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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義好憐憫 
 

本章如在法庭舉證指控以色列人參與崇拜
獻祭，卻行事貪婪，隨夥行惡，惹神忿怒。 

 
執行神的吩咐要整全：公義是以神的標準，
憐憫是從心發出，謙卑是對神對人的態度，

與神同行是生活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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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六月 

1 
星期一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
謂善。祂向你所要的是甚麼
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彌6:8 



行公義 
 

「行公義」由「遵行」與「公義」組成。
舊約選立審判官的原則:「有智慧、有見識、
為眾人所認識」；審判的標準「不可看人
的外貌(無偏見)、聽訟不可分貴賤(公平)、

不可懼怕人(正直)。」 
 

聖經論審判者之權是屬於神的； 
執行審判者當敬畏神，不偏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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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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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好憐憫 
 

「好」原文是「愛」；「憐憫」意「善良、
慈愛、憐恤」。憐憫一般與某行動相連的，
本節與「愛」相連，意以憐憫的心去愛。

愛是重點。 
 

公義與慈愛是上帝的屬性，也是神創造 
人擁有的形象；可惜人失去了神的榮耀， 
該公義之時卻怯懦、貪婪，被利益蒙蔽；

該憐憫之時卻吝嗇、自私、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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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彌6:8 



憐憫與醫治 
 

耶穌憐憫群眾，醫治他們的病人。 
 

本節經文重點是「憐憫」而不是「醫治」。
基督徒要熱烈追求的不是醫治的能力， 
乃是與神同行，看祂所看，心存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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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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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
就憐憫他們，治好了他們的

病人。  
                                                     太14:14 



憐憫與教導 
 

耶穌天天被群眾包圍，祂所看見的不是自
己多受歡迎，而是群眾多需要神的恩言。 

 
群眾被法利賽人與文士的道理綑綁，成了
「勞苦擔重擔」的人；他們以「腳」見證
了耶穌那從神而來的恩言給他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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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
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
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

教訓他們許多道理。  
                                                     可6:34 



憐憫與饒恕 
 

基督徒當除去彼此的傷害，如苦毒、惱恨、
忿怒、嚷鬧、毀謗等，惟有憐憫與饒恕，

人際關係才得「治癒」。 
 

饒恕之難是因「理直氣壯」認為自己是對
的，但仇恨不能解決衝突，惟有從神而來
的愛與饒恕，化解衝突，得以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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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星期六 

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
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

饒恕了你們一樣。  
                                                     弗4:32 



憐憫與審判 
 

基督徒是從基督使人自由的律法中獲「無
罪釋放」；假若有人選擇以「全律法」審
判別人，結果必受「全律法」的審判。 

 
人因為看不見自己，常盯住別人的錯誤而
生惱怒；其實自己與「常人」無異！ 
如何改變這「自義」的心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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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期日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
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

審判誇勝。  
                                                     雅2:13 



向窮乏的鬆手 
 

上帝沒有解釋為何地上窮人「永不斷絕」；
卻指引人該作的是向困苦窮乏者伸出緩手。 

 
導致貧窮的無論是天災或人禍，重點的是
仰望神，慷慨行善，不用愁煩自己所失，

要相信所有福氣都是從神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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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星期一 

原來那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
所以我吩咐你說：總要向你
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開手。  

                                                     申15:11 



憐憫貧窮的 
 

律法書規定禧年(即第50年)，為奴的得釋
放，所賣的田產得歸還，田地整年也休息；
為此，以色列人可能愁煩所失，導致不肯
借貸給有需要的人，失去憐憫的心。 

 
我們當注意經文的重點，遵從命令「憐憫
貧窮的」固然重要，得蒙祝福也固然喜樂，
更重要的是因為神是活神，要與祂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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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星期二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箴19:17 



按公義審判 
 

一般人認為窮人是被欺壓的，有勢力的必
是欺壓人的；上帝已提醒擔任審判官的，
不要被偏見、先入為主所矇騙，要按神所

賜的智慧與見識(分辨能力)判斷。 
 

為何人有偏見？如何避免偏見影響判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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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
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
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

審判你的鄰舍。  
                                                     利19:15 



不改變 
 

本篇是詩人因王的敗壞遭上帝廢棄而沮喪；
上帝卻重申祂永不廢棄與大衛所立的約。 

 
人的軟弱容易食言；但上帝的愛不改變，
令我們有信心從軟弱中再站立，離惡行善。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能改變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20               六月 

11 
星期四 

我必不背棄我的約，  

也不改變我口中所出的。  
                                                     詩89:34 



永不改變 
 

本篇是詩篇七首悔罪詩之一，詩人認定因
犯罪遭神的懲罰，卻深信總有一天回歸，

重建聖城。 
 

詩人的盼望在於上帝是永存，人可以在失
敗中遇見神，也可在得勝中經歷神；苦難
算不得甚麼，因神賜給世人永恆的盼望，

這盼望是我們活著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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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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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祢永不改變，  

祢的年數沒有窮盡。  
                                                   詩102:27 



祂不改變 
 

上文論到試探；作者堅決說明神不試探人；
人被試探，是被自己的私慾試探。 

 
我們常常禱告求神幫助，神固然樂意幫助，

只是有甚麼攔阻上帝的幫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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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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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
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
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祂並沒有
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雅1:17 



站立不住 
 

以色列人進迦南，先打了一場不動手的勝
仗後，第二場仗竟敗陣，約書亞不明所以

只俯伏禱告。 
 

上帝指示約書亞敗仗是因有人背信棄義，
豈能得勝呢？意思是我們得勝，全在乎神
的同在。有甚麼攔阻神與人同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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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
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
跑，是因成了被咒詛的…。  
                                                     書7:12上 



同在 
 

亞干違背神的命，是反映他心中無神， 
任意而行；人既任意而行拒絕了神， 
沒有神的位置，神又怎能同在呢？ 

 
神的同在與不同在，決定於你對神的尊重
與否；重視神的必除掉惡行，與神同行。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能改變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20               六月 

15 
星期一 

…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  

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
與你們同在了。  

                                                    書7:12下 



面對仇敵 
 

以色列人的仇敵是誰？是艾城的人麼？當
艾城的人看見神的選民也不外如是，同樣
是「偷呃拐騙」，這民族有何見證可言？ 

 
基督徒在實戰中能否靠神的話語抵擋魔鬼，
或輿論戰中會否被人執著把柄，其勝負不

僅是自己，更是整個信仰，整體 
「基督徒」，關乎神的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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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星期二 

你們若不除掉(當滅的物)，  

在仇敵面前必站立不住。  
                                                     書7:13下 



將榮耀歸神 
 

約書亞還不知道亞干犯甚麼錯，卻以層層
抽籤方式，把他抽出來，便知道就是他。 

 
人所知的有限，但神那有不知道呢？要將
榮耀歸神，人沒辨法，祂卻無難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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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星期三 

約書亞對亞干說：我兒，我
勸你將榮耀歸給耶和華以色
列的神，在祂面前認罪…。  

                                                     書7:19 



用心察看 
 

上帝沒有把撒但囚禁，還讓牠來去自如；
因為一切權柄在神，無論大小事祂都知道。 

 
基督徒不用怕撒但，要怕的是神。神是用
心察看人；撒但只會破壞，對人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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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問撒但說：你曾用心
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地
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遠離惡事。  
                                                        伯1:8 



豈是無故？ 
 

撒但對人全不感興趣，因牠內心所裝載的
是對神的不滿，牠的傲慢帶來對人的偏見。 

 
撒但的名意「毀謗者、控告者」。 

撒但惡意毀謗或控告，不基於證據或道理，
在於牠要尋找行惡、毀謗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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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星期五 

撒但回答耶和華說：  

約伯敬畏神，豈是無故呢？  
                                                     伯1:9 



不可加害他 
 

撒但沒有任何證據指控約伯，上帝卻讓牠
去找證據，證明上帝對約伯的誇讚是真的。 

 
你可能對撒但的無理指控感到氣忿，對神
放手任牠行感到迷惘；但要注意，撒但的
能力是在乎神，神對約伯的信任是如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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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星期六 

耶和華對撒但說：凡他所有
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

伸手加害於他。  
                                                     伯1:12 



不以口犯罪 
 

聖經形容在話語上沒過失的是「完全人」。
約伯的言行見證了神對他準確的認識。 

 
「舌頭」是最難持守的，尤其在忍無可忍
衝口而出的話，是準確反映人生命的實況。
約伯如何能做到在失去一切並身體染上頑

疾時，仍敬畏神遠離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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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星期日 父親節 

在這一切的事上，  

約伯並不以口犯罪。  
                                                     伯2:10下 



從神手裡 
 

約伯在苦難時仍不犯罪，是基於他的信念，
他所相信的是人生路有福有禍，接收甚麼

都是「自然的」。 
 

為何人在逆境時容易怨天尤人？是因「信
念」受到衝擊，認為自己好人沒得好報，
認為上帝愚弄他不愛他？但約伯堅定信念，

他雖沮喪卻仍敬畏神，沒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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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我們從神手裡得福，  

不也受禍麼？  
                                                     伯2:10中 



祈禱 
 

約伯記的結局出人意表，並不是解答苦難
之謎，而是藉饒恕蒙神賜福。 

 
聖經並不是解答人今生的問題，乃是指引
人如何走今生的路，尤其在人生路上與人
相遇，他們各懷不同的信念，各站不同的
位置，最重要的不是與人同走一路，乃與
神同行，祂必有方法引領不同的人走 

合祂心意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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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為他的朋友祈禱…。  
                                                     伯42:10上 



苦境轉回 
 

約伯從苦境轉回，是因他順服神去饒恕人。 
 

約伯記不是解答苦難之謎，而是指引人蒙
福之路；約伯的蒙福並不是得著甚麼，而
是更深認識神，按神心意成為祝福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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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就使約伯從苦境轉
回，並且耶和華賜給他的，

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  
                                                     伯42:10下 



生命的改變 
 

耶穌還未進入撒該的家， 
撒該的生命已完全被改變，原因為何？ 

 
撒該的改變是一瞬間的；他感激耶穌的接
納，卻不能承受人對耶穌的批評；他怎能
因為自己的罪而污衊耶穌的名聲呢？ 
他改變，是因為愛主而作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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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端午節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阿！
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
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路19:8 



浪子的轉變 
 

浪子因為甚麼轉變？是因為山窮水盡， 
也因為相信父親必會原諒他。 

 
浪子的轉變仍是自我中心的，他請父親把
他「當作一個雇工」？可見他不了解父親，

卻無阻父親對他堅定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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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去，
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路15:18 

2020               六月 

26 
星期五 



心的改變 
 

耶穌稱雅各及約翰為「雷子」，不但指 
他們說話大聲，更可能指他們脾氣暴躁。 

 
這兩位門徒本能地認為當地人拒絕耶穌是
忘恩負義，是對耶穌藐視；耶穌卻提醒他
們祂來的目的，並指引他們注意內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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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雅各、
約翰)，說：你們的心如何，  

你們並不知道。  
                                                         路9:55 



將來如何？ 
 

耶穌揀選最靠近祂的三位核心門徒：彼得、
雅各與約翰，都是性格較急躁的，但仍 
無阻神使用他們成為傳福音的使者。 

 
雅各最早殉道，彼得可能死於獄中或有傳
他被釘於十架，約翰卻最晚離世；只要把
主權交給神，讓神使用，就是最美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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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看見他(約翰)，就問耶
穌說：主阿！這人將來如何？  

                                                     約21:21 

2020               六月 

28 
星期日 



跟過耶穌 
 

公會的人知道門徒沒有受過正式的拉比訓
練，卻有耶穌傳道時那吸引百姓的能力。 

 
門徒的勇敢大膽傳道，並非知識與技巧，
而是真實經歷過的，是不能被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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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六月 

29 
星期一 

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  

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
小民，就希奇，認明他們是

跟過耶穌的。  
                                                     徒4:13 



不能不說 
 

使徒傳福音的熱誠與能力， 
在於真實的經歷與使命感。 

 
使命感與真實的經歷，是持久推動事奉的
力量之源。如何培養？認真跟從主的， 
不是刻意勇敢，乃出於真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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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六月 

30 
星期二 

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
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
理，你們自己酌量罷；我們所
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徒4: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