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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的聲音–米該亞
米: 6:1-8



• 米該亞 (Micah) 這名字在早期以色列
甚為普遍，舊約中起碼有九位同名的
人物。思高聖經譯成「米加」或「米
加雅」以資識別：民17-18；撒下
9:12；編上5:5，8:34，9:15，23:20；
編下34:20；列上22:8；厄下10:11。

• 這名字的意思是「那裡有神相似雅
威」。本書的7:18也用了此句。

其人



學者對他的出身和家世所知甚少，可
能與亞毛斯同是農家子，在猶大國執
行先知任務，但只限於宗教方面。

從本書第一章的題名，可知先知是在
約堂（公元前738-736年)、阿哈次
（公元前736-721年)和希則克雅（公
元前721-693）為猶太王年間，執行先
知職務。

其人



作者

除本書1:1 及耶肋米亞26:17-19外，聖
經其他經籍並無這先知的記述。十九世
紀基督宗教學者普遍認為米該亞是本書
作者，與依撒意亞先知同期。(參依7)

但亦有人認為本書的部份章節尤其是4-

5兩章是後期作品；至於6章-7:1-7則是
該先知作品。



作者

除本書1:1 及耶肋米亞26:17-19外，聖
經其他經籍並無這先知的記述。十九世
紀基督宗教學者普遍認為米該亞是本書
作者，與依撒意亞先知同期。(參依7)

但亦有人認為本書的部份章節尤其是4-

5兩章是後期作品；至於6章-7:1-7則是
該先知作品。



歷史背景
當時重大事件有: 

• 公元前735-732年，對抗亞述的「敘利亞厄弗辣因
戰爭」，加里肋亞及基肋阿得居民被擄，充軍亞
述。(參閱列下16；編下28；依7)

• 公元前725年以色列王曷舍亞背叛亞述，撒瑪黎雅
被圍，三年攻下，以色列國遂亡。(參閱列下17-

18:9-12)

• 公元前711年撒爾貢二世向聯邦盟主阿市多得興師
問罪，殃及猶大國，於是希則克雅向亞述納貢。
（依20：1）

• 公元前701年，希則克雅背叛亞述，散乃黑黎布進
兵猶大，圍攻耶路撒冷，賴上主助佑得免於難。
(列下 18：13-20：16；編下32)



全書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宣佈上主的譴責和以民的命運 (1-3 

章)

譴責猶大國和以色列國破壞盟約，首領，司祭
和假先知的罪惡，導致滅亡的命運。預言上主
必使以民復興。

第二部分：安慰 (4-5章)

以色列遺民必獲救恩
耶路撒冷必成普世的宗教中心
默西亞將誕生於白冷( 第五章)

全書結構



第三部分：斥責和安慰 (6-7章)

上主與以民有所爭辯，使其憶起著日上主
的施恩；以民求問如何才可息主怒，先知
告以行公義，施仁愛，虛心與主同行。以
民哀傷己過，求主饒恕助佑。上主預言以
民復興，異族荒涼。
上主的斥責和寬恕，交錯在此兩章出現。

每一部份都以安慰作結 (2:12-13；5:6-8；
7:19-20)。第五章更預言默西亞出於白冷。

全書結構



本書最突出的訊息：審判

審判即將到臨 1:2-4

審判己經到臨 7:7-20

撒瑪黎雅因拜偶像而遭毀滅 1:6-7，
耶路撒冷將被入侵1:15

降災給霸佔他人土地的人（2:3-5)

貪官惡吏遭上主唾棄（3:4)

譴責假先知 (3:6-8)

耶路撒冷因有違公義將被毀(3:9-12)

上主將消弭戰爭和消滅偶像 (5:9-13)

上主要剷除不義之事 (6:9-16)

上主要施行審判 (1:2；4:13；5:4-5)



審判是由於以色列人犯的罪，這罪
的根源是以色列民已忘記了與天主
的盟約，把當日信誓旦旦要遵守的
誡命拋諸腦後。

上主採取了與以色列民興訟的方式
來喚醒他們的良知，重拾與天主的
關係。

本書最突出的訊息：審判



經文
第六章
1.惟願你們傾聽上主所說的話：「起來，在諸山面前進行訴訟，使丘
陵能聽見你的聲音!」

2.諸山，請聽上主的申訴；大地的基礎，側耳傾聽吧!因為上主與衪
的人民有所爭訟，與以色列有所爭辯：

3.「我的人民!我對你做了什麼﹖我在什麼事上叫你討厭﹖請你答覆
我!

4.難道如果我由埃及地領了你上來，從奴隸之家贖了你回來，在你面
前委派了梅瑟、亞郎和米黎盎﹖

5.我的人民，請你記憶摩阿布王巴拉圖圖謀過什麼事，貝敖爾的兒子
巴郎答應了他什麼；再記憶從史廷到基耳加耳發生過什麼事，好使
你明瞭上主的仁慈作為。」

6.「我要到上主那裏，叩拜至高者天主，應進獻什麼？應進獻全燔祭
，還是應進獻一歲的牛犢？

7.上主豈喜悅萬千的公羊，或萬道河流的油﹖為了我的過犯，我應否
獻上我的長子﹖為了我靈魂的罪惡，我應否獻上我親生的兒子﹖」

8.人啊!已通知了你，什麼是善，上主要求於你的是什麼：無非就是
履行正義，愛好慈善，虛心與你的天主來往。



第六章以兩句「聽」作開首來分隔成兩段，(1-8，
9-16)。
本段(1-8) 是全書的高峰，道出最高道德倫理標準。
由五節上主對以民的申斥和兩節以民請上主指教組
成。
最後在第八節是高峰，上主指出人應如何道聖善生
活：履行正義，愛好慈善，虛心與天主來往。內容
主題環繞天主與人之間的盟約和人民想以祭獻來取
悅上主。
雖然在上主的話的經文內有「爭辯」，「爭訟」的
字眼，從其後的行文，卻不似是以民直接的回應，
更似是以民求問，何種祭獻才能取悅上主。

本段(6:1-8)結構



經文以上主要與以民爭訟開首，然而
與一般訴訟不同的是，上主沒有列舉
以民的罪名，反而邀請以民申訴上主
可有不是之處，以致他們要討厭上主
(6:1-3)。
接著上主要以民回憶過去祂和他們之
間的所經歷的重大事件，暗示上主在
履行祂的盟約(hazed)，顯示祂的仁
慈。



這些事件是：
• (6:4) 派遣梅瑟，亞郎等人帶領以民離開
為奴的埃及(出4-15)

• (6:5)在進入福地前，當摩阿布王巴拉克
要巴郎詛咒以民時，上主三次使先知口
吐祝福之言而非詛咒之語(戶22-23)

• (6:5)史廷到基耳加耳 –約但河東最後一
個矌野營地和渡約但河後第一個建立的
營地，寓意上主帶領以民從埃及離開，
在結束四十年流浪矌野的生涯，進入福
地，信實地履行了祂的盟約(蘇2-4:20) 。



經文中有兩個「聽」：惟願你們傾聽(simu-na) 

上主所說的話，諸山請聽(simu – shama)上主
的申訴，是用於上主要向人發言，人要聆聽
的態度。
在這卷書中的1:2，(眾民族，你們請聽)，3:1，
9(雅各伯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吏，請你們傾
聽)，共三次也用了(simu -na)這字，指出要負
責的是權貴等人。
這裡也用這句語模式，看來在此也是指要與
這階級的人爭訟，他們正在壓迫弱小的民眾，
所以在第8節上主指出他們要履行正義，愛好
慈善，虛心與天主來往，這是整章的中心思
想，亦是全書最重要的訊息之一。



上主的訓示：聽 – Shama  ַמע שָׁ
這是一個重要的字，舊約聖經中，一共使用了
1160次，其中梅瑟五書共用了240次：

• 創61次
• 出49次
• 肋7次
• 戶32次
• 申91次

例：創11:7，申6:4



關鍵字詞 –全燔祭
• 舊約olah ( ֹעָלה) 289次，
• 新約 holokautóma (ὁλοκαύτωμα,) 3

次，(希10:6，10:8；谷12:33)

人民問要祭獻什麼始得天主喜悅，列舉
獻自己的長子和全燔祭都是以民認為是
最珍貴之物和最高的祭獻。

以民的回應：祭獻？



祭獻是人對天主表達敬畏感謝之心，
要取悅天主的一種儀式，聖經記載
第一次的祭獻是加音和亞伯爾的祭
獻(創4:3-4)，然後是諾厄之全燔祭
(創8:20)。

全燔祭被視為對天主最高的祭獻，
是祭品經過覆手及灑血禮後，全被
焚燒掉，其煙上達於天的祭獻(肋1)。



祭祀逐漸發展成一個有系統的儀式，有不
同種類和禮規細節，每一細節代表一種神
聖意願(肋1:4，約1:5) ，肋未紀中對各種
的祭獻有詳細介紹。

隨著以民的經歷和對上主的意識醒覺，祭
祀的目的和精神也從敬畏感謝，逐漸集中
在贖罪這一點上。

天主拒絕人祭，只悅納在信德中願意把自
己最寶貴的奉獻給祂的人的禮品，這一點
在創22，亞巴郎獻依撒格一事上顯示出來。



祭祀的禮節應反映心靈的虔敬，以民
在他們的歷史過程中，逐漸重視外表
的禮節，忽略內心的真誠，祭祀流於
表面的儀式，反而觸怒天主。

在第8節，天主藉先知重提心靈重於
禮品的價值和禮節，重申上主所求的
是履行正義，愛好慈善，虛心與天主
來往。



這些要求在其他書卷也提過：

• 上主豈能喜歡全燔祭和犧牲，勝過
聽從上主的命令。(撒上15:22)

• 即使你們給我奉獻全燔祭和素祭，
我仍不悅納…只願公道如水長流，
正義像川流不息的江河。(亞5:24)

• 因為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喜歡人
認識天主勝過全燔祭。( 歐6:6)



新約中耶穌也一再向人提示心靈祭獻
的重要性，讓人了解祂的犧牲作為祭
獻的真諦：
• 先與弟兄和好才在祭壇前獻禮物

(瑪5:23,24)

• 應全心、全意、全力愛上主，並愛
近人如愛自己，遠超過一切全燔祭
和犧牲。(谷12:23)



耶穌在最後睌餐時特意引(出24:8)，天主藉梅
瑟與以民立約時，梅瑟所說的「盟約之血」，
套用到自己身上(谷14:24，瑪26:27,28)，以這
新約的血，取代了舊約中的全燔祭和所有祭
獻，訂立了永久的新盟約(希10:5-10)。

耶穌這完美無瑕的祭品，在祂所流的血中，
完成了舊約中祭祀的實質，它同時是全燔祭
和贖罪祭，更是預嚐天國的共享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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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反省

我們怎樣才聽到天主的話？

我怎樣聆聽天主的話？

我現在怎樣作祭獻？



感謝天主，讚美天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