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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知書讀經班 #6 

約拿書1-4章，彌迦書1-4章 

 

 

 
2012.2.19  王文堂牧師 



•觀念： 

• 上主日學乃是學習神的話語，認真的程度，不  應當
低於對學業或專業上的學習。 

•課程要求： 

1. 每次上課之前必須完成讀經進度（每週七章）。 

2. 每次上課不遲到，不早退，缺課不超過二次。 

3. 每次上課接受隨堂測驗（這是為了測驗自己讀經的程
度，考試時不看聖經，並登記成績）。 

•祝福： 

• 願神祝福你讀經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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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度 

週 日期 上課內容 

１ 1/8 十二小先知書導論 

２ 1/15 何西阿書（二之一）：1-7章 

  1/22 張懋中教授專題講座：我是誰？神是誰？神關

我的事嗎？（適合慕道友或基督徒，請邀友參

加！） 

３ 1/29 何西阿書（二之二）：8-14章 

４ 2/5 約珥書1-3章，阿摩司書（二之一）1-4章 

５ 2/12 阿摩司書（二之二）5-9章，俄巴底亞書1章，

約拿書1章 

６ 2/19 約拿書2-4章，彌迦書（二之一）1-4章 



今日課程內容 

一、小先知書的金句 

二、約拿書 1-4章 

三、彌迦書 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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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先知書的金句 



背誦金句十二節 

•說明： 

• 課程要求：在課程結束時，你必須能夠背誦十二節小先
知書的經文。 

• 金句的選擇：本課程為你選擇了十五節金句，你可以從
中挑選十二節來背誦。你也可以自己選擇幾節喜愛的經
文（必須出自小先知書），配合本課程所選的經文，總
共十二節。 

• 金句的分配：阿摩司書三句，何西阿書二句，哈巴谷書
二句，俄巴底亞書沒有，其它每本書各一句，總共十五
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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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知書的金句 

1. 你是我的民，何西阿書2:23 

• 素不蒙憐憫的，我必憐憫；本非我民的，我必對他說：
你是我的民；他必說：你是我的神。 

2. 務要認識耶和華，何西阿書6:3 

•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晨
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  

3. 你們要撕裂心腸，約珥書2:13 

• 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
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
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  

2/19/12 Warren Wang 



4. 同心同行，阿摩司書3:3 

•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  

5. 公義滔滔，阿摩司書5:24 

•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6. 耶和華的話，阿摩司書8:11b 

•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7. 救恩出於耶和華，約拿書2:9 

• 但我必用感謝的聲音獻祭與你。我所許的願，我必償還。
救恩出於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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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神所要的是什麼呢？彌迦書6:8 

•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
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
行。 

9. 耶和華本為善，那鴻書 1:7 

• 耶和華本為善，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障，並且認得那
些投靠他的人。  

10. 義人因信得生，哈巴谷書2:4 

•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因信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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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哈巴谷書3:17-19a 

•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
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
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12. 默然愛你，西番雅書3:17 

• 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間
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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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當剛強，哈該書2:4 

• 耶和華說：所羅巴伯啊，雖然如此，你當剛強！約撒答
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啊，你也當剛強！這地的百姓，你
們都當剛強做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 

14. 倚靠神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4:6 

•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
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15. 當納的十分之一，瑪拉基書3:10 

•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
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
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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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約拿書 1-4 章 



約拿書 

• 主題: 救恩岀於耶和華 

• 對象: 亞述（尼尼微人） 

• 內容：一位先知受教育的故事 

• 時間: 耶羅波安二世時期, 主前760左右 

• 大綱: 

1. 約拿逃避使命, 1-2章 

2. 約拿接受使命, 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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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書：一位先知受教育的故事 

•約拿書不是一條大魚的故事 

• 許多人常將約拿書當作一個 Fish Story（誇大的故事），
其實約拿書的主角不是大魚，而是約拿。這是一個關於
發生於約拿與神之間的故事。 

•約拿書不是約拿所說的信息 

• 所有的先知書都是在講「先知的信息」，只有約拿書是
講「先知自己」，而不是講先知的信息， 

•約拿書是神教育約拿的經過 

• 約拿書的內容，是「神教育約拿的經過」。從先知逃跑
開始，到神藉著蓖麻和他講道理為止，神藉著各種情況
來教育約拿，目的是要使他認識神。 

2/19/12 Warren Wang 



     亞述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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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當人違背神的旨意時 

•逃跑的先知 

• 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說：「你起來往尼
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
面前。」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 （拿
1:1-3a） 

• 不肯順服神：先知都是順服神的，除了約拿以外。神叫
約拿去尼尼微「呼喊」（傳道），約拿不肯，就起身逃
往他施。約拿在以色列，尼尼微在以色列的東北方，他
施在遙遠的西方（現代的西班牙）。神叫他往東，他偏
偏往西。你是否和約拿一樣，有時也會不順服神？當一
個人違背神的旨意時，會有什麼樣的特徵？我們來看看
約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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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神的認識變得模糊 
•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下到約帕，遇見
一隻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給了船價，上了船，要與船
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拿1:3） 

• 約拿是先知：先知是認識神的人，約拿曾經預言耶羅波
安二世將收復失土（王下14:25），後來事情果然成就了。
約拿必定知道神是無所不在的，他應當讀過大衛的詩篇：
「我往那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那裡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
裡。」（詩139:7-8） 

• 先知做糊塗事：你到哪裡去躲避一位無所不在的神？可
是，當約拿違背神的旨意時，他卻想要「逃往他施去躲
避耶和華」。我見過一些基督徒，在違背神旨意的時候，
他們對神的認識就變得模糊。有婚外情的，就說聖經人
物中有許多都是多妻，神並未禁止婚外情。有用不正當
方法賺錢的，就說神的意思是要我們凡事興旺，藉著財
富來榮耀他。他們如同牆頭草，隨風搖擺，按照自己的
不順服來改變對神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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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神的管教感覺遲鈍 

• 然而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海就狂風大作，甚至船幾乎
破壞。水手便懼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他們將船上的
貨物拋在海中，為要使船輕些。約拿已下到底艙，躺臥
沉睡。 （拿1:4-5） 

• 約拿沉睡了：海上狂風大作，這場大風是神的管教，是
「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當時人人都在努力求生，只
有約拿在底艙沉睡。違背神旨意的人時常對神的管教遲
鈍，當別人都察覺的時候，他卻仍在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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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不信主的人面前黯然失色 

• 他對他們說：「你們將我抬起來，拋在海中，海就平靜
了；我知道你們遭這大風是因我的緣故。」然而那些人
竭力盪槳，要把船攏岸，卻是不能，因為海浪越發向他
們翻騰。（拿1:12-13） 

• 他們卻竭力盪槳：約拿說只要把他拋在海中，海就會平
靜。當時正值狂風大浪的生死關頭，拋個人入海實在不
算甚麼。然而，那些人並沒有立刻將約拿拋入海中。他
們「竭力盪槳」，想要盡力而為，發揮了可敬佩的人道
精神。在這些人面前，約拿顯得黯然失色。當基督徒不
順服神時，有許多不信主的人都表現得比他們更為出色，
使他們失去了信徒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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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悔改帶來拯救（個人篇） 

•魚腹中的祈禱 

• 約拿在魚腹中禱告耶和華他的神，說：我遭遇患難求告
耶和華，你就應允我…我心在我裡面發昏的時候，我就想
念耶和華。我的禱告進入你的聖殿，達到你的面前…救恩
出於耶和華。（拿2:1-9） 

• 悔改的時機：約拿在魚腹中三日三夜，那時他呼求神。
原先他躲避神，現在他歸向神。甚麼時候是悔改的最佳
時機？第一是自我覺醒的時候，第二是神管教的時候。
一犯錯就覺醒，在神管教你之前就自己回頭，那是最佳
時機。其次，在神的管教中悔改，像約拿那樣，雖然不
算太晚，但卻要受到管教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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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神管教而悔改並不丟臉，被神管教而仍不悔改就很愚
蠢了。約拿雖不順服，但是他並不笨。 

• 悔改的結果：約拿歸向神，神就拯救他，吩咐大魚將他
吐在旱地上（拿2:10），並且恢復了他先知的職份，給他
第二次機會（拿3:1）。慈悲憐憫的父神，每當我們悔改，
他總是赦免，總是再給我們機會。 

• 悔改的行動：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你起來！
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話。」
約拿便照耶和華的話起來，往尼尼微去。（拿3:1-3）當
神的話第一次臨到約拿，約拿不肯去。當神的話第二次
臨到約拿，他就照著去了。神兩次的話並沒有不同，不
同的是約拿的行動：他悔改之後，就照著神的話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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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違背神旨意的事神都會阻擋，對嗎？ 

• 忽略了內在的攔阻：有些基督徒有以下的看法：「我若
無法確定一件事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可以儘管去做。若
這件事合乎神的旨意，事情就會順利；若這件事不合乎
神的旨意，神就會攔阻。因為當約拿違背神旨意的時候，
神就差派大浪、大魚去攔阻他。」這樣的觀點是錯誤的，
因為他們將神的攔阻局限於「外在的攔阻」，但卻忽略
了「內在的攔阻」。 

• 使聖靈擔憂：當信徒去做一件違背神旨意的事情，首先
遇到的是內在的攔阻，也就是聖靈的聲音，告訴你這件
事不可做。當你「使聖靈擔憂」，執意要去做的時候，
神未必會派「大浪、大魚」來攔阻你。你可能會一帆風
順，內心不安的感覺會逐漸降低，但是最後一定會有不
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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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特例當作通則：約拿的故事是個特例，而不是通則。若
是通則神會直言，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若
只是個人的遭遇，如約拿遇到大魚，那就是特例。以「有
沒有遇到外在的攔阻」來決定一件事是否合乎神的旨意，
乃是將特例當作了通則，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 

• 不要撤除防線：在現實的生活中，許多基督徒為了滿足自
己的私慾而去犯罪，在犯罪的過程中盼望神會攔阻他，結
果神並未攔阻。等他嚐到了罪的苦果，那時反倒埋怨神為
何不攔阻他。其實神有攔阻他，內在的攔阻。聖靈會告訴
神的兒女不要犯罪，可是他不聽，最後出了事，那時卻以
沒有遇到外在的攔阻來責怪神。弟兄姊妹，聖靈是我們最
主要的防線，你若撤除這道防線，就不要怪神為何沒有替
你抵擋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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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悔改帶來拯救（團體篇） 

• 發自內心的悔改 

•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
麻衣。這信息傳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寶座，脫
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各人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
丟棄手中的強暴。或者神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使我們
不至滅亡，也未可知。（拿3:5-9） 

• 團體也需要悔改：尼尼微人聽到了神的信息，上至國王，
下至庶民，全國一起向神悔改（甚至連牲畜也象徵性地
披上了麻布，拿3:8）。這次大規模的悔改讓我們看到悔
改不只是個人的事，也是家庭、教會、甚至國家的事。
身為基督徒除了自己做錯事要悔改，也要和家人守望家
庭，和弟兄姊妹守望教會，使團體也行在神的旨意中。
並要時常為國家、為那些在上執政的人祈禱。 
 

2/19/12 Warren Wang 



•神後悔了？ 
• 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
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拿3:10） 

• 神既然是全知的，他怎麼會「後悔」？在神學上，我們
強調神的全知性（omniscience）。人會後悔，是因為人
不能知道事情以後的發展。神既然是全知的，他就知道
事情以後的發展，所以他就不會做後悔的事。約拿書說
神見到尼尼微人悔改了，於是就「後悔」，不將所說的
災禍降與他們。於是有人就說，你看，神並不是全知的，
他也會後悔。如何解答這個問題呢？ 

• 從Ａ計劃到Ｂ計劃：其實很簡單，聖經所說的耶和華
「後悔」，其實就是「改變計劃」。神從一開始就有兩
個計劃，Ａ計劃和Ｂ計劃。Plan A: 若尼尼微人不悔改就
施行審判。Plan B: 若尼尼微人悔改就施行赦免。現在尼
尼微人悔改了，神就從Ａ計劃移到Ｂ計劃，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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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神的定旨先見：神事先知道尼尼微人會悔改嗎？當然
知道！那麼神還要約拿去傳道，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
傾覆了」嗎？當然要說，不說怎麼會有人悔改？那麼尼尼
微人悔改之後，神還要傾覆尼尼微嗎？當然不傾覆，悔改
之後就赦免了！這樣說來，神「後悔」了嗎？當然不是你
所說的那種「後悔」。聖經用「後悔」這兩個字，是受到
人類語言的限制。其實Ａ計劃和Ｂ計劃都是神的定旨先見，
根據人類是否悔改，不同的反應帶來不同的結果，如此而
已。 

• 「預言」可以練習嗎？有那些提倡「說預言」的人，因為
許多「預言」都不準確，就說，你看，約拿說再過四十日
尼尼微就要傾覆，結果尼尼微並沒有傾覆。連約拿說預言
都說不準，何況我們？大家都有進步的空間，相信約拿經
過練習，以後說預言就比較準確了，所以我們也要多加練
習，以後就會越說越準。這樣說對嗎？你替我回答吧！我
聽完這種「道理」，已經說不出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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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因為不認識神而鬧情緒 

•約拿的情緒變化： 
• 第一次情緒反應：發怒 

• 事件：耶和華不把所說的災降給尼尼微人。 

• 反應：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拿4:1） 

• 第二次情緒反應：喜樂 

• 事件：耶和華安排一棵蓖麻給約拿遮陰。 

• 反應：約拿因這棵蓖麻大大喜樂。（拿4:6b） 

• 第三次情緒反應：發怒 

• 事件：耶和華安排一隻蟲子咬死蓖麻，又安排炎熱的
東風，並使日頭曝曬約拿。 

• 反應：約拿就為自己求死，說，我死了比活著還好。
神對約拿說：你因這棵蓖麻發怒，合乎理麼？（拿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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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認識神嗎？ 

A. 約拿認識神 

1) 認識神的宣告一：他說：「我是希伯來人，我敬畏耶
和華那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拿1:9） 

2) 認識神的宣告二：救恩出於耶和華。（拿2:9b） 

3) 認識神的宣告三：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
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
（拿4:2） 

• 正確的宣告：在約拿書中，約拿曾經有過三次「認識神
的宣告」。第一次，他說耶和華是創造之神。第二次，
他說耶和華是救贖之神。第三次，他說耶和華是有恩典，
有憐憫的神。根據他這三次的宣告，我們可以說約拿認
識神，因為他將神最重要的屬性都說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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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約拿不認識神 

1) 約拿不知道神是無法躲避的：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
去躲避耶和華。（拿1:3a） 

2) 約拿不知道神也愛尼尼微人：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
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
我豈能不愛惜呢？（拿4:11） 

3) 約拿不知道神很在乎他：神有許多僕人，約拿不肯做，
神可以找別人來做，然而神卻為了挽回約拿而做了四
個安排：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拿1:17）。耶和華神安
排一棵蓖麻（拿4:6）。神卻安排一條蟲子（拿4:7）。
神安排炎熱的東風（拿4:8）。 

• 知與行的差距：約拿在頭腦的知識上認識神，在實際的
行為上不認識神。因此我們可以說，約拿其實並不認識
神。因為不認識神，所以他才鬧情緒，鬧到一個地步甚
至兩次求死（拿4:3,8）。我們是否比約拿好呢？我們對
神的認識，在頭腦的知識和實際的行為之間，是否和約
拿一樣是有差距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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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安排了一條大魚 

• 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 
2. 他安排了一顆蓖麻 

• 耶和華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發生高過約拿，影兒遮蓋他的頭，救他脫
離苦楚；約拿因這棵蓖麻大大喜樂。 

3. 他安排了一條蟲子 

• 次日黎明，神卻安排一條蟲子咬這蓖麻，以致枯槁。 
4. 他安排了炎熱的東風 

• 日頭出來的時候，神安排炎熱的東風，日頭曝曬約拿的
頭，使他發昏，他就為自己求死，說：「我死了比活著
還好！」 

• 這一切，是為了安排一個講理的機會，使約拿認識神 

• 神對約拿說：「你因這棵蓖麻發怒合乎理嗎？」他說：
「我發怒以至於死，都合乎理！」 

Warren Wang  11/2/08 

神為了教育約拿而做的四個安排 



約拿書的信息 
1. 神愛世人 

• 約拿書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神愛世人」。救恩出於耶和
華，這救恩不但臨到以色列人，也臨到外邦人，甚至連
兇殘的尼尼微人神都愛惜他們（拿4:11）。曾經有基督徒
對我說：在舊約裡，神只愛以色列人，神從來不愛外邦
人。我對他說，那你怎麼解釋約拿書呢？神叫約拿去尼
尼微傳道，尼尼微人一悔改，神就赦免他們，神不愛他
們嗎？這正如耶穌復活之後對門徒說：「人要奉他的名
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路
24:47）。從一開始，神所愛的對象就是萬族萬邦。神揀
選亞伯拉罕，不只是為了要祝福他一家人，而是要使
「地上的萬族都因你得福」（創12:3）選民只是神賜福的
工具，神要藉著他們使萬民都歸向神。約拿不瞭解神為
何要赦免尼尼微人，你呢？神若要你去傳福音給你所恨
惡的人，你願意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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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要人悔改 
• 耶穌引用尼尼微人的故事：耶穌曾說：「當審判的時候，
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尼尼微人聽了約拿
所傳的就悔改了。看哪，在這裡有一人比約拿更大！」
（太12:41）悔改是約拿書主要的信息：神要尼尼微人悔
改，神也要約拿悔改。尼尼微人要離開罪、歸向神，約
拿要離開他的不順服而歸向神。耶穌比約拿更大，尼尼
微人聽了約拿而悔改，世人更要因耶穌而悔改歸向神。 

• 兩個浪子：在耶穌所說的「浪子回頭」的故事中，需要
悔改的浪子有兩個：一個是在外流蕩的小兒子，一個是
雖與父親同住，但卻忌恨自己兄弟的大兒子。約拿（以
色列人）是大兒子，尼尼微人（外邦人）是小兒子。已
經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大兒子，尚未信主的人是小兒子。
我們一面叫人悔改歸向神，一面自己卻因不順服而遠離
神，這樣可以嗎？神要人悔改，尼尼微人和約拿都悔改
了。約拿書以「無論何人，只要悔改就蒙赦免」的故事，
將「神愛世人」的道理具體地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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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約拿神蹟的終極實現：耶穌三日三夜之後從死裡
復活 

• 耶穌引用約拿的事蹟：曾有文士和法利賽人求耶穌顯個
神蹟給他們看，耶穌回答說：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
看神蹟，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
看。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
夜在地裡頭。」（太12:39-40） 耶穌告訴世人，如同當年
約拿於三日三夜之後從魚腹之中出來一樣，他也將於三
日三夜之後從死裡復活。 

• 耶穌是預表的實體：約拿的故事是一個虛構的 fish story
嗎？耶穌並不認為如此，他以約拿的經歷來說明復活的
真理。從新約的亮光來看，我們明白約拿的故事是一個
預表，耶穌基督才是這個預表的實體（終極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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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彌迦書 1-4 章 



彌迦書 

• 主題: 神的恩慈與嚴厲（選民的審判與復興） 

• 主要對象: 猶大 

• 時間: 主前700餘年，猶大王約坦、亞哈斯、希
西家在位的時候 

• 大綱：三次的「要聽！」 
1. 第一循環：萬民要聽！。萬民哪, 你們都要聽！（彌

1:2），1-2章 

2. 第二循環：官長要聽！。雅各的首領，以色列的官
長啊, 你們要聽！（彌3:1），3-5章 

3. 第三循環：百姓要聽！。以色列人哪, 當聽耶和華的
話！（彌6:1），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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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書的特色 

1. 彌迦書精確地預告了耶穌的出生地 
• 希律的問題：東方的博士來到耶路撒冷，尋找「那生下
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希律聽了感到不安，就問祭司長
和文士：「基督當生在何處？」他們回答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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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我以色列民。（太2:5-6） 

• 祭司長和文士所引用的經文出自於彌迦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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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5:2）  

• 彌迦精確的預告：在眾先知書中，只有彌迦書精確地預
告了耶穌基督的出生地就是伯利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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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彌迦書清楚告訴世人「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 
• 彌迦書的啟示：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
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
行。 （彌6:8） 

• 聖經中有兩節經文說明了「耶和華向你所要的是什麼？」本節
說明了神向「世人」所要的是什麼，另外一節說明了神向「以
色列」（神的百姓）所要的是什麼： 

• 申命記的啟示：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
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
事奉他，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要叫
你得福。（申10:12-13） 

• 神向世人（神所創造的，有神的屬性）所要的是他們能夠將神
公義、憐憫的屬性彰顯出來。神向以色列（神所救贖的，有神
的話語）所要的是他們能夠愛神，謹守遵行他的話語。基督徒
既是世人，也是神的百姓，所以應當將這兩段經文合在一起應
用：我們應當愛主，遵行他的話，以謙卑的心跟隨主，藉著我
們的生活將神的公義、憐憫彰顯於世人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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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彌迦書曾經救了先知耶利米一命 

• 歷史上的一幕：彌迦之後一百年左右，先知耶利米在耶
路撒冷的聖殿傳講信息，叫民眾速速認罪悔改，以免聖
殿被毀。祭司和民眾聽了極為惱怒，就將耶利米抓起來，
說：「你必要死！」（耶26:8）後來，有幾位國中的長老
起來，引用彌迦書說了一番話： 

• 當猶大王希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彌迦對猶大眾人預
言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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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
王希西家和猶大眾人豈是把他治死呢？希西家豈不是敬
畏耶和華、懇求他的恩嗎？耶和華就後悔，不把自己所
說的災禍降與他們。若治死這人，我們就作了大惡，自
害己命。（耶26:18-19） 

• 長老們這一番話，以及後來亞希甘的保護，救了先知耶
利米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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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無法醫治的傷痕 

• 當神走出他的聖殿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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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的罪過在那裡呢？豈不
是在撒瑪利亞嗎？猶大的邱壇在那裡呢？豈不是在耶路撒冷嗎？ 
（彌1:2-5） 

• 聖顯：彌迦書一開始就讓我們看到了「神走出聖殿」的景象。這是
所謂的聖顯 (theophany)，神降臨人間。只不過，神這次的降臨不是
為了施恩，乃是為了審判。審判的原因是以色列人犯了罪，犯罪的
證據在撒瑪利亞（北國首都）和耶路撒冷（南國首都）。當神來臨
時，大地無法承受神的聖潔與威嚴，於是「眾山消化，諸谷崩裂」。
彌迦給我們看到了神威嚴的一面，然而感謝耶穌基督，大地都無法
承受與神相見，耶穌卻給罪人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來10:20），
使我們可以來到施恩的寶座前（來4:16），與聖潔的神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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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瑪利亞的傷痕無法醫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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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1:8-9） 

• 病入膏肓，亡國在即：撒瑪利亞遠離真神，無論神警告
了他們多少次，他們都不肯悔改（參考阿摩司書4:6-11，
五次的「你們仍不歸向我」）。彌迦宣布神對北國以色
列的審判（彌1:6-7），這個亡國的審判，使得彌迦心痛
無比，大聲哀號（彌1:8）。果然，照著神所說的，到了
722B.C.，以色列為亞述所滅（王下17:5-18） 

• 病情延及猶大：在南邊的猶大也好不了多少。他們雖不
像北國那樣病入膏肓，以至於神還沒有把他們滅亡，但
也算是一個重病患者。彌迦書從第二章開始，主要是講
猶大所犯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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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臨十二城 

• 不要在(1)迦特報告這事…我在(2)伯亞弗拉滾於灰塵之
中…(3)沙斐的居民哪，你們要赤身蒙羞過去。(4)撒南的
居民不敢出來。(5)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們無處可站。(6)
瑪律的居民心甚憂急…因為災禍從耶和華那裡臨到(7)耶路
撒冷的城門。(8)拉吉的居民哪，要用快馬套車…猶大啊，
你要將禮物送給(9)摩利設迦特。(12)亞革悉的眾族必用詭
詐待以色列諸王。(11)瑪利沙的居民哪，我必使那奪取你
的來到你這裡；以色列的尊貴人必到(12)亞杜蘭。（彌
1:10-15）  

• 十二城：災禍將從耶和華那裏臨到耶路撒冷（彌1:12），
沿路上，神也審判了其他十一個城市。彌迦書一開始說：
萬民哪，你們要聽！所以這十二個城市之中，有以色列
的城市，也有外邦人的城市（如非利士人的迦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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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深印象的諧音字：這段經文用了許多諧音字（希伯來文
的 word play），如：伯亞弗拉的意思是「灰塵之家」，
他們將會「滾於灰塵之中」。撒南的意思是「出兵」，他
們將會「不敢出來」。伯以薛是「站在旁邊」，他們將會
「無處可站」。馬利沙是「奪取者」，神將使「那奪取你
的來到你這裡」…。這許多的諧音字，使當時的聽眾印象深
刻。 

• 預言的應驗：亞述王西拿基立於701 B.C.向耶路撒冷發兵，
一路攻城掠地，包括彌迦所說的那些城市。他從拉吉差遣
大將拉伯沙基率軍往耶路撒冷去，將城圍困。拉伯沙基發
狂言說：「列國的神，有哪一國救他本國脫離亞述王的手
呢？…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麼？」（賽
36:1-20）那一次，希西家王信靠神，神差遣使者拯救了耶
路撒冷（賽37:36）。然而彌迦所預言的災禍，都在那次亞
述的軍事行動中臨到了所說的十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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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病況分析 

• 生活上的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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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耶和華如此說：我籌劃災禍
降與這族；這禍在你們的頸項上不能解脫。（彌2:1-3） 

• 貪圖田地，霸佔房屋：那些人「在床上圖謀罪孽」，「因手有
能力就行出來了」（記得那個回答嗎？為什麼犯罪？Because I 
can.）這些人所喜歡的是不動產：「他們貪圖田地就佔據，貪
圖房屋便奪取」。當初北國的惡王亞哈，惡后耶洗別，因為貪
圖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園，就設計將他害死（王上21:1-14）。
南國猶大那些有錢有勢的人，也做同樣的事。 

• 人的圖謀與神的籌劃：惡人「在床上圖謀罪孽」，耶和華卻
「籌劃災禍降與這族」。人的圖謀不如神的籌劃，到那日，神
會將這些人的產業「轉歸別人」（彌2:4），使他們成為「沒
有人拈鬮拉準繩」（分配不到土地，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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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上的病 
• 他們（假先知）說：你們不可說預言；不可向這些人說預言，
不住地羞辱我們… 

• 若有人心存虛假，用謊言說：我要向你們預言，（你們必）得
清酒和濃酒，那人就必作這民的先知。（彌6，11） 

• 假先知當道：當時假先知當道，像彌迦這樣的真先知出現，他
們就說：「你們不可說預言…」，和亞瑪謝對待阿摩司的情況
如出一轍。假先知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人民喜歡聽假話：
「若有人心存虛假，用謊言說…（你們必）得清酒和濃酒，那
人就必作這民的先知。」如果有人說謊言，告訴百姓他們將會
有好收成，會得清酒和濃酒，那人就「必做這民的先知」。 

• 因果關係：有甚麼樣的國民，就有甚麼樣的先知。以色列人在
信仰上生病了，他們「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
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提後4:3b-
4）同樣的，會眾與傳道人之間也是互動的：有甚麼樣的會眾，
就有甚麼樣的傳道人。會眾渴慕真道，就有真先知出現。會眾
愛聽謊言，就有假先知出現。會眾是否能聽神話語，是會眾靈
命的溫度計，測量一下就知道是否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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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對餘民的恩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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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圈）的羊，又如草場上的羊
群，因為人數眾多就必大大喧嘩。（彌2:12） 

• 餘民的復興：讀先知書，不可不知道甚麼是「餘民
remnant」，這是許多先知書都提到的。餘民就是以色列
人亡國之後，那些從被擄之地歸回故土的人們。大部分
的以色列人都在神的審判中死了，然而神為以色列留下
了餘數，並且恩待這些剩下的人，使他們重建家園，得
以復興。許多先知書中都講到了以後的復興，彌迦書的
三個段落（1-2章，3-5章，6-7章），每一個段落都已復
興做結束。 

• 餘民在新約：羅馬書以「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
（羅9:27-29）來說明所有信耶穌得救的人，無論是猶太
人或外邦人，才是真正的餘民。先知書所預言的「餘民
的復興」，最後是實現在我們這些信主得救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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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敗壞的領袖 

• 敗壞的官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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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3:1-3） 

• 魚肉鄉里：神要他的子民「惡惡好善」（摩5:15），可是那些
當官的卻「惡善好惡」（彌3:2），反神之道而行。他們將神
的託付（牧養神的子民，古時官為民牧，參考以西結書34:1-
10），當作肥己的機會，以百姓為魚肉，滿足自己的私慾。 

• 神必審判：做惡事是有後果的，必將面對神的審判：「到了遭
災的時候，這些人必哀求耶和華，他卻不應允他們。那時他必
照他們所行的惡事向他們掩面。」（彌3:4）有些人不信神不
是理智上的因素，而是心理上的因素：若相信有神存在，就不
能做壞事了，因為神會審判人的。因此之故，他選擇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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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壞的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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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3:5） 

• 「平安派」先知：當時的先知很敗壞，他們「我民走差
路」，報喜不報憂，將神的百姓帶入歧途。他們的特點
是只要有人給他們吃的，他們就呼喊「平安了！」若有
人不供給他們，他們就攻擊這人。假先知的特徵就是為
利奔走，說人喜歡聽的。你若遇到「平安派先知」（在
繁榮福音盛行的現代，這派的先知很多），最好小心一
點，免得走差了路。 

• 神必審判：和那些敗壞的官長一樣，神也會審判這些敗
壞的先知：「你們必遭遇黑夜…先見必抱愧，占卜的必
蒙羞，都必摀著嘴唇，因為神不應允他們」(彌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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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淤泥而不染： 
• 至於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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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至於我：聖經中有兩句出名的「至於我」，一句是約書
亞所說的：「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書24:15），另外一句就是彌迦所說的（彌3:8）。兩句
「至於我」都表達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約書亞
對以色列人說，無論你們選擇事奉甚麼神，我和我家都
會事奉耶和華。彌迦對以色列人說，雖然有這麼多假先
知說假話，我卻要藉著耶和華的靈說真話。 

• 你是甚麼樣的人？你是一個同流合污的人，還是一個
「至於我」的人？雖然大家都這樣，雖然周圍的人都這
麼做，然而，至於我，我卻要藉著耶和華，滿有力量、
公平、才能，使世人因我的好行為將榮耀歸與天父（太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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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末日的復興 

• 萬民都要流歸這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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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4:1-4） 

• 復興的篇章：彌迦書第四章非常特殊，整章都在預言復興。復
興的時候是「末後的日子」，復興的現象是「萬民都要流歸耶
和華的山」。這段經文說「許多國的民」，完全超越了猶太人
狹窄的民族主義。最能夠符合這段經文的，是萬國萬民只要信
耶穌，就都可以得救。耶穌要他的門徒將福音「從耶路撒冷起
直傳道萬邦」（路24:47）。將來在天上，有從「各國、各族、
各民、各方」的人（啟7:9）敬拜神，那才是預言的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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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en Wang  11/2/08 

將刀打成犁頭 
聯合國牆上的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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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4:3=賽2:4） 



•人人坐在自己的無花果樹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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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4:4） 

• 坐在無花果樹下：先知彌迦和先知撒迦利亞（亞3:10）都
說到一個「坐在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的日子，那是
一個神掌權，以色列得復興的日子。後來，對那些盼望
以色列復興的人而言，「坐在無花果樹之下」就代表以
色列的復興。 

• 耶穌看到拿但業：當耶穌見到了拿但業，對他說：「你
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了」（約1:48）。耶穌看見
了什麼？耶穌真的看見拿但業坐在無花果樹之下？還是
耶穌看穿了拿但業的心事：拿但業正在盼望著以色列的
復興？我們不知道卻實的答案，惟一知道是，拿但業原
來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麼？」，一聽耶穌這麼回
答，立刻就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
王！」（約1: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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