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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爵士培根曾說：「沒有一種罪惡，

虛偽 背叛 讓 感比虛偽跟背叛更讓人感覺到可恥。」

然而上帝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民，竟同時擁有

虛偽、背叛，這兩種令人可恥的特質。

引述 申廿四1-4人娶了老婆，她做了不好的事，

丈夫可以寫休書給她，這個婦人可以去嫁給別人，

再嫁之後，後夫又跟她離婚，婦人想回到前夫身邊，

律法的要求是不可以的 ─ 玷汙神所賜的產業

按人性來講，這一種背叛是讓人難以饒恕

三1 有話說：「人若休妻，妻離他而去，

作了別人的妻，前夫豈能再收回她來？作了別 的妻 前夫豈能再收回她來？

若收回她來，那地豈不是大大玷污了嗎？」

但你和許多親愛的行邪淫，還可以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難道妳做了很多見不得人的事，竟然還想回家來找我嗎？

事實上南國猶大不僅是背叛上帝，而且還對上帝虛偽…

三4-5 你剛剛不是還呼叫我：

「我父啊！你是我年輕時的良伴；

耶和華怎會永遠懷怒，常存憤恨呢？」

你雖然這樣說了，還是盡力去作惡。(新譯本)

這是這段經文的背景。

面對南國猶大人的背叛跟虛偽，

只能說這些人都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我們身旁如果有這種親朋好友，

早就一刀兩斷、不敢交往，因為這種

虛偽、背叛的人，是沒有誠實、是詭詐的

耶和華上帝呢？

是不是永遠就跟這些子民一刀兩斷了呢…

三6 約西亞王在位的時候，耶和華又對我說…

當時約西亞王勵精圖治，試圖改革宗教信仰，

但他的祖父瑪拿西王已經把南國猶大

信仰的根基敗壞到極點，社會道德積重難返

百姓毫無廉恥之心，從上到下、百姓 無廉恥之

從政治領袖、神職人員、先知、祭司，

行為完全跟上帝的道是背道而馳的行為完全跟上帝的道是背道而馳的

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王多行不義之後，以色列國就分裂了 ─
北邊以色列，以撒瑪利亞作首都北邊以色列，以撒瑪利亞作首都

南邊猶大，以耶路撒冷作首都

耶利米時期，北國以色列已經被亞述帝國滅掉，耶利米時期，北國以色列已經被亞述帝國滅掉，

當時耶利米是南國猶大的先知；

耶利米書的經文，耶利米書的經文，

是把這兩個國家的歷史都一起談入。



北國以色列早在 722B.C.滅亡，
距離耶利米傳這段預言已經過 百年距離耶利米傳這段預言已經過了一百年，

三8a 背道的以色列行淫，

我為這緣故 休書休我為這緣故給她休書休她。

象徵上帝已經讓以色列遭遇到外患、

遭到亞述帝國亡國的審判遭到亞述帝國亡國的審判。

沒想到這場歷史事件，竟然沒有刺激南國猶大的覺醒，沒想到這場歷史事件，竟然沒有刺激南國猶大的覺醒，

聖經還說他們的所作所為，比北國以色列更奸詐…
三8b 我看見她奸詐的妹妹猶大，三8b 我看見她奸詐的妹妹猶大，

還不懼怕，也去行淫。

三11 背道的以色列比奸詐的猶大還顯為義。三11 背道的以色列比奸詐的猶大還顯為義

南國猶大有前車之鑑，但是不好好悔改，

反而還顯出比北國以色列更愚昧的反而還顯出比北國以色列更愚昧的

拜偶像行為、抵擋上帝話語的剛硬。

先知書中，常把拜偶像的行為，等同於犯屬靈上的淫亂，

中 情夫 多半 是木 偶像經文中提到的情夫，多半指的是木頭、石頭所雕的偶像，

以色列原是上帝按著祂的形像所造的寶貝、是上帝的新婦

尊他們竟然丟棄這麼尊貴的職分，寧可作沒有羞恥的娼妓，

去倒貼追逐偶像崇拜、曾經欺負過他們的國家

雖然南國猶大人背信忘義，但是上帝不會忘記

跟以色列先祖立下了永恆的約定，

正因為上帝是守約施慈愛的神…

三12 耶和華說：「背道的以色列啊 回來吧！三12 耶和華說：「背道的以色列啊，回來吧！

我必不怒目看你們；因為我是慈愛的，

我必不永遠存怒。」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必不永遠存怒。」這是耶和華說的。

三14、22 你們這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

上帝的口吻像是慈父，等待著浪子回頭上帝的口吻像是慈父 等待著浪子回頭…
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病。

千萬不要以為只有新約才有福音，

舊約也有福音 ─ 指的是好消息，

當罪人犯罪、在法庭上接受審理，

法官竟然當庭宣判無罪釋放

對本來面對「罪的工價乃是死」的罪人來講，

就是一個好消息！

從 耶利米書三12 4看到這樣的 個好消息從 耶利米書三12 –四4看到這樣的一個好消息，

我稱之為「耶利米書中的福音」，

反覆不斷地出現 個非常關鍵的詞反覆不斷地出現一個非常關鍵的詞 ─ 
回轉，希伯來文 shoob，
出現在耶利米書中總共 92節出現在耶利米書中總共 92節

光在 三到四章就出現 11次之多
成回家 回轉 歸回可以翻譯成回家、回轉、歸回

試想一個忘恩負義、紅杏出牆的女人，

被情 棄 家 手 慶 她活該一旦被情人拋棄，大家額手稱慶 ─ 她活該…
或者一個浪子離家出走，

忘記父母的養育之恩、在外面揮霍，

有一天他流浪在外，想起父母對他的愛、決定回家…
我們如果先前知道他的所作所為，

就像是對待紅杏出牆的女人一樣，

也會認為這個浪子是活該、自作自受。

但當他們被社會厭棄、走投無路時，卻從聖經發現 ─但當他們被社會厭棄 走投無路時 卻從聖經發現  
上帝猶如充滿憐愛的丈夫、

等待浪子回頭的慈父，等待浪子回頭的慈父，

呼喚說：「回來吧，你這背叛我的人，

回來吧，即使你已經病得很深，回來吧，即使你已經病得很深，

我還是願意等待你，請你回家吧，親愛的！」



上帝也曾透過先知何西阿的婚姻，表達上帝對祂子民的愛 ─
先知何西阿娶了歌篾 歌篾背叛丈夫 在外頭有了情夫先知何西阿娶了歌篾，歌篾背叛丈夫、在外頭有了情夫

後來歌篾又失去了她的愛情、想走回頭路，

沒想到上帝告訴先知何西阿說沒想到上帝告訴先知何西阿說︰

「你要收納她再次成為你的妻子！」

當忘恩負義的人在縱慾享樂快活的時候，

從來沒想到傷透了那個愛他們的那個人的心，

當他們在外面灰頭土臉、想回來的時候，

不可思議的，那被他傷透心的人，竟然說：「回來吧，

不管你怎麼被人唾棄、自己覺得如何的無可救藥，

我還是愛著你，只要你願意回來，我還 著你 你 來

你會發現，我在等著你。」這就是福音！

就是 耶三提到，天父對我們、對罪人的愛，就是 耶 提到 天父對我們 對罪人的愛

祂召喚著罪人：「回家吧！親愛的。」

三12 耶和華說：「背道的以色列啊，回來吧！

因為我是慈愛的 我必不永遠存怒因為我是慈愛的，我必不永遠存怒。」

卅一3 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抓住你上帝還要解決他們背道的問題…

三15 我也必將合我心的牧者賜給你們。

他們必以知識和智慧牧養你們。

讓我們想到新約時期的耶穌，耶穌曾經說 ─
太十五24 我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太十五24 我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

約十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以色列的觀念中，君王如同牧羊人、牧養上帝的百姓，以色列的觀念中，君王如同牧羊人、牧養上帝的百姓，

南國君王多行不義、背叛神，上帝就應許會賜下

真正合祂心意的人，就是大衛的後裔、彌賽亞耶穌，真正合祂心意的人，就是大衛的後裔、彌賽亞耶穌，

祂的名是以馬內利，意思是神與我們同在。

三16b 當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說耶和華的約櫃，

不追想 不記念 不覺缺少 也不再製造
救恩的方舟

不追想，不記念，不覺缺少，也不再製造。

舊約時期放在至聖所的約櫃，是上帝跟祂子民立約的記號，

北國、南國破壞了約，約櫃在南國亡國之後不知去向…
新約的觀點，耶穌道成肉身成為中保，取代了約櫃耶 身

耶穌的新約取代摩西的舊約，

不是指廢棄舊約，基督徒還是要好好讀舊約不是指廢棄舊約，基督徒還是要好好讀舊約

為了要成全舊約 ─ 人憑自己達不到的部分，

透過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們救恩的方舟透過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們救恩的方舟

成為救恩的基礎，開始我們生命建造的過程

基督徒不是靠功德得救，而是靠耶穌基督的名，

祂的名是以馬內利，祂就是新約的約櫃。

來八6a 耶穌是更美之約的中保。 新約

三23-25有一天上帝的子民會因神的恩典，突然恍然大悟…
仰望從小山或從大山的喧嚷中得幫助，真是枉然的。

以色列得救，誠然在乎耶和華我們的神。

從我們 年 來 可恥的偶像將我們列祖 勞碌從我們幼年以來，那可恥的偶像將我們列祖所勞碌

得來的羊群、牛群，和他們的兒女都吞吃了。

我們在羞恥中躺臥吧！願慚愧將我們遮蓋；我們在羞恥中躺臥吧！願慚愧將我們遮蓋；

因為從立國以來，我們常常得罪耶和華。

人常常對勝過罪是無能為力的。

以色列人當年背叛上帝，因為生命的偶像太多了…
不同的神明管他們不同的慾望，

他們要不斷地拜，所以離棄活水的泉源，

四1 以色列啊，你若回來歸向我，

若從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遷移。

他們偏偏選擇偏移的道路、背叛神到底，然後被擄到異邦。



許多時候我們的內心是否常覺得飄盪、不得安息呢？

是不是正像南國的百姓 生命的偶像太多了是不是正像南國的百姓，生命的偶像太多了，

以致事奉焦點、生命目標，偏離了揀選、拯救我們的主？

何嘗不需要跟這群百姓 樣歸回呢？歸回吧 弟兄姐妹！何嘗不需要跟這群百姓一樣歸回呢？歸回吧，弟兄姐妹！

如果心在外面流浪，迷失的罪人找到回家的路是很難的

正因如此 耶穌才會奉差遣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裏作牧者正因如此，耶穌才會奉差遣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裏作牧者

約十四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來四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此時你心中有很多的愛慕，以致被自己的邪情私慾引動、

不得安息，今天正是你回家的日子；不得安息，今天正是你回家的日子；

服事上帝的人，事工、信徒的讚美、掌聲、

苛責完全盤據你的心 以致失去安息苛責完全盤據你的心，以致失去安息，

生命充滿雜質、偶像，今天也是你回家的日子。

已故荷蘭神父盧雲，在《浪子回頭》說到：

我不管在哪裏事奉，我知道上帝是忌邪的戀人，

要我全人全心，一切動機都為榮耀祂、愛祂。

我這樣的凡人，接受上帝、找到回家的路，

是切實可行的嗎？這真的是我的選擇嗎？

這不是形而上的問題，而是使命的問題 ─
我受召進入我生命的聖所，也是神所選擇的居所，

到達該處唯一的途徑，是不住地禱告、

眾多的爭戰、痛苦、掙扎，

可 幫 我不斷地透過主的恩典 找到 家的路可以幫助我不斷地透過主的恩典，找到回家的路

我確信唯有藉由不住的禱告，才能登堂入室

弟兄姐妹們，你找到回家的路了嗎？

不管光景多麼壞、多麼惡、曾經無可救藥，不管光景多麼壞 多麼惡 曾經無可救藥

我們的父正在門口，倚門等待著你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