如何？我們了解了耶穌出生前後的猶太人的信

仰，你會發現那是一個多頭馬車的信仰環境。有撒督該人掌握聖殿、祭司、政

治，他們掌握任何的在猶太當中你看來重要的事情。當猶太人被擄到外邦以

後，他們沒有辦法在聖殿當中施行禮儀來獻祭、除罪，會堂就因此而產生。 

他們沒有辦法施行禮儀、沒有辦法獻祭，而猶太人用什麼方式來取代呢？

用個人屬靈生命的敬虔來追求、用禱告來取代獻祭這件事情，我覺得這樣的改

變也奠定了後來教會在敬虔生活的追求和禱告這件事情看重的一個根基。 

在耶穌的時代常常面對的是法利賽人和文士對他的挑戰，法利賽人和文士

是當時猶太群體當中被非常看重的宗教領袖，他們對舊約聖經非常的熟悉。為

了幫助當時的猶太百姓能夠把神的話語很落實地活在生活當中，以致法利賽人

幫助這些猶太人在生活裡面按著律法設立了非常多的規條，而這些規條可以幫

助猶太人好好的、敬虔的活在上帝的面前。可惜的是這群法利賽人對舊約聖經

的理解是有錯誤的，以致耶穌說他們是瞎子領瞎子。 

弟兄姊妹，雖然猶太人外表上面你看到是對上帝非常敬虔的一群神的百

姓，但是在當時的宗教、信仰氛圍裡面，可以說是另外一個屬靈黑暗的時期，

我想在那個時候以色列人必定切切的仰望、等候這位彌賽亞的來臨。感謝神，

就在 2000多年前，這位真正的彌賽亞、這位掌權者來到我們當中。 

 

彌賽亞來了 

約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訴我們這位從太初就與神同在的道，祂就是神，祂參

與了世界的創造；祂裡面有生命、就是人的光，這個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

人。他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一 14）。凡接

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約一 12）。 

感謝上帝，彌賽亞來了！按著上帝的應許，彌賽亞來到這個世界、來到神

的百姓以色列人的當中。這個孩子被取名叫耶穌，意思是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



罪惡裡救出來。他從出生就面對許多的危險和攻擊，因為從東方來的幾個博士

看到了星，來到耶路撒冷詢問說：那生下來做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我們在東

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當時猶大地的王是希律，希律非常的不安、心裡非常的害怕。他就是王，

怎麼有一個孩子生出來也要做王？希律想要殺耶穌，他就問祭司長和文士：基

督當生在何處？祭司長和文士就告訴希律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

著，說：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

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的民」（太二 5─6）。 

 

彌賽亞是拯救者 

弟兄姊妹，耶穌來了，按著新約聖經福音書的啟示，他就是那一位彌賽

亞、他就是那一位彌迦所說的掌權者，他道成肉身、從神成為人，他來到地上

做王、掌權；他不單要做以色列人的王，更要做全人類的救主。 

他不單要解決以色列人的問題，他更要解決全人類內心最深處、最黑暗罪

的問題。他來，不是要扮演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政治上的領袖，他乃是用他的聖

潔、榮耀，藉著十字架捨身、流血的這樣的生命，光照你我生命最裡面的污穢

和罪惡。弟兄姊妹，祂是彌賽亞、祂是掌權者，他要把我們全人類最重要的問

題─被罪綑綁、轄制的問題，徹底的給拯救出來。 

 

一位姊妹的見證 

弟兄姊妹，我剛剛說：如果你我面對像希西家同樣的問題，我們到底用什

麼樣子的態度來面對？甚或我要說弟兄姊妹，我們今天已經病重得要死，你可

能心裡明白上帝存留我們在這個世上沒有一兩天、兩三天的時間，你要怎麼面

對你的生命、你的信心、你信靠的上帝？這是非常真實的一件事情。 

禮拜二我們雅斤團契有一位非常愛主、愛教會、愛弟兄姊妹的姊妹安息，

很快地禮拜五我們在這裡就舉行了追思禮拜。在八月底的時候我到醫院去看

她，她其實身體已經非常、非常的差，她前前後後在醫院住了五個月的時間。

我跟她的家人說：過去我看到弟兄姊妹身體不好、住院，從來沒有一個像你母

親這樣住醫院住了五個月，從進醫院就沒有出來。 

八月二十九日我在病床邊跟她談話，本來想鼓勵她對上帝要有信心。我問

她說：你還記得約翰福音三章 16節嗎？我本來是想透過這節聖經使她可以堅固

自己、得著安慰，也把她家人信主的這件事情可以全然的交託、仰望上帝。我

就問她：你還記得約翰福音三章 16節？這位姐妹就安靜了一會兒，她坐在床

邊，然後她就背出了一段經文。我非常訝異！她在床邊背說「我們在天上的

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太六 9-10） 

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你在這個地上還有一天、兩天、三天的生命，如果

我問你：哪一段經文對你來說最重要？你會背哪一段？而這個姊妹在床邊，她

居然背出了主禱文，她不再說：求上帝醫治我，求上帝幫助我，求上帝憐憫

我，求上帝再給我像希西家的禱告─十五年的壽命。不是！她仍然選擇在信心



上面她該做的一件事情，我覺得那也是我們在屬靈當中最寶貴的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不管你處在任何的光景裡，我覺得希西家、我覺得我們這位姊

妹都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寶貴的屬靈功課─單單仰望上帝、單單仰望這位彌賽

亞。即使你在世上可能時間不多，這位姊妹仍然能夠坐在床邊，背出這段經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 9-10） 

我知道這位姊妹是有彌賽亞同在的人，我知道這位姊妹是有彌賽亞生命在

她裡面的人，我知道這位姊妹是因為生命裡面有了這位彌賽亞、這位耶穌基

督，她是豐富、滿足的，這一生即或她可能立刻要被上帝接回天家、她要安息

了，但是她心中掛念的是上帝的榮耀、掛念的是「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與彌賽亞建立關係 

弟兄姊妹，如果我們今天從彌迦的信息、從新約的信息來看，我覺得我們

還要從這位彌賽亞到底在你我生命裡面的關係，祂帶來的影響、祂帶來的幫

助、祂帶來的改變、祂帶來的平安、祂帶來的拯救到底是什麼，那只有你我、

我們自己知道，而這也是上帝最看重的。 

有的人擁有一切，唯獨他不要這位彌賽亞，但是有一天我們可能連生命都

會失去，但是感謝上帝，我們有了這位掌權者、我們有這位彌賽亞掌權者，祂

賜給我們的是生命、是永遠的生命；祂是我們真正的好牧人，祂是教會的好牧

人。 

祂也非常樂意成為這個世代所有人的好牧人，祂要把真正屬天的平安、把

我們從罪惡當中被轄制的那個苦境當中，給拯救、釋放出來。我們都需要這位

好牧人！願上帝恩待我們、恩待祂的教會，也藉著教會繼續的去傳揚這位好牧

人所賜給我們的福音恩典。感謝上帝！ 

 

禱告 

    天父謝謝祢！有了這位祢所應許並且賞賜給我們的彌賽亞──主耶穌基

督，我們的生命在祢裡面就全然被更新、改變。固然我們有的時候有許多的軟

弱、面對許多的艱難，但是求祢幫助我們做對的事情。我們謝謝祢！求祢恩

待、也保守祢的教會。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