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先知大先知書書 十一課十一課……

耶利米書耶利米書--限制級傳道限制級傳道

10 秒後自動播放

畫面右下角
切換全螢幕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切換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耶利米書第一章 1 - 19

1 便雅憫地亞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兒子耶利米的話記在下面。

2 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約西亞在位十三年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

3從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在位的時候，直到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

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間耶路撒冷人被擄的時候，

耶和華的話也常臨到耶利米耶和華的話也常臨到耶利米。

4 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5「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我未將你造在腹中 我已曉得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6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

耶和華對我說 「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 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7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

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

8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8你不要懼怕他們 因為我與你同在 要拯救你 」這是耶和華說的

9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

10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

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耶利米書第一章 1 - 19
1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甚麼？」

我說：「我看見一根杏樹枝。」

12 耶和華對我說 「你看得不錯12 耶和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

因為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成就。」

13 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我說：「你看見甚麼？」耶和華的話第 次臨到我說 你看見甚麼 」

我說：「我看見一個燒開的鍋，從北而傾。」

14 耶和華對我說：「必有災禍從北方發出，臨到這地的一切居民。」

15 耶和華說：「看哪 我要召北方列國的眾族；他們要來 各安座位15 耶和華說：「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國的眾族；他們要來，各安座位

在耶路撒冷的城門口，周圍攻擊城牆，又要攻擊猶大的一切城邑。

16至於這民的一切惡，就是離棄我、向別神燒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我要發出我的判語，攻擊他們。

17所以你當束腰，起來將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話告訴他們；

不要因他們驚惶，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前驚惶。不要因他們驚惶，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前驚惶。

18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

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眾民反對。

19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

這是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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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第一步最重要 ─ 
耶利米書第一章被上帝呼召之後，命定後面五十二章，五十二章，

被上帝用 特徵 被上帝 命定 限制

角色被限制

被上帝用的特徵 ─ 被上帝所命定、所限制：

第五節 ─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為聖、、角色被限制

舞台被命定

第五節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為聖

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第七節 ─ 不要說我是年幼的，舞台被命定

任務被命定

第七節  不要說我是年幼的

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

第十節 ─ 列邦列國之上要施行拔出、拆毀、任務被命定

挑戰被命定

第十節  列邦列國之上要施行拔出 拆毀

毀壞、傾覆，又要建立跟栽植

十八節 ─ 君王、首領、祭司、地上的眾民，挑戰被命定 十八節  君王、首領、祭司、地上的眾民，

都要反對你

往哪裡去、哪一個舞台、做什麼事，被上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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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帝用的人的第一章，都是限制級傳道…
保羅 ─ 第三次旅行佈道，說：

徒廿十22-24 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被捆綁，
不知道在那裡要遇見甚麼事；但知道 ─

聖靈在各城裡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彼得，耶穌對他三次說「你愛我嗎？」

約廿一18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年少 時 自 束 帶子 隨意往來

但但年老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被上帝用的人，事奉的原點是天上的約束…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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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舞台被上帝的主權所約束

一5-7 ─ 我沒有將你造在腹中、已經曉得你…

加一15 那把我從母腹裡分別出來、

又施恩召我的神。又施恩召我的神。

生命的舞台在母腹裡，已經被上帝所約束。

詩一卅九16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很多事我們是沒有主權的 ─很多事我們是沒有主權的  
出生地、父母親、種族…，沒有選擇；

上帝要用的人，就是生命舞台被上帝約束約束，，上帝要用的人 就是生命舞台被上帝約束約束

被上帝派為列國列邦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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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開始事奉的時候，一定有自由意志的衝突，
有點像客西馬尼園 ─ 耶穌禱告說

我父、我父，倘若可行，叫這杯離開我，

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耶利米想照自己的意思 ─ 我年幼，不要找我。

上帝對他說 ─ 我差遣你到哪裡去，不要說你年幼，

你都要去！我已分派你成為限制級傳道。

不！我不要跟你同負一軛，不 我不要跟你同負 軛

這這條路很苦、有人會苦待、我年幼、世界沒有玩夠…
被上帝用的人最大的掙扎是你的主權，想自己掌控。

耶利米，如果沒有 第一章成為限制級傳道，

就不會有四十年在耶路撒冷事奉，

被上帝用的人最大的掙扎是你的主權 想自己掌控

就不會有四十年在耶路撒冷事奉，

後來寫下耶利米書、哀歌、列王紀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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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鉛筆來說，

要寫出色彩：

任何人要被上帝用…
要寫出色彩

1. 經歷刀削的痛 ─
2. 修正做過的錯 ─

耶利米很多人要戳他、很多痛苦

事奉、祈禱、傳道，很多錯誤、失敗…修正做過的錯

3. 最貴重的是心 ─

事奉 祈禱 傳道 很多錯誤 失敗

修正它，繼續往前走，靠主改變、更新

不在外面、名聲、地位、經歷，3. 最貴重的是心

4. 繼續被主人用 ─

不在外面 名聲 地位 經歷

裡面單純仰望的上帝的心

人生最多的累積、下半場最精采，4. 繼續被主人用

5 主人握在手中 ─

人生最多的累積 下半場最精采

摩西八十歲到一百二十歲最精采

肯把主權放在導演，你不過是演員，5. 主人握在手中 肯把主權放在導演 你不過是演員

派你哪裡去、你都去，

不讓你去，你也不要去不讓你去，你也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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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不願意到埃及，是被約哈難綁架到埃及。

被上帝用的耶利米，一定沒有自由度：

一9 伸手按住你的口，一17 要束腰，綁起來

他告訴同工巴錄，不要為自己圖謀大事，讓上帝來掌管來掌管：：

四五4-5 耶和華如此說：「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毀。

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

上帝幫你規劃前面的路，明天在上帝的手中…
耶利米被上帝抓了四十年，流淚的先知、痛苦的先知，耶利米被上帝抓了四十年，流淚的先知、痛苦的先知，

被擄之後的但以理看到他的書受感動

新約新約耶穌稱讚這個耶利米先知新約新約耶穌稱讚這個耶利米先知

猶太人猶太人在大屠殺之後，仍然記念這個流淚的先知

你要你要被上帝用 生命舞台要被上帝的主權所約束；你要你要被上帝用，生命舞台要被上帝的主權所約束；

不肯被上帝約束的人，不可能被上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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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上帝 啟2. 國度視野被上帝的啟示所約束

一9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是耶 華伸手按我 對我 我 將當說的話傳

被約束、傳道，傳什麼呢？

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才有建立、栽植，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才有建立、栽植，

先有負面、再有正面，先被神摸著、才幫助整個國家

異象 上帝問他說「 看 麼 杏樹枝異象 ─ 上帝問他說「你看到什麼呢？」杏樹枝，
祂說「你看得不錯，我要留意保守。」

杏樹枝 留意保守 希伯來文 雙關語杏樹枝、留意保守，希伯來文 shaw‐kade‘ 雙關語，

對耶利米來說 ─ 每一次看到杏樹枝，上帝留意保守。

第二個異象 ─ 北方燒開來的鍋，

墮落敗壞的人，通通要被上帝透過巴比倫審判

第二章開始傳道，視野變成神的道跟聖靈在他身上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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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開始傳道，忠言逆耳、很難聽的…，同胞不喜歡聽、

王不喜歡聽，甚至王把耶利米所寫的聖書燒了。

他不怕王怒、不怕別人的臉色。

上帝呼召耶利米對亞哈斯、對西底家講道，

地位比君王還要高，關心是天上的事、認清角色角色

不要把角色拉到政黨、君王、一個國下面，

他是服在上帝下面 ─ 傳主的道、怕所當怕的

要被上帝用的人，不要被一個人間小國綁住了，要被上帝用的人 不要被 個人間小國綁住了

不要把福音放在文化下面、把傳道角色放在政黨下面，

要有國度的視野，超越一個國家、成為列邦列國要有國度的視野 超越 個國家 成為列邦列國

宣教做不好，是因為國度是一個國、而不是天上國

西國宣教士到華人當中宣教就是有國度觀，西國宣教士到華人當中宣教就是有國度觀

不是為了英國、美國…，是為了上帝國到中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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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戴德生 ─ 留清朝的辮子，羞辱了英國，

宣教士的錢就不奉獻來，他不在乎；

他在揚子江旁邊，死在長沙、埋在長沙。

他說一句名言 ─ 不是為中國，是為基督！

Not for China, But for Christ.

馬偕「最後的住家」的詩 ─馬偕 最後的住家」的詩

遙遠的福爾摩沙是我心所愛的，

不管是漢人、平埔族、高山族，為了福音服事他們，不管是漢人 平埔族 高山族 為了福音服事他們

我滿心情願獻上我的生命，就算一千次也不足為惜。

西國宣教士是因為天國 上帝國度眼光成為宣教士西國宣教士是因為天國、上帝國度眼光成為宣教士，

華人傳道人一定要有廣的國度觀念，

讓福音傳到外國，而不是只有自己的小國讓福音傳到外國，而不是只有自己的小國

不要變成一國、不要變成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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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感被上帝的應許所約束

眾民、眾臣通通反對你、攻擊你…，果然巴比倫來了，

第一批 把但以理、約雅敬擄走了

第二批 把以西結、約雅斤擄走了西 斤

第三批尼布甲尼撒王親自來，西底家怕了，

派人去問耶利米 ─ 我現在該怎麼辦？派人去問耶利米 我現在 怎麼辦

廿一8-10 你要對這百姓說，耶和華如此說：
「看哪，我將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擺在你們面前。看哪，我將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擺在你們面前。

住在這城裡的必遭刀劍、饑荒、瘟疫而死；

但出去歸降圍困你們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

要以自己的命為掠物。我向這城變臉，降禍不降福；

這城必交在巴比倫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燒。」

西底家要活，只有一條路 ─ 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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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投降是唯一的路，才有辦法活著！」
這句話很麻煩，就有人想害死他 ─

卅七11-13 迦勒底的軍隊因怕法老的軍隊，

拔營離開耶路撒冷的時候，拔營離開耶路撒冷的時候

耶利米就雜在民中出離耶路撒冷，

要往便雅憫地去，在那裡得自己的地業。要往便雅憫地去，在那裡得自己的地業。

他到了便雅憫門那裡，有守門官名叫伊利雅，

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說：「你是投降迦勒底人哪！」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說： 你是投降迦勒底人哪！」

你是不是通敵？為什麼叫我們投降！

他被抓到監牢、被罵「猶奸」，多少人想害死他 ─
卅八6 ─他在監牢裡，不給他吃、不給他喝卅八6  他在監牢裡，不給他吃、不給他喝…

幾乎沒有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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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死的是西底家，在眼睛沒有被挖之前，

看到所有的兒子被殺，拉他到巴比倫城去；

約雅敬、約雅斤、西底家，都死了或被擄走，

耶利米，最後留下來寫哀歌…

一19 「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

經歷到 ─ 上帝是他的堅城、鐵柱、銅牆，

們要攻擊你 卻不能勝你

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你如果是限制級傳道你如果是限制級傳道，

就會經歷到上帝把應許約束著你，

因為上帝說因為上帝說 ─ 
我是你的銅牆鐵壁、我是以馬內利的神。

來跟從祂 就可以變成限制級傳道來跟從祂，就可以變成限制級傳道、

生命被上帝所限制…

主
禱告禱告

求主幫助 ─
所有華人長執同工、特別傳道，

禱告禱告
所有華人長執同工 特別傳道

成為被你的主權所約束的

限制級傳道限制級傳道；

也因為國度視野被你所約束，

傳主的道成為跨國宣教；

更多的在生命當中，更多的在生命當中

被你的應許所約束、不怕任何的災害，

經歷到以馬內利的神。經歷到以馬內利的神。

奉主耶穌基督榮耀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