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獻上甚麼朝⾒神 
彌迦書6:1-16



6:1 你們當聽耶和華所說的話：“你要起來，
向⼤⼭爭辯，讓⼩⼭可以聽⾒你的聲⾳。 
6:2 ⼤⼭啊！你們要聽耶和華的爭辯。⼤地
永久的根基啊！你們要聽，因為耶和華與他
的⼦⺠爭辯，和以⾊列爭論。 
6:3 我的⼦⺠啊，我向你作了甚麼呢？我在
甚麼事上叫你厭煩呢？你可以回答我。



6:4 我曾經把你從埃及地領上來，把你從為
奴之家贖出來；我也差派了摩⻄、亞倫和⽶
利暗在你前⾯⾏。 
6:5 我的⺠哪！你們要追念，摩押王巴勒圖
謀過甚麼，⽐珥的兒⼦巴蘭⼜答應了他甚
麼，以及你們從什亭到吉甲所發⽣的事，好
使你們知道耶和華公義的作為。



6:6 我朝⾒耶和華，在⾄⾼的　神⾯前叩
拜，當獻上甚麼呢？我朝⾒他的時候，當獻
上燔祭，當獻上⼀歲的⽜犢嗎？ 
6:7 耶和華喜悅千千的公⽺，或是萬萬的油
河嗎？為我的過犯，我可以獻上我的⻑⼦
嗎？為我的罪惡，獻上我親⽣的孩⼦嗎？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6:9 聽啊！耶和華向這城呼叫，敬畏你的名
就是智慧；⽀派和城裡的會眾啊！你們要
聽。 
6:10 我怎能忘記惡⼈家中的不義之財，和那
些可咒詛的⼩升⽃呢？ 
6:11 ⽤不義的天平，和袋中詐騙的法碼的
⼈，我怎能算他為清潔呢？ 
6:12 城裡的財主充滿了強暴，其中的居⺠也
說假話；他們⼝中的⾆頭是詭詐的。



6:13 因此我擊打你，使你⽣病，因你的罪
惡，使你荒涼。 
6:14 你要吃，卻吃不飽；因你的腹中常有
疾病。你要懷孕，卻不能⽣下來；你⽣下來
的，我都要交給⼑劍。 
6:15 你要撒種，卻不得收割，你要榨橄欖
油，卻不得油抹身；你要榨葡萄汁，卻不得
酒喝。



6:16 你跟隨了暗利的規例和亞哈家⼀切所
⾏的，順從了他們的計謀；因此，我必使你
荒涼，使你的居⺠被嗤笑；你們也必擔當我
⺠的羞辱。



1:1 在猶⼤王約坦、亞哈斯、希⻄家執政的
時候，耶和華的話臨到摩利沙⼈彌迦，是他
看到關於撒瑪利亞和耶路撒冷的話。



1:2 萬⺠哪！你們都要聽；地和地上所遍滿
的，你們要聆聽；主耶和華要指證你們的
不是，主必從他的聖殿指證你們的不是。



指證 A．⾸領、官⻑的不是 

3:1 我說：“雅各的⾸領，你們要聽，以⾊列
家的官⻑，你們也要聽；難道你們不知道公
平嗎？ 
3:2 然⽽，你們恨惡良善，喜愛邪惡，從⼈身
上剝⽪，從⼈⻣頭上剔⾁。 
3:3 你們吃我⺠的⾁，剝他們的⽪，打斷他們
的⻣頭，切成像鍋裡的塊，像釜中的⾁塊。



指證 A．⾸領、官⻑的不是 

3:1 我說：“雅各的⾸領，你們要聽，以⾊列
家的官⻑，你們也要聽；難道你們不知道公
平嗎？ 
3:2 然⽽，你們恨惡良善，喜愛邪惡，從⼈身
上剝⽪，從⼈⻣頭上剔⾁。 
3:3 你們吃我⺠的⾁，剝他們的⽪，打斷他們
的⻣頭，切成像鍋裡的塊，像釜中的⾁塊。



指證 A．⾸領、官⻑的不是 

3:1 我說：“雅各的⾸領，你們要聽，以⾊列
家的官⻑，你們也要聽；難道你們不知道公
平嗎？ 
3:2 然⽽，你們恨惡良善，喜愛邪惡，從⼈
身上剝⽪，從⼈⻣頭上剔⾁。 
3:3 你們吃我⺠的⾁，剝他們的⽪，打斷他們
的⻣頭，切成像鍋裡的塊，像釜中的⾁塊。



指證 B．⾛差路的先知 

3:5 關於那些使我⺠⾛迷路的先知，耶和華
這樣說：“他們的⽛⿒有所咀嚼的時候，就
⼤叫平安；誰不把⻝物給他們吃，他們就攻
擊那⼈。”



指證 B．⾛差路的先知 

3:5 關於那些使我⺠⾛迷路的先知，耶和華
這樣說：“他們的⽛⿒有所咀嚼的時候，
就⼤叫平安；誰不把⻝物給他們吃，他們
就攻擊那⼈。”



⾄於彌迦？ 

3:8 ⾄於我，我卻藉著耶和華的靈，滿有⼒
量、公平和能⼒，可以向雅各述說他的過
犯，向以⾊列指出他的罪惡。



⾄於彌迦？ 

3:8 ⾄於我，我卻藉著耶和華的靈，滿有⼒
量、公平和能⼒，可以向雅各述說他的過
犯，向以⾊列指出他的罪惡。



⾄於彌迦？ 

3:8 ⾄於我，我卻藉著耶和華的靈，滿有⼒
量、公平和能⼒，可以向雅各述說他的過
犯，向以⾊列指出他的罪惡。



⾄於彌迦？ 

3:9 雅各家的⾸領，你們要聽這個，以⾊列
家的官⻑，你們也要聽；你們厭惡公平，
屈枉正直，



⾄於彌迦？ 

3:11 城中的⾸領為賄賂⽽審判，祭司為薪
俸⽽教導，先知為銀⼦說默示，他們竟倚靠
耶和華， 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嗎？
災禍必不會臨到我們身上。”



⾄於彌迦？ 

3:11 城中的⾸領為賄賂⽽審判，祭司為薪
俸⽽教導，先知為銀⼦說默示，他們竟倚
靠耶和華， 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
嗎？災禍必不會臨到我們身上。”



⾄於彌迦？ 

3:11 城中的⾸領為賄賂⽽審判，祭司為薪
俸⽽教導，先知為銀⼦說默示，他們竟倚
靠耶和華， 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
嗎？災禍必不會臨到我們身上。”



⾄於彌迦？ 

3:11 城中的⾸領為賄賂⽽審判，祭司為薪
俸⽽教導，先知為銀⼦說默示，他們竟倚
靠耶和華， 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
嗎？災禍必不會臨到我們身上。”



6:1 你們當聽耶和華所說的話：“你要起來，
向⼤⼭爭辯，讓⼩⼭可以聽⾒你的聲⾳。 
6:2 ⼤⼭啊！你們要聽耶和華的爭辯。⼤地
永久的根基啊！你們要聽，因為耶和華與他
的⼦⺠爭辯，和以⾊列爭論。 



6:1 你們當聽耶和華所說的話：“你要起來，
向⼤⼭爭辯，讓⼩⼭可以聽⾒你的聲⾳。 
6:2 ⼤⼭啊！你們要聽耶和華的爭辯。⼤地
永久的根基啊！你們要聽，因為耶和華與他
的⼦⺠爭辯，和以⾊列爭論。 
6:3 我的⼦⺠啊，我向你作了甚麼呢？我在
甚麼事上叫你厭煩呢？你可以回答我。



6:4 我曾經把你從埃及地領上來，把你從
為奴之家贖出來；我也差派了摩⻄、亞倫
和⽶利暗在你前⾯⾏。 



6:4 我曾經把你從埃及地領上來，把你從
為奴之家贖出來；我也差派了摩⻄、亞倫
和⽶利暗在你前⾯⾏。 
6:5 我的⺠哪！你們要追念，摩押王巴勒圖
謀過甚麼，⽐珥的兒⼦巴蘭⼜答應了他甚
麼，以及你們從什亭到吉甲所發⽣的事，好
使你們知道耶和華公義的作為。



6:4 我曾經把你從埃及地領上來，把你從
為奴之家贖出來；我也差派了摩⻄、亞倫
和⽶利暗在你前⾯⾏。 
6:5 我的⺠哪！你們要追念，摩押王巴勒圖
謀過甚麼，⽐珥的兒⼦巴蘭⼜答應了他甚
麼，以及你們從什亭到吉甲所發⽣的事，
好使你們知道耶和華公義的作為。



6:4 我曾經把你從埃及地領上來，把你從
為奴之家贖出來；我也差派了摩⻄、亞倫
和⽶利暗在你前⾯⾏。 
6:5 我的⺠哪！你們要追念，摩押王巴勒圖
謀過甚麼，⽐珥的兒⼦巴蘭⼜答應了他甚
麼，以及你們從什亭到吉甲所發⽣的事，好
使你們知道耶和華公義的作為。



6:6 我朝⾒耶和華，在⾄⾼的　神⾯前叩
拜，當獻上甚麼呢？



6:6 我朝⾒耶和華，在⾄⾼的　神⾯前叩
拜，當獻上甚麼呢？我朝⾒他的時候，當獻
上燔祭，當獻上⼀歲的⽜犢嗎？ 



6:6 我朝⾒耶和華，在⾄⾼的　神⾯前叩
拜，當獻上甚麼呢？我朝⾒他的時候，當獻
上燔祭，當獻上⼀歲的⽜犢嗎？ 
6:7 耶和華喜悅千千的公⽺，或是萬萬的油
河嗎？



6:6 我朝⾒耶和華，在⾄⾼的　神⾯前叩
拜，當獻上甚麼呢？我朝⾒他的時候，當獻
上燔祭，當獻上⼀歲的⽜犢嗎？ 
6:7 耶和華喜悅千千的公⽺，或是萬萬的油
河嗎？為我的過犯，我可以獻上我的⻑⼦
嗎？為我的罪惡，獻上我親⽣的孩⼦嗎？ 



「量」和「質」的不斷提升 …  

  

   
     



「量」和「質」的不斷提升 …  

燔祭         ⼀歲的⽜犢         千千的公⽺   

  

   
     

萬萬的油河甚⾄將異教的獻祭
⽅法：獻上⻑⼦



他們沒有為⾃⼰的忘恩和不忠悔改，反⽽⽤
⾃⼰的功德和宗教禮儀來討悅神，將⼀個屬
靈的聖約貶為⼀個商業性的交易。



他們沒有為⾃⼰的忘恩和不忠悔改，反⽽⽤
⾃⼰的功德和宗教禮儀來討悅神，將⼀個屬
靈的聖約貶為⼀個商業性的交易。

我們呢？



他們沒有為⾃⼰的忘恩和不忠悔改，反⽽⽤
⾃⼰的功德和宗教禮儀來討悅神，將⼀個屬
靈的聖約貶為⼀個商業性的交易。

我們呢？教會上？



他們沒有為⾃⼰的忘恩和不忠悔改，反⽽⽤
⾃⼰的功德和宗教禮儀來討悅神，將⼀個屬
靈的聖約貶為⼀個商業性的交易。

我們呢？教會上？⽣活上？



他們沒有為⾃⼰的忘恩和不忠悔改，反⽽⽤
⾃⼰的功德和宗教禮儀來討悅神，將⼀個屬
靈的聖約貶為⼀個商業性的交易。

我們呢？教會上？⽣活上？⼯作上？ 



他們沒有為⾃⼰的忘恩和不忠悔改，反⽽⽤
⾃⼰的功德和宗教禮儀來討悅神，將⼀個屬
靈的聖約貶為⼀個商業性的交易。

我們呢？教會上？⽣活上？⼯作上？ 
家庭上？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3:11 城中的⾸領為賄賂⽽審判，祭司為薪
俸⽽教導，先知為銀⼦說默示，他們竟倚靠
耶和華， 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嗎？
災禍必不會臨到我們身上。”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3:11 城中的⾸領為賄賂⽽審判，祭司為薪
俸⽽教導，先知為銀⼦說默示，他們竟倚
靠耶和華， 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
嗎？災禍必不會臨到我們身上。”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3:11 城中的⾸領為賄賂⽽審判，祭司為薪
俸⽽教導，先知為銀⼦說默示，他們竟倚
靠耶和華， 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
嗎？災禍必不會臨到我們身上。”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3:11 城中的⾸領為賄賂⽽審判，祭司為薪
俸⽽教導，先知為銀⼦說默示，他們竟倚
靠耶和華， 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
嗎？災禍必不會臨到我們身上。”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慈愛】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愛】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愛】【慈愛】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愛】【慈愛】

6:10 我怎能忘記惡⼈家中的不義之財，和
那些可咒詛的⼩升⽃呢？



6:8 世⼈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無⾮是要你⾏公
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
【愛】【慈愛】

6:11 ⽤不義的天平，和袋中詐騙的法碼
的⼈，我怎能算他為清潔呢？ 



當獻上甚麼朝⾒神？ 



當獻上甚麼朝⾒神？ 

我們作為祭司，有教導？ 



當獻上甚麼朝⾒神？ 

我們作為祭司，有教導？ 

我們作為先知，有默示？ 



當獻上甚麼朝⾒神？ 

我們作為祭司，有教導？ 

我們作為先知，有默示？ 

我們作為⾸領，有審判？



當獻上甚麼朝⾒神？ 

我們作為祭司，有教導？ 

我們作為先知，有默示？ 

我們作為⾸領，有審判？

彼前2:9 然⽽
你們是蒙揀選
的族類，是君
尊的祭司，是
聖潔的國⺠，
是屬　神的⼦
⺠，為要叫你
們宣揚那召你
們出⿊暗⼊奇
妙光明者的美
德。



當獻上甚麼朝⾒神？ 

我們作為祭司，有教導？ 

我們作為先知，有默示？ 

我們作為⾸領，有審判？

3:8 ⾄於我，
我卻藉著耶和
華的靈，滿有
⼒量、公平和
能⼒，可以向
雅各述說他
的過犯，向
以⾊列指出
他的罪惡。 



6:9 聽啊！耶和華向這城呼叫，敬畏你的名
就是智慧；⽀派和城裡的會眾啊！你們要
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