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本
Language: 普通话 (Mandarin)
Provided by: Bible League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Copy
Taken from the Chinese Easy-To-Read Version © 1999, 2015 by Bible League
International.
PDF generated on 2017-08-22 from source ﬁles dated 2017-08-22.
bdb32995-f4ba-56e2-91a0-dc951ee9a4e2
ISBN: 978-1-5313-1304-3

1

弥迦书
撒玛利亚和以⾊列将受惩罚
摩利沙⼈弥迦在约坦、亚哈斯和希⻄

1 家诸王相继统治犹⼤国期间，在异象
中得到的主的默⽰。以下是他关于撒玛
利亚和耶路撒冷的预⾔。
2 听着，世上的万⺠！
⼤地和⼤地上的所有居⺠，
你们要侧⽿倾听。
愿⾄⾼的主从他神圣的殿宇中作证指控
你们。
3 看啊，主出了他的居所，
他要降临⼤地，践踏邱坛。
4 在他的脚下，
群⼭消融，⼭⾕崩裂，
如同放在⽕旁的蜡，
如同⽔泻下陡峭的⼭坡。
5 由于雅各*的背叛，
由于以⾊列⼈的罪，
这⼀切⼀定要发⽣。
撒玛利亚，罪的根源
什么导致雅各的叛逆⾏为？
就是撒玛利亚。
犹⼤的邱坛⼜在何处？
就在耶路撒冷。
6 主说: “因此，我要把撒玛利亚变成⽥野
⾥的废墟，
成为种葡萄的地⽅。
我要把她的砖⽯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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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出它的根基。
7 她的偶像†都要被打碎，
她的所得都要被烧掉。
我要铲除她的⼀切偶像，
因为那是她卖淫所得，
⽽且必将再成为宣淫的代价。”
弥迦的巨⼤悲痛
8 为此，我要伤⼼痛哭，

⾚⾝露体，⾚脚⾏⾛，
像野狗⼀样悲号，
像鸵⻦⼀样哀鸣。
9 因为撒玛利亚‡已经⽆可救药，
⽽且灾祸也将延及犹⼤，
直逼到耶路撒冷，
我的同胞的⼤门前。
10 不要在迦特¶提及这件事，
不要在亚柯§掉⼀滴眼泪，
到伯亚弗拉**去在尘⼟中打滚吧！
11 沙斐††的居⺠啊，
你们⾚⾝露体，含羞⾏路；
撒南‡‡的居⺠啊，
你们不敢出头。
伯以薛¶¶⼈依依哀哭，
对你们⽆⼒相助；
12 玛律§§的居⺠在痛苦中挣扎，
他们期待着好消息。
然⽽发⾃主的灾难就要临到耶路撒冷
了！
13 拉吉*⼈把战⻋套上最快的⻢，
这是锡安⼈的罪的起始，
以⾊列⼈叛逆⾏为的根源在你这⾥。
14 因此，你要送礼给摩利设迦特†，

*1:5 雅各 以⾊列的另⼀个名字。⻅《创世记》32:28。雅各常⽤来指以⾊列，这个由

雅各的后代繁衍⽽成的国家。
†1:7 偶像 ⺠众崇拜的异神的像。
‡1:9 撒玛利亚 以⾊列国北部⼗⽀派的⾸府，这⾥常⽤来指王国本⼟的北部。
¶1:10 迦特 这是个双关语，迦特这个名字也意为“告诉”。
§1:10 亚柯 意为“哭泣”。
**1:10 伯亚弗拉 伯亚弗拉这个名字也意为“尘⼟之屋”。
††1:11 沙斐 沙斐这个名字也意为“美丽的”。
‡‡1:11 撒南 撒南这个名字也意为“出来”。
¶¶1:11 伯以薛 伯以薛这个名字也意为“援助之源”。
§§1:12 玛律 玛律这个名字也意为“⾟酸”、“愤怒”或“悲伤”。
*1:13 拉吉 “拉吉”在希伯来语中与“⻢”字的发⾳相似。
†1:14 摩利设迦特 弥迦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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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它道别，亚⾰悉*⼈只会使以⾊列诸王
失望。
15 玛利沙†的居⺠啊，
新的征服者要来征服你们，
以⾊列的显贵将逃往亚杜兰‡。
16 你将悲哀地为你钟爱的⼉⼥剃光⾃⼰
的头发¶，
剃得像秃鹰⼀样光秃，
因为他们将被掳⾛，离你⽽去。
⼈的邪恶计划
你这躺在床上还在思谋作恶发难的⼈

2 有祸了！

天刚放亮，你们就动⼿，
因为你们⼿中握着权柄，
能够为所欲为。
2 你们诈骗别⼈，夺⾛他的房屋；
你们欺压别⼈，侵占他祖传的产业。
主惩罚⼈的计划
3 因此，主说:

“我要把灾难降在你们这些⼈⾝上，
你们救不了⾃⼰。
你们再不能昂⾸挺胸地⾛路，
因为那将是个灾难的时刻。
4 那时，⼈们将唱起哀歌，
嘲讽你们说:
‘我们完蛋了！主把我们名下的⽥产给了
别⼈了！
他怎么会拿⾛我们的⽥产去给那背离上
帝的⼈？’
5 当⼟地再次拈阄分配的时候，
主的会众中不会有你们的后代。”
弥迦被禁⽌布道
6 那些邪恶的⼈说: “别向我们说教了！”

他们不听对不吉利事的预⾔，
因此，羞辱将缠住他们不放。
7 雅各的后代啊，应该不应该这样说:
“主不是有耐⼼吗？他会这样做吗？”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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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说: “难道正直的⼈没有从我的话中受
益吗？
8 但是近来，我的⼦⺠如同我的仇敌⼀样
崛起。
你们像从战场上回来的⼈，
扒掉毫⽆防备的过路⼈的豪华外⾐，
9 把我的⼦⺠的妇⼥赶出她们舒适的家，
并且把我赐给她们⼉⼥的荣耀尽⾏夺
去。
10 你们起来离开这⾥吧！
这⾥不是你们的栖⾝之地。
因为你们⼼地不洁，会招致毁灭，
痛苦地死去。”
11 假如有个⼼存诡诈的⼈撒谎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将来会有享⽤不尽的清酒和浓酒。”
他倒适合做这些⼈的布道⼈。
主将把他的⼦⺠聚集在⼀起
12 主说:

“我⼀定要把你们这些雅各的⼦
孙都召拢在⼀起，
我⼀定要把以⾊列的遗⺠都带在我的⾝
边。
我要领着他们，因为他们就像⽺圈⾥的
⽺，
由于对⼈惊惧⽽陷⼊混乱。”
13 开路者将在他们的前⾯挺⾝⽽起，
他们将夺门⽽出。
他们的王带领着他们，
主引导着他们。
以⾊列的⾸领们犯了邪恶的罪
我⼜说: “听着，雅各家族的族⻓们，

3 以⾊列家族的⾸领们！

难道你们不知道什么是正义吗？
2 然⽽你们却仇恨善良，喜爱邪恶。
你们剥⼈⺠的⽪，剔⾻寻⾁。
3 你们⻥⾁我的⼦⺠，
剥下他们的⽪，砸断他们的⾻头，
把他们剁成碎块，
就像放在锅⾥煮的⾁。”

亚⾰悉 这个名字意为“谎⾔”或“诡计”。
玛利沙 这个名字意为“拿东⻄的⼈”。
‡1:15 亚杜兰 ⼤卫逃避扫罗时藏⾝的洞。⻅《撒⺟⽿记上》22:1。
¶1:16 剃光⾃⼰的头发 表明某⼈与上帝⽴特定的约，或表明他⾮常悲哀。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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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们或许会向主求告，

但他不会应答他们，
他对他们掩⾯不睬，
因为他们做了邪恶的事。
假先知
5 ⾄于那些把⺠众引⼊歧途的先知们，

他们有东⻄吃时就谎报平安，⼈不满⾜
他们的欲求就诅咒他必遭⼑兵。
6 “你们夜间不会再有梦的启⽰，
你们在⿊暗⾥再也不能预⻅未来。
照耀先知的太阳⻄沉了，
笼罩他们的将是⼀⽚⿊暗。
7 先知们将因此抱愧，
占⼘者也必定羞惭。
他们都将以⼿掩⼝，
因为他们已经得不到上帝的默⽰了。”
弥迦是上帝的诚实的先知
8 但主的灵和能⼒充满了我，

给了我正义感和勇⽓，
使我能宣布雅各的过错，
指明以⾊列的罪。
以⾊列的⾸领们该受责备
9 雅各家族的族⻓们，

以⾊列的⾸领们，
你们听着！
你们藐视正义，歪曲公道，
10 以⽆辜⼈的⾎建起锡安*，
以欺诈建起耶路撒冷。
11 她的官员收贿卖法，
她的祭司收费施教，
她的先知为钱占⼘。
然⽽，他们却⾃以为依赖主，说:
“主不是就在我们中间吗？
灾难绝对不会降临到我们⾝上。”
12 正是因为你们的缘故，
锡安将被翻耕成⽥，
耶路撒冷将成为废墟，
圣殿的⼭将⻓满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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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将出⾃耶路撒冷
在末⽇⾥，

4 圣殿的⼭将成为群峰之⾸，
超越群峰。
万⺠将归向它，
2 许多⺠族的⼈将朝拜它，他们说:
“来吧，让我们到主的⼭上去，
到雅各的上帝的圣殿去。
他必会指给我们⽣活之路，
我们要遵循他的指引。”
主的教诲出⾃耶路撒冷，
主的律法出⾃锡安。
3 主将在万⺠中间施⾏审判，
他将为远⽅的强国排解争端。
他们将把⼑剑打成犁头，
把枪⽭打成镰⼑，
彼此不再争战，
从此弃绝⼑兵。
4 ⼈⼈都将安坐在⾃⼰的葡萄树和⽆花果
树下，
不再有⼈恫吓他们。
全能的主这样宣布了。
5 尽管各⺠族侍奉他们各⾃的神明，
但我们永永远远侍奉主—我们的上帝。
王国将复兴
6 主说: “那时，我要把瘸脚的、

被我放逐的和被我惩罚的都召聚在⼀
起。
7 “我要使残缺之⺠成为复兴的希望，
使离散之⺠成为强盛的国家。”
主将在锡安⼭上做他们的王，
从那时直到永远。
8 ⾄于你，你这牧放⽺群的⾼台，
锡安城的皇宫禁地啊，
你往昔的权威，耶路撒冷的王权，
必将重归于你。
以⾊列⼈为什么⾮去巴⽐伦不可？
9 耶路撒冷啊，你现在为什么如此哀号，

像临产的妇⼈⼀样疼痛难忍？
是不是你们没了君王？
是不是你们的谋⼠离开了你们？
*3:10

锡安 耶路撒冷所在的⼭的东南部，有时指住在耶路撒冷的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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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锡安⼈啊，

你们必像临产的妇⼥⼀样在痛苦中挣
扎，
因为你们将要离开城市，
住到荒野⾥。
你们将要到巴⽐伦去，
但在那⾥，你们会得解救，
主会把你们从仇敌的⼿中赎出来。
主将毁灭其他国家
11 现在，列国聚集起来攻击你。

他们说: “我们要玷污她，
要亲眼看看锡安的下场！”
12 但他们不明⽩主的想法，
不懂得他的⽤意。
他把他们集合到⼀起，
就像把⽲捆搬到打⾕场上⼀样。
以⾊列必将打败它的仇敌
13 主说: “锡安⼈，去粉碎他们吧！

我要把你的⾓变成铁，
把你的蹄变成铜。
你将制服万国。”
你们要把他们的掳掠所得献给主，
把他们的财富献给天下之主。
受欺凌的少⼥啊，召集你的勇⼠吧，
我们已经被围困了！
他们要⽤棍⼦抽打以⾊列君王的脸。

5

弥赛亚将出⽣在伯利恒
2 主说: “以法他的伯利恒啊，

你不过是犹⼤的⼀座⼩城，
但将来必有⼀位君王由你⽽出，
为我治理以⾊列。
他的家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3 因此，主要把以⾊列⼈交到他们的仇敌
⼿⾥，
直到临产的妇⼈⽣下那孩⼦。
那时，他的其余的同胞将回到以⾊列⼈
那⾥。
4 他将降临世界，
藉主的⼤能和主—他的上帝的名的威严
牧养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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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将⽆忧⽆虑地⽣活，
因为他的威望将传遍世上的每⼀个⾓
落。
5 他将给我们带来和平。
⼀旦亚述⼈侵犯我们的国家，
践踏我们的国⼟，
我们将任命七位牧者和⼋位将领对抗他
们。
6 他们将以剑征服亚述，
以⽭统治宁录。
当亚述⼈侵犯我们的国家，
践踏我们的国⼟时，
他将把我们从亚述⼈的⼿⾥救出来。
7 那时，散落在各⺠族中的雅各的遗⺠将
如主降下的露⽔，
如⻘草上的⽢霖。
他们不必倚仗⼈⼒，
他们不必仰望世⼈。
8 他们在列国万⺠之中如狮⼦⽴在林中的
百兽之间，
如雄狮⽴在⽺群之中。
当它伸出利⽖撕开猎物时，
没有谁能够逃⽣。
9 你要奋臂攻击你的仇敌，
完全征服它们。
⼈要信靠上帝
10 主说: “那时，

我要夺⾛你的战⻢，
摧毁你的战⻋，
11 毁灭你的城市，
拆掉你的城堡。
12 我要除灭你⼿中的巫术，
不留下⼀个占⼘者。
13 我要根除你们中间的偶像和⽯柱，
使你们不再拜⾃⼰⼿造的东⻄。
14 我要拔掉你们中间的亚舍拉柱*，
毁掉你们的城市。
15 我 要 以 烈 怒 报 复 ⼀ 切 不 服 从 我 的 国
家。”

*5:14 亚舍拉柱 让⺠众纪念迦南⼥神亚舍拉的柱像。在那个时代，⼈们认为她是巴
⼒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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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不满
听啊！主在说:
“起来，在群⼭⾯前提出你的控诉，
让⼤⼩⼭冈都听⻅你的声⾳。
2 群⼭啊，你这亘古屹⽴的⼤地的基⽯，
听听主的指控吧！
主在指控他的⼦⺠，
他要控告以⾊列⼈。”
3 主说: “我的⼦⺠啊，
我对你们做过些什么？
我怎样使你们厌烦了？
你们可以拿出证据来。
4 我领你们出埃及，
把你们从受奴役的命运中解救出来，
⼜差遣摩⻄、亚伦和⽶利暗做你们的⾸
领。
5 我的⼦⺠啊，要记住摩押王巴勒曾经策
划的阴谋，
要记住⽐珥的⼉⼦巴兰回答他的话，
也要记住你们是怎样从什亭到吉甲*的，
这样，你们就会明⽩主的公义的作为。”

6

主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6 你们说: “我们来⻅主时必须带什么？

我们敬拜⾄⾼的上帝时必须做什么？
是否应当献⼀岁⼤的⽜犊和烧化祭†？
7 主是喜爱成千的公⽺，
还是喜爱上万流淌如河的橄榄油？
我是否应该为了⾃⼰的罪献出⾃⼰的⻓
⼦，
是否应该⽤我亲⽣的孩⼦去赎我的灵的
罪？”
8 世上的⼈啊，主已经告诉过你们什么是
善。
他只要求你们，
伸张正义，热爱仁慈和忠诚，
谦卑地与你们的上帝同⾏。
以⾊列⼈在做些什么？
9 主对这城呼喊（睿智的⼈敬畏主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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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恶⼈的家⾥是否还有不义之财和该

受诅咒的⼩⽃和⼩秤？
11 我怎能容忍使⽤两种秤和假砝码？
12 这城的有钱⼈强夺豪取，

这城的居⺠都是骗⼦，
他们满⼝谎话。
13 因此，我要严厉地打击你们，
你们将因⾃⼰的罪⽽毁灭。
14 你们吃，却吃不饱，
依然饥肠辘辘；
你们把东⻄运⾛，
却保守不住。
⽆论你们怎样千⽅百计想保住它们，
我都将差遣你的仇敌去施⾏毁灭。
15 你们播种，却没有收获；
你们榨橄榄，却没有油去⾏膏油礼；
你 们 踹 葡 萄， 却 喝 不 到 ⽤ 它 们 酿 出 的
酒。
16 暗利‡王的法令还在不折不扣地奉⾏，
亚哈王室的做法还在继续，
你们还在效法他们，
因此，我要让你们被毁灭。
⼈们将嘲笑耶路撒冷⼈，
⽽你们将不得不忍受其他⺠族的轻蔑。”
弥迦为恶⼈的所作所为忧虑
我惨了，我像在已经摘尽果⼦的果园

7 ⾥，

⼜像在已经摘尽剩余葡萄的葡萄园⾥，
找不到⼀串可吃的葡萄，
也找不到⼀个我深爱的⽆花果。
2 在这块⼟地上已经没有⼀个正直诚实的
⼈，
也没有⼀个虔诚信实的⼈。
所有的⼈都在策划暗害和谋杀，
⼈⼈都在张⽹捕猎⾃⼰的同胞。
3 他们⻓于作恶，
官⻓和法官索求贿赂，
有权势的⼈随意发令，
正义被他们扼杀了。
4 他们之中最好的也不过如⼀丛荆棘，

“听着，聚集在这城⾥的⼈们！
*6:5

从什亭到吉甲 这段故事⻅《⺠数记》22-25。
烧化祭 也译为“燔祭”。
‡6:16 暗利 引导国⺠崇拜异神的以⾊列国王，⻅《列王纪上》16:21-26。
†6:6

弥迦书 7:5

6

他们之中最正直的也⽐刺⼈的篱笆更
坏。
惩罚的⽇⼦就要到了
主 啊， 您 的 守 望 者 预 ⾔ 的 时 刻 就 要 到
了，
那时，您将实⾏惩罚，
⽽这些邪恶之徒将会惊慌失措。
5 不要相信你的邻居，
不要依赖你的密友，
对你的妻⼦也要守⼝如瓶。
6 ⼉⼦藐视⽗亲，
⼥⼉不服⺟亲，
⼉媳跟婆婆敌对，
最危险的敌⼈就在你⾃⼰的家⾥。
主就是救主
7 ⽽我⼀⼼仰望着主，

我要耐⼼等待上帝—我的救主，
我的上帝⼀定会垂听我的祈祷。
贵妇耶路撒冷说:
8 我的仇敌啊，
不要对我的苦难幸灾乐祸。
我虽然跌倒了，
但正在重新站起；
我现在虽然处在⿊暗中，
但主⼀定会赐给我光明。
主赦免
9 我得罪了主，

因此，我必须承受他的怒⽓，
直到他对我实⾏审判，
做出公正的裁决。
他将带我进⼊光明，
⽽我将亲眼看到他实⾏的公义。
10 我的仇敌看⻅了，
⼀定会满⾯羞惭。
我要嘲笑他们，
因为他们⼀直在问我:
“主—你的上帝究竟在哪⼉？”
现在，他们要像街上的泥⼟⼀样被⼈践
踏。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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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将返回
11 重建你城墙的时刻快到了！

那也将是你扩展疆界的时刻。
12 那时，你的⼈⺠将从亚述，
从埃及，从幼发拉底河流域，
从海⾓天边回到你的⾝边，
13 但应许之地以外的地⽅将因它的居⺠
和他们在那⾥的所作所为⽽⼀⽚荒
凉。
⺠众向上帝祈祷:
14 主啊，求您牧养您的⼦⺠，
⽤您的牧杖牧养您⾃⼰的⽺群。
这些⽺孤独地⽣活在周围都是肥沃牧场
的丛林⾥，
求您让他们像从前⼀样牧放在巴珊和基
列。
以⾊列将打败它的仇敌
15 主啊，求您为我们显现神迹，

就像当年您领我们出埃及时⼀样。
16 让列国看⻅这些神迹吧，
他们会对⾃⼰的⼒量感到羞愧，
他们将⽤⼿捂⼝，
掩⽿不听。
17 他们将像在地上舔⼟的蛇，
战战兢兢地爬出城堡，浑⾝发抖，
⼼ 惊 胆 战 地 来 到 主 —我 们 的 上 帝 的 ⾯
前。
对主的赞美
18 主啊，哪个神能跟您相⽐？

您是赦免恶⾏的上帝，
是宽恕您的遗⺠的罪的上帝。
您不⻓久怀怒，
因为您要向您的⼦⺠显⽰不变的爱。
19 您将重新怜悯我们，
赦免我们的邪恶⾏为，
把我们的罪都投⼊⼤海的深处。
20 您⼀定会按照您在很久以前对我们祖
先的应许，
对雅各以信实相待，
向亚伯拉罕*显⽰不变的爱。

亚伯拉罕 以⾊列⼈的始祖，在这⾥亚伯拉罕指全体以⾊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