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08 年 七⽉13⽇ 

道成⾁身與教會 (五)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經⽂文
約翰福⾳音1:14節:「道成了了⾁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理。我們也⾒見見過他的榮
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彌迦書5:2-5a:「伯利利恆, 以法他啊! 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 將來來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來, 在以⾊色
列列中為我作掌權的, 他的根源從亙古, 從太初就有。主必將以⾊色列列⼈人交付敵⼈人, 直等那⽣生產的婦
⼈人⽣生下⼦子來來。那時, 掌權者(註: 原⽂文作「他」)其餘的弟兄必歸到以⾊色列列⼈人那裏。他必起來來, 倚
靠主的⼤大能, 並主他神之名的威嚴, 牧養他的⽺羊群。他們要安然居住, 因為他必⽇日⾒見見尊⼤大, 直到
地極。這位必作我們的平安。」

前⾔言
世上最難的⼯工作就是在講台上傳講上帝的道, 此種體認在上週證道後特別強烈, 我試圖在在短
短幾⼗十分鐘內將第⼆二⼗十五章信息傳達清楚, 但時間到了了卻發現有許多未題到的地⽅方。講道這事
對基督⽽而⾔言卻是最⾃自然的⼯工作, 因為他是上帝的道。故, 從基督⼝口中⽽而出的話, 既精準⼜又⽤用詞得
宜, 並能夠在極短的篇幅裏傳遞多項信息。不僅如此, 基督因是道的本體, 故他雖在時間過程中
講話, 但所講的卻有著超時間的本質, 可將未來來與現時的信息在同⼀一時間點表現出來來, 這是我們
說話絕不可能辦得到的事。基督這樣說話的特質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顯露無遺, 他這說明內
容的獨特性難道不是彰顯他那上帝的⾝身份, 因為只有上帝才可以「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 從古
時⾔言明未成的事。」(賽46:10)

我們的憂慮常因不知未來來會如何⽽而起, 縱使我們有過去的⽣生活經驗, 或許對當下⽣生活應付得當, 
但未來來對於我們⽽而⾔言還是⼀一個未定之數, 充滿著不確定感。⽽而我們⼈人⽣生經驗告訴我們, 計畫之
事常作不成, 作成的常是未計畫的事, 這更更讓我們掌握不住未來來。但是, 基督將未來來視其掌中物, 
深知未來來必發⽣生之事, 所發⽣生之事也必如其所⾔言。簡單地說, 基督是掌握未來來, 我們只能展望未
來來。我們有這樣⼀一位作我們的主, 我們何來來憂慮！⽽而我們既知基督是今⽇日之主, 也是未來來之主, 
我們還不信靠他⽽而願活在憂慮當中, 這豈豈不是⾃自找⿇麻煩!

我們總以為⾃自⼰己是綿⽺羊, 可聽主道, 願遵主⾔言, 但實際情況卻顯出我們是⼭山⽺羊的性格, 我們聽歸
聽, 作還是照我們的意思作。講道之難也就在這個地⽅方, 如何要讓會眾認識並承認這實況, 以求
主的憐憫, 賜給我們⼀一顆順服他的⼼心, 好叫他們看到今⽇日之為與將來來之得息息相關, 並且⼼心⽢甘情
願地今天就去做。要達到前者的⼯工夫已是難事, 還要達到後者更更是難上加難。

我們每個⼈人在等候基督再來來的情形, 正如基督論那⼗十個童女, 呈現著「打盹睡著」的狀狀態。我
們每⽇日為了了⽣生活上的需要, 常將思念念放在世界的種種, 掛慮這, 掛慮那。尤其今⽇日世界風氣的推
波助瀾, 甚要求我們對⼯工作的專注度, 使得我們不由⾃自主地被世界拖著走, 我們若若試圖抵抗之, 
很可能會被炒魷⿂魚⽽而失去⼯工作。因此, 講台所講如何切乎這打盹睡著的實際, ⼜又要切乎主再來來
時我們必須要有油的實際, 就成為極⼤大的挑戰。然⽽而, 我始終相信上帝的道對於⽣生活的幫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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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實際的, ⽽而最實際的⽅方⾯面在於我們的⼼心的安穩, 誠如以上所說關於基督是掌管未來來的主, 他
是阿拉法, 也是俄梅梅戛。

教會是沒有⾨門檻的地⽅方, 但是需主恩⽅方能待下來來的地⽅方
⾔言⾄至於此, 我們⼜又怎能排拒任何願意進入教會的⼈人, 教會是唯⼀一沒有⾨門檻的地⽅方, 但卻是需要主
恩⽅方能待下來來的地⽅方。神學⽣生有分數的規範讓他按神學院的紀律律⽽而⾏行行, 校園書房有打卡的規範
讓基督徒員⼯工準時上班, 佈道團需要才幹之⼠士⽅方能有效運作, 但是基督徒在教會裏卻沒有類似
的規範。這樣, ⼀一個⼈人⽢甘⼼心情願地來來主⽇日崇拜, 若若非有主恩, 怎可為之? 這樣看來來, 在教會之外
的福⾳音機構乃是為了了輔助教會的茁壯⽽而存在, 這是服事於福⾳音機構的基督徒常不明⽩白的。事實
上, 有些⼈人因這些機構的名聲⽽而驕傲, 因此常不願過教會⽣生活, 這等⼈人將永不知基督的⼼心意。

積極地等候主榮耀的再來來
基督說, 他會在未來來的某⼀一天在榮耀裏同著眾天使降臨臨。這不是空話, 不是神話, 不是謊⾔言, 這
⼀一天必然存在, 必會到來來。然, 在那⽇日未到來來之前, 我們不是坐著期盼, 也不是每次聚會⼝口中喊
著說, 「主要來來了了, 主要來來了了」, ⽽而是要以⾏行行動積極地等候主榮耀的再來來。我們的⽣生活必須要顯
出我們真的在等待主來來, 坐著等絕不是基督徒的⼈人⽣生態度。我們知主再來來, 與知之後的⾏行行, 兩兩者
必須沒有落落差, 這樣才會成為聰明童女。阿摩司書有⼀一句句話當警惕我們, 上帝説:「在地上萬族
中, 我只認識你們, 因此, 我必追討你們的⼀一切罪孽。」(摩3:2) 上帝對祂所揀選以⾊色列列所說的這
話也是對祂所揀選的基督徒說的。

等待的磨練: 彌迦書五⾄至七章
「等待主來來」是整本聖經的信息, 新約是然, 舊約亦然；舊約等待的是基督的道成⾁肉⾝身, ⽽而新約
的我們則是等候基督同著眾天使榮耀的降臨臨。兩兩者雖都在等的狀狀態, 但新約的我們有著「道成
了了⾁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理」, ⽽而舊約的⼈人卻沒有, 這是我們在等待的磨
鍊鍊中最⼤大的優勢。這⼀一點請⼤大家切記在⼼心, 我們在福中要知福。

既然兩兩者都處在等的狀狀態, 兩兩者必然有著同樣的⼼心境, 所遭遇到的困難與所承受的磨練也就相
當。舊約彌迦書五⾄至七章是明⽩白基督徒當承受的磨練最好的舊約聖經之⼀一, 因為第五章⾸首論及
基督道成⾁肉⾝身的預⾔言, 爾後所述經⽂文⾃自然是期待這事到來來的⼈人的堅忍歷程。將彌迦書5⾄至7章與
⾺馬太福⾳音第25章放在⼀一起來來讀, 我們將看到上帝在我們⾝身上的磨練與困難為何。這⼩小先知書便便
成為我們的實際, ⽽而不是以⾊色列列⺠民的故事。

以⾊色列列國的政經情形
彌迦書流傳於主前722-701年年, 那時正值亞述剛消滅北國以⾊色列列的⾸首都撒瑪利利亞城, 並正覬覦南
國耶路路撒冷城之際。在北國以⾊色列列未被滅之前, 上帝早在何⻄西阿書(流傳於主前750-721年年間)與
阿摩司書(流傳於主前786-746年年間)說出以⾊色列列國的惡惡⾏行行來來。上帝在這60多年年中間警告他們若若
不悔悔改, 後果就是國滅。上帝不僅派先知訓誡他們, 祂還加患難在他們⾝身上, 使他們各處糧食缺
乏, ⽔水喝不⾜足, 以旱風霉爛攻擊他們, 並降瘟疫, ⽤用⼑刀殺戮他們的少年年⼈人, 傾覆他們中間的城⾢邑等
(參參阿摩司書第四章)。

然⽽而, 他們的⽣生活即便便遇到這樣⼤大的困難, 他們還是不歸向上帝, ⼈人的盡頭不⼀一定使⼈人歸向上
帝。當國風這般⽇日下, ⼈人⺠民必怨恨那在城⾨門⼝口責備他們的⼈人, 憎惡惡那說正直話的⼈人, 於是那國通
達⼈人⾒見見這樣時勢之惡惡, 就靜默不⾔言(摩5:10,13)。現今教會之風亦是如此, ⼀一⽅方⾯面我們看到, 基督
徒受了了苦難還是不歸向基督; 另⼀一⽅方⾯面, 教會已無聽正直話的耳朵, 從上到下皆排斥拒絕並欺壓
說正直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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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國的政經情形
北國以⾊色列列的撒瑪利利亞城真如上帝所⾔言, 在主前721年年被亞述帝國佔領了了(王下17:3)。南國猶⼤大
因也有何⻄西阿書與阿摩司書的流傳, 故對上帝審判話語的真實性有極深的體認。按道裡說, 有
了了以⾊色列列國被滅的前⾞車車之鑑, 猶⼤大國應該就此離棄他們的罪惡惡, 歸向上帝。其實不然, 彌迦書第
三章指出猶⼤大國的狀狀況是,「⾸首領為賄賂賂⾏行行審判, 祭司為雇價施訓誨, 先知為銀錢⾏行行占⼘卜。」(第
13節) 該章更更說, 他們的⾸首領惡惡劣到⼀一個地步, 竟然「從⼈人⾝身上剝⽪皮, 從⼈人骨頭上剔⾁肉。」並且, 
他們的先知只管⾃自⼰己的⽣生計, 不再傳講上帝話語, 以致使⺠民走差路路, ⽽而先知的牙⿒齒只要有百姓獻
上的東⻄西可嚼, 便便說⼀一切「平安」, 若若無, 便便惡惡⾔言相向。總⽽而⾔言之, ⼀一切都是以錢為上。請弟兄
姐妹牢記這事。

希⻄西家登基之後(715-687), 他雖⾏行行主眼中看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行的, 但外患依在
(王下18:3,13)。況且, 接續他為王的卻⼜又再⾏行行主眼中看為惡惡的事。歷史發展於此已證實⼀一件事, 
上帝雖藉亞述的⼿手嚴厲的懲治以⾊色列列⼈人, 但從外⾯面著⼿手絕不可能根本性的解決⼈人內⼼心罪惡惡問
題。我們這時便便明⽩白為什什麼基督道成⾁肉⾝身的預⾔言出現在彌迦書, ⽽而不是出現在何⻄西阿書或阿摩
司書, 因為到了了彌迦書時, ⼈人敗壞得無可救藥已是不爭的事實, ⼈人必須有⼀一位永遠為王的救贖
主。

⼈人處在逆境危險時, 其⼼心所望常傾向藉事的發⽣生來來脫離困境, 但聖經卻要我們等候救主的來來到, 
因為⼈人類根本的問題在於他的罪, 這根本問題若若不解決, 其他脫困的⽅方法不過是換湯不換藥。
我們讀⼩小先知書從未看到有任何抵禦外侮侮⽤用之兵法, 戰略略等記述, 所題的就是⼈人罪惡惡的問題。
外侮侮之所以成為上帝百姓的威脅不在於他們的強盛, ⽽而在於上帝百姓的罪貫滿盈。

教會也是如此, 教會外的威脅⼒力力道不可能⼤大, 這是我們的經歷, 因我們只要稍加反問⼀一句句, 他們
是無法招架的。但是, 教會若若忽視了了基督所說的「為罪, 因他們不信我」的警語, 裏⾯面充滿著不
信基督, 不知基督死裏復活的⼈人, 外⾯面只要稍⼀一施壓, 教會便便形瓦解。

救主的必須
彌5:2節即說, 這位救主之「根源從亙古, 從太初就有」, 並且他「必起來來, 倚靠主的⼤大能, 並主
他上帝之名的威嚴, 牧養他的⽺羊群。他們要安然居住, 因為他必⽇日⾒見見尊⼤大, 直到地極。」我將會
擇⼀一主⽇日解釋彌迦書五章2節基督道成⾁肉⾝身的預⾔言, 但現在請各位特別注意這位救主是⼀一位掌
權者。我們必須將這重點銘記在⼼心, 然後再去明⽩白基督「住」在我們中間的意義, 他乃是要作
我們的王, 管理理我們。這是我們要成為聰明的童女和盡職的僕⼈人當特別留留⼼心的事實。

在這⿊黑暗瀰漫⼤大地之際, 卻存在⼀一群⼈人, 上帝稱之為「雅各餘剩的⼈人」,「產業之餘⺠民」, ⼀一如⾺馬
太福⾳音中的聰明的童女, 五千兩兩僕⼈人和綿⽺羊。他們聽進了了上帝派遣救主來來世的信息, 所以在等
候他來來的這段期間, 熬練⾃自⼰己有著堅忍的性格, 不隨波逐流。⽽而彌迦書5⾄至7章所正是記著這些
餘剩之⼈人在等候主來來時的磨練情形, 以及磨練後當顯的果效為何。

雅各餘剩的⼈人在逆境下積極等候主來來
我們在彌迦書第5章看到, 主的百姓等待主來來不是在順境下⽽而是在強敵環伺下的等待, 這是成為
聰明童女的困難之⼀一。那時的逆境是「亞述⼈人進入我們的地境, 踐踏宮殿」, 即猶⼤大⺠民感受亞
述芒刺刺在背的威脅, 每天⽣生活在隨時可能被強敵消滅的恐懼中。那, 我們現今的逆境是什什麼? 

在逆境的等待中, 有些⼈人的不耐那長時間等候的煎熬⽽而擅⾃自離去, 有些⼈人卻緊緊抓住主的應許
⽽而耐⼼心等候。這些忍耐等候的雅各餘剩的⼈人是⼀一群積極作為的⼈人, 當強敵壓境時, 會立起七個
牧者, 八個⾸首領, 盡全⼒力力想盡辦法來來抵押之。主應許必會拯救他們。也就是說, 起⽽而⾏行行者, 主救
之; 不起⽽而⾏行行者, 主不救之。這是聰明童女得油與僕⼈人賺得財富的祕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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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雅各餘剩的⼈人這樣⾏行行的時候, 上帝⼜又說, 他們是多國多⺠民中如從祂那裏降下的露⽔水, ⼜又如⽢甘霖
降在草上; 如林林間百獸中的獅⼦子, ⼜又如少壯獅⼦子在⽺羊群中。然, 彌迦書強調著說, 這些雅各餘剩
的⼈人作這事是不仗賴⼈人⼒力力, 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那他們是如何成就這事? 因為他們是⼀一群傳講
道成⾁肉⾝身預⾔言的⼈人, 這才是真正拯救萬⺠民, 散在各國的露⽔水與⽢甘霖。我們也是如此, 我們要成為
少壯的獅⼦子, 就必須是傳講上帝在基督裏的救贖之⼯工的⼈人, 是堅守基督死裏復活真理理的⼈人。這
福⾳音才是露⽔水, 才是⽢甘霖。

下週將繼續講論彌迦書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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