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靈神學院 舊約概論-小先知書 梁家聲教授編 www.usacms.org 1 

舊約概論-小先知書 第六堂、彌迦書 

一、著者和時地： 

彌 1:1 當猶大王約坦、亞哈斯、希西家在位的時候、摩利沙人彌迦得耶和華的默示、論撒

瑪利亞和耶路撒冷。 

1. 「彌迦」(「米該雅」的簡稱)名字的意義是「有誰能像耶和華」，這就是先知彌迦的見證。

他在本書中一再指出神的聖潔、公義、慈愛和憐憫超越一切，無可相比；所以在本書結束時，

他說，「神阿，有何神像你…。」（七 18）。 

2. 根據本書一章一節，我們可以推測先知彌迦作工的時間約有四十年，自主前七五○年起，

至主前七一○年止。 

3. 第一位同時為南、北國作先知者。先知作工的地點是在猶大(摩沙利是在耶路撒冷西南部

的一個鄉村)，可是他說預言的主要對象還是以色列，所以他在一章一節中明說，他得的默

示論撒瑪利亞，然後也論耶路撒冷。他與以賽亞為同期的南國先知，以賽亞乃尊貴的皇族，

可自由進出王宮，彌迦為平民，但二人信息內容十分類似（指主題上），都說到神對猶大和

以色列的審判、彌賽亞的來到、神的百姓將來的恢復和國度的建立。。  

二、寫作背景： 

(一) 政治上：在猶大王約坦的晚期，亞哈斯的全期，希西家的早期，那個時候北方以色列極

為混亂，政治、道德上極為墮落，國勢垂危，不依靠神，卻求助於埃及、亞述。 

(二) 宗教上：那時以色列王亞哈的女兒亞他利雅嫁給猶大王約蘭〈王下 8：18 節〉，在拜偶

像的事上得罪了神。彌迦作先知時，亞哈斯王把自己的長子經火〈王下 16：3 節〉，又派人

到大馬色去，將大馬色的壇築在耶和華壇的地方〈王下 16：10-13 節〉，占奪了神的地位，

所以本書的 6：7 節是針對亞哈斯的惡行說的。 

(三) 百姓的情形：貴胃剝削窮人，審判官受賄賂，富人貪圖貧困孤寡的小利。先知的話說明

當時的社會與宗教狀況實在無可救藥；“不要倚賴鄰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

要向你懷中的妻提說。因為，兒子藐視父親；女兒抗拒母親；媳婦抗拒婆婆；人的仇敵就是

自己家裏的人。”（彌 7:5-6） 

三、寫作目的： 

先知彌迦靠著聖靈的能力（3：8），向罪惡大聲疾呼，嚴厲斥責，呼民聽審，宣告神的災禍

快臨，也預言神日後的祝福。 

(1) 指責百姓的罪過及將臨之刑罰； 

(2) 勸勉其悔改歸正，離惡從善； 

(3) 應許救主的來臨與未來之復興。 

四、體裁與重要性： 

(一) 本書的體裁：本書文字非常優美，是一卷東方的古詩，裡面的詩句是非常簡潔、文雅、

穩靜，到處充滿了詩的美麗和精緻。  

(二) 本書的信息在聖經中被引用： 

(1) 國中長老引用，救了耶利米先知的命 

耶 26：18 當猶大王希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彌迦對猶大眾人豫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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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中文士考據主耶穌誕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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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5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6 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

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

以色列民。』 

(3) 耶穌自己在差遣十二門徒時借用勸勉他們 

太 10:35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36 人的仇敵、

就是自己家裏的人。（彌 7:5-6） 

(三) 本書主要預言： 

(1) 預言北國的陷落 (1：6)  

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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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預言猶大將被入侵 (1：9)  

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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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預言耶路撒冷的陷落與聖殿的被毀 (3：12)  

彌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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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預言將被擄至巴比倫 (4：10)  

彌 4:10錫安的民哪、〔原文作女子〕你要疼痛劬勞彷彿產難的婦人‧因為你必從城裏出來、

住在田野、到巴比倫去‧在那裏要蒙解救、在那裏耶和華必救贖你脫離仇敵的手。 

(5) 預言被擄歸回與未來的平靖與尊榮 (2：12-13，4：1-8，13，7：11，14-17)  

彌 2:12 雅各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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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 7:11 以色列阿、日子必到、你的牆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開展、12 當那日、人必

從亞述、從埃及的城邑、從埃及到大河、從這海到那海、從這山到那山、都歸到你

這裏。 

(6) 預言彌賽亞的降臨 (5：2-5)  

(四) 本書中關於彌賽亞的預言有四處： 

(1) 彌賽亞的降生地。（五 2） 

彌 5:2 伯利恆以法他阿、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在以色列

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2) 彌賽亞的工作。（二 12～13） 

彌 2:12 雅各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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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開路的在他們前面

上去‧他們直闖過城門、從城門出去‧他們的王在前面行、耶和華引導他們。 

(3) 彌賽亞的得勝。（五 3～9） 

彌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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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作他〕其餘的弟兄必歸到以色列人那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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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這位必作我們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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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彌賽亞的國。（四 1～5） 

彌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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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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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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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2:2-4） 

五、信息－「有何神像祢」 

彌迦的意義乃是：有誰能像耶和華。沒有一位像主耶和華。主耶和華是無可比擬的；神是獨

一無二的、神是與眾不同的。他說到：「神阿！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恕你產業

之餘民的罪過。」在墮落、荒涼的世代中，藉著先知責備與安慰的信息，勸民帶著榮耀的盼

望歸向信實、慈愛的 神並與 神同行。本書主要的信息是，神對祂的選民： 

(一) 因恨罪必須加以管教； 

(二) 因慈愛又必須予以寬恕和拯救； 

(三) 因所立的約又必須予以恢復和繁榮。 

六、鑰字和鑰節 

(一) 鑰字：  

(1)『罪』、『罪過』、『罪孽』：16 次，『惡』：10 次：是一個犯罪作惡的世代  

(2)『當聽』：是一個沒有人肯聽 神說話的世代  

(3)『爭辯』：是一個光責備不夠（人不肯認罪），還得爭辯的世代 

(二) 鑰節： 

彌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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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 6:2 山嶺和地永久的根基阿、要聽耶和華爭辯的話‧因為耶和華要與他的百姓爭辯、與

以色列爭論。 

彌 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彌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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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的仇敵

阿、不要向我誇耀‧我雖跌倒、卻要起來‧我雖坐在黑暗裏、耶和華卻作我的光。 

彌 7:18 神阿、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

恩‧19 必再憐憫我們、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20 你

必按古時起誓應許我們列祖的話、向雅各發誠實、向亞伯拉罕施慈愛。 

七、分段 

本書根據分章，可以分作三大段：主要由三篇信息組成，均以「當聽」為開始，而且每篇信

息又各分為三大段：責備，將臨之審判，復興的應許。 

(一) 第一篇信息 (1-2章)：神給萬民的信息→『關乎百姓』  

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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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是非的爭辯：神雖然高高在天，但祂從祂的居所出來，降臨步行地的高處，祂的聖眼遍

察全地，祂清清楚楚的看出各人的罪惡，使人無處躲避，就是黑暗也不能給他們藏身叫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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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他。雅各滿身是罪孽，猶大到處是邱壇，耶路撒冷成了偶像陳列所。以色列家荒淫無度，

放縱情慾，好像毫無廉恥的妓女，叫撒瑪利亞滿了無法醫治的傷痕，行將變為田野的亂堆，

荒蕪的廢墟。 

1. 論及選民的背道 (1:3-7;2:1-3,6-11)  

2. 神的審判→百姓必受辱與被擄 (1:8-16;2:4-5)  

3. 歸回的應許 (2:12-13)  

(二)第二篇信息 (3-5章)：神給首領們的信息→『關乎國度』  

彌 3:1 我說、雅各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阿、你們要聽‧你們不當知道公平麼。 

有關公平的爭辯：以色列家的領袖們全部是貪污枉法之輩，彌迦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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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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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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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滿口屬靈套語，自欺欺人。 

1. 指出首領們的罪行 (3:1-11)  

(1) 統治者（官長們）的罪惡 (3:1-4)  

(2) 假先知的罪惡(3:5-8)  

(3) 眾首領的罪惡(3:9-12)  

2. 神的審判→亡國 (3:12)  

3. 國度復興的應許 (4~5)  

(1) 國度的應許（四章）－以「國度榮耀的前途」來安慰百姓  

(2) 彌賽亞的應許（五章）－以「受膏者的來臨」來安慰百姓  

(三)第三篇信息（6-7章）：神給百姓的信息→『關乎敬拜』  

彌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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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嶺和地永

久的根基阿、要聽耶和華爭辯的話‧因為耶和華要與他的百姓爭辯、與以色列爭論。 

有關神旨的爭辯：那些悖逆頂嘴的百姓太叫神傷心了，神要迫使以色列表明態度，要在順與

逆之間選擇其一。神提醒他們，不要以為有了事奉，有跪拜，有奉獻，只有儀式上奉行了事。

神要明白的標榜出來，什麼才是神的旨意。 

1. 與百姓的爭辯 (6:3-12)  

2. 神的審判→荒涼(6:13~7:6)：“我必使你荒涼”(6:16)  

(1) 生命的荒涼(6:13-16)  

(2) 見證的荒涼(7:1-6)  

3. 被赦、蒙愛的應許(7:7-20)  

 

當神說：「萬民哪、你們都要聽」；「雅各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阿、你們要聽」；「以

色列人哪、當聽耶和華的話」這對我們不是很熟悉嗎？在啟示錄二章、三章裡，有七次的向

我們說到：「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神正在說話，神正向他的百姓

說話。不僅在古時，神的靈藉著先知們來說話；不僅在老約翰的時候，聖靈向亞細亞的眾教

會說話；甚至在今天，神的靈仍然藉著祂寫下來的話語向我們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