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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5-7 你們當傳揚在猶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說：

你們當在國中吹角，高聲呼叫說：
當
角 高聲
你們當聚集！我們好進入堅固城！
應當向錫安豎立大旗 要逃避 不要遲延
應當向錫安豎立大旗。要逃避，不要遲延，
因我必使災禍與大毀滅從北方來到。
有獅子從密林中上來，是毀壞列國的。
牠已經動身出離本處，要使你的地荒涼，
使你的城邑變為荒場無人居住。
這段預言應該是發生在南國猶大末年最後一位好王
約西亞王時期，國中是非常太平的，
 他們素來所面臨的外患亞述帝國，
他們素來所面臨的外
述帝國
已像風中殘燭國力不斷往下滑落
 促使當時南國猶大的好王約西亞，
促使當時南國猶大的好王約西亞
可以放心的在國家當中推動宗教改革

二十世紀俄羅斯的良心、先知的亞歷山大索忍尼辛，
在 1983 譚普頓獎頒獎典禮當中，
譚普頓獎頒獎典禮當中
談到有關俄羅斯在二十世紀的悲慘歷史…
半個世紀前，當我還只是小孩子的時候，
有一些大人對於降臨在俄羅斯的災難，提供解釋 ─
「人們已經忘記上帝了
「人們已經忘記上帝了」，就是一切發生的原因。
就是
發生的原
從那時起，我花了半個多世紀，
研究許多資料 寫了許多的書
研究許多資料、寫了許多的書，
去清理這次劇變所遺下來的沙石。
直到如今，如果有人問起我
俄羅斯在二十世紀所經歷的災難，
除了「人們已經忘記上帝」這個理由外，
除了
人們已經忘記上帝」這個理由外，
我實在找不到更確切的表達原因。
耶四5 六30 描述南國猶大接下來所經歷一連串災難的起頭，
耶四5-六30

正是因為他們「已經忘記了上帝」！

代下卅四4-5 記載當時約西亞王推動宗教改革的運動，

拆毀假神巴力的壇，把木刻、石刻的偶像打碎、磨成灰
壇
木
像打碎 磨成灰
 表面順服宗教改革，暗地還是拜偶像，欺壓窮人、男盜女娼


把真神當成假神、把假神當成真神拜，社會道德墮落敗壞、
自欺欺人的景象 使得上帝還在約西亞王掌政的太平期間
自欺欺人的景象，使得上帝還在約西亞王掌政的太平期間，
就差派耶利米在百姓中預告接下來要發生的狀況 ─
巴比倫將成為從北方而來的強大外患…
巴比倫將成為從北方而來的強大外患
耶利米彷彿真的看到這些景象，
四19 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
我的肺腑啊 我的肺腑啊 我心疼痛！

我心在我裡面煩躁不安，我不能靜默不言，
因為我已經聽見角聲和打仗的喊聲
因為我已經聽見角聲和打仗的喊聲。
四31 我聽見有聲音，彷彿婦人產難的聲音，

好像生頭胎疼痛的聲音 是錫安女子的聲音；她喘著氣
好像生頭胎疼痛的聲音，是錫安女子的聲音；她喘著氣、
挓挲手，說：「我有禍了！在殺人的跟前，我的心發昏了。」

想必這樣的預告，並沒有引起耶路撒冷城百姓的共鳴，
大家都還覺得我們在太平盛世 安啦
大家都還覺得我們在太平盛世，安啦！
我們起碼還會到聖殿去獻祭、按時去作禮拜、
表面上也是守節期、去聖殿時也會奉獻，
對上帝已經仁至義盡，上帝還要我們幹嘛呢？
耶和華上帝應該懂得保護我們這群人吧！
難怪 耶六 看到當時耶路撒冷城有很多假先知，
到處告訴百姓們說：「安啦，平安啦！」
另方面，或許耶利米自己也有點搞不清楚為什麼會有
耶利 自
搞 清楚 什
可怕的戰禍發生呢？耶路撒冷當時看起來非常好，
上帝到底在氣什麼
上帝到底在氣什麼？
五1 你們當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來跑去，

在寬闊處尋找，看看有一人行公義求誠實沒有？
在寬闊處尋找，看看有
人行公義求誠實沒有？
若有，我就赦免這城。

戰爭的災禍將來即將臨到，百姓們卻毫無感覺 ─
 覺得對耶和華上帝仁至義盡了，上帝應該要保護他們
覺得對耶和華上帝仁至義盡了
帝應 要 護
 耶和華上帝的聖殿在我們耶路撒冷，
上帝總不會讓祂的聖殿倒吧？
既然聖殿一天在，我們全部都是平安的
當時百姓自我欺瞞的景況，在今日教會生活中或許可以思想，
 家裡掛上匾額「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
家裡掛 匾額 基督是我家之主」
是
 在教會高懸十字架，但來到教會是一回事，
出到社會 行事為人跟世界的人沒有兩樣
出到社會，行事為人跟世界的人沒有兩樣，
有時反是作十字架的仇敵
 家裡、教會裡擺了很多聖經，但是很少去翻開，
家裡 教會裡擺了很多聖經 但是很少去翻開
仔細研讀、瞭解並且願意去順服上帝的話語
 在教會熱心投入服事
在教會熱心投入服事，但是生命沒有改變、
但是生命沒有改變
不想讓上帝的道來修剪我們

耶利米在百姓中尋找行公義、求誠實的人，發現沒有…
五4 這些人實在是貧窮的，是愚昧的，

人家說信什麼、他們就跟著去信…

因為不曉得耶和華的作為和他們神的法則。
更不曉得摩西律法書，他們看不懂
五5 我要去見尊大的人，因為他們曉得耶和華的作為和法則。
我
尊大的人
為
華 作為

哪知，這些人齊心將軛折斷，掙開繩索。
耶利米終於知道上帝生氣的原因了，
 並不是百姓沒有遵從外在的宗教禮儀
 而是在內心、生命沒有改變，不聽、不想順服上帝的話，
以致於他們行不公義 為人也不誠實
以致於他們行不公義、為人也不誠實，
對上帝也充滿虛謊，
 以為上帝沒有聽到他們欺壓人的聲音
 沒有看到他們所做隱藏敗壞的行為

大祭司亞倫兩個兒子，憑著自己的熱心
去獻上凡火、而不是聖潔的火，招到上帝審判
招到上帝審判
 大衛熱心想迎接約櫃來到耶路撒冷，
沒有按律法書派利未人去扛抬，乃是派牛車，
約櫃差點滑下來，烏撒跑去扶，招到被擊殺
這些人表面看起來都是在服事上帝、熱心、敬拜神，
但上帝看到他們事奉的隱藏，是憑著人的邪情私慾…


太七21-27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

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遵行
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
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為 基
磐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
把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水沖，風吹，
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約西亞王的宗教改革表面很有果效，實際上是一種人治，
約西亞王 死 南國整個上上下下都走回頭路
約西亞王一死，南國整個上上下下都走回頭路。
 信仰改革的核心應該關切的是上帝的道是否深植人心，
果效很慢、就像蓋房子，花了很多的時間都在打地基…
 如果不讀、不順服上帝的話，只靠外在假象來欺瞞上帝，
是把真神當假神拜 ─ 只要拜過就好，
卻沒有好好的去聽上帝的話、活出上帝的話
五21-24 耶和華說：你們怎麼不懼怕我呢？

我以永遠的定例，用沙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過。
因此，你們在我面前還不戰兢嗎？
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們叛我而去，
心內也不說：「我們應當敬畏耶和華我們的神；
他按時賜雨 就是秋雨春雨
他按時賜雨，就是秋雨春雨，
又為我們定收割的節令，永存不廢。」

當時有人對耶利米的話非常不以為然：我有尋求上帝的話啊，
雖然 是自己讀經禱告 但是參加特會 聽預言
雖然不是自己讀經禱告，但是參加特會、聽預言…
五30-31 國中有可驚駭、可憎惡的事：

就是先知說假預言，
取悅人、而不是服事上帝
祭司藉他們把持權柄；
藉
靠宗教地位來獲得權力，要人脈、支持、群眾，
不敢得罪人，不敢按正義來傳講上帝的話
我的百姓也喜愛這些事，
一味讓百姓聽他們講話覺得很舒服、很勵志，
不需要悔改、自省、生命的改變
到了結局你們怎樣行呢？
六14 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
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
說

「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把真神當假神拜的信仰，
就是以為可以透過外表的宗教儀式來賄賂上帝，
就是以為可以透過外表的宗教儀式來賄賂上帝
生命不需要改變、不需要捨己、不需要背十字架，
把上帝的救恩當成廉價的恩典來看。
德國殉道者二次大戰潘霍華牧師：
「這種廉價的恩典，是蒙饒恕而不需要悔改、
受洗不需要遵守教會的紀律、領聖餐不需要自我省察、
不需 遵守 會 紀律
餐不需
我省察
獲得上帝的赦免不需要個人真心誠意的懺悔。」
想透過表面工夫來取悅上帝
想透過表面工夫來取悅上帝，一定失望的…
定失望的
彌六7-8 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

或是萬萬的油河嗎？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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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勢力非常壯大、假貨充斥，沒有人願意聽耶利米的話…
六17-20 我設立守望的人照管你們，說：

「要聽角聲」，他們卻說：「我們不聽」。
列國啊，因此你們當聽！
當
會眾啊，要知道他們必遭遇的事。
我必使災禍臨到這百姓 就是他們意念所結的果子
我必使災禍臨到這百姓，就是他們意念所結的果子；
因為他們不聽從我的言語，至於我的訓誨，他們也厭棄了。
從示巴出的乳香，從遠方出的菖蒲（甘蔗）
奉來給我有何益呢？
你們的燔祭不蒙悅納；你們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悅。
六27-30 使你知道試驗他們的行動。他們都是極悖逆的，

往來讒謗人。他們是銅是鐵，都行壞事。
風箱吹火，鉛被燒毀；他們煉而又煉，終是徒然；
因為惡劣的還未除掉，人必稱他們為被棄的銀渣，
因為耶和華已經棄掉他們。

索忍尼辛提到：
 人類一切悲劇的起頭，往往是因為忘記了上帝
悲劇 起
是 為忘記了上帝
 今天的世界，正被一些厚顏無恥的信念所淹沒 ─
 有一群人盲目的迷信所謂的權力
 正義一無所成，而人往往認為權力無所不能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審判的上帝，人們真的什麼都幹得出來！
從今天的信息中，是否感受到上帝對每一位信祂的子民，
從今天的信息中
是否感受到上帝對每 位信祂的子民
在靈性、與祂關係上的要求呢？
我們可以每個禮拜主日守時的去報到
我們可以每個禮拜主日守時的去報到，
但是坐在那裡、奉獻的時候，心在哪裡呢？
 上帝不是不看重宗教的禮儀
 上帝同樣看重我們內心深處與祂的關係，
這樣的關係往往是透過
渴望遵行祂的道而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