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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第三章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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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收回她來，作了別人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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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歸向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2你向淨光的高處舉目觀看，你在何處沒有淫行呢？

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阿拉伯人在曠野埋伏一樣，你坐在道旁等候 好像阿拉伯人在曠野埋伏 樣

並且你的淫行邪惡玷污了全地。

3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因此甘霖停止 春雨不降

你還是有娼妓之臉，不顧羞恥。

4從今以後，你豈不向我呼叫說：從今以後 你豈不向我呼叫說

「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

5 耶和華豈永遠懷怒，存留到底嗎？」華 遠懷 」

看哪，你又發惡言又行壞事，隨自己的私意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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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的話都是建立在 ─
上帝把以色列人從埃及救出來、進迦南地的約：

你們是我的妻子、單單屬於我這個丈夫；

竟然另抱琵琶、另抱愛人，你們是娼妓、是淫婦！

是建立是建立在申命記的約，以色列人背約來談耶利米書，

這樣的信息一定惹人討厭。

信息兩個層次 ─ 審判跟救贖，特別集中先在審判：
你們不要以為「我有耶和華的殿」，你們不要以為 我有耶和華的殿」，

應當要愛寄居的、愛孤兒寡婦、行十誡，

這些完全不行，甚至拜偶像、拜巴力，這些完全不行，甚至拜偶像、拜巴力，

社會生活沒有任何的見證，只是抓著這個聖殿。

耶利米就在門口指責他們說：有聖殿有什麼用呢？耶利米就在門口指責他們說：有聖殿有什麼用呢？

不要以為有聖殿，上帝就不會把你們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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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講道第七章 是有名的聖殿的講道 Temple sermon ─
勸他們不要以為有聖殿，就可以有恃無恐。

1. 宗教不能取代個人的聖潔，還要行十誡

2. 宗教禮儀不能取代個人順服 ─ 順服上帝，

各方面討神喜歡，免得上帝把怒氣加在你們身上

3. 宗教不能取代遵行神的道

 不要行宗教的禮儀，卻不遵守上帝的道

 不聽的話，上帝藉著尼布甲尼撒王把你們擄到巴比倫去

這樣的信息是討人憤怒的，先知所關心的是上帝的心意，

各階層的人，不管是假祭司、先知、君王 任何人，各階層的人 不管是假祭司 先知 君王…任何人
他都從上帝的道來勸他們 ─ 要悔改歸向上帝。

難怪他會有十字架；傳道人最大的問題是 ─難怪他會有十字架；傳道人最大的問題是

我要討人喜歡，還是討上帝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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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生命的實際之前以色列的墮落敗壞、有宗教卻沒有生命的實際，
他第九章就知道 ─ 上帝要讓巴比倫把他們擄走…

我們看他如何禱告、如何講道，就可以看出 ─
裡面充滿了淚水、無奈、破碎的心，

希望同胞悔改、能夠歸向上帝。

1. 為猶大被殺戮哭泣

八21 因我百姓的損傷，我也受了損傷。

我哀痛，驚惶將我抓住。我哀痛 驚惶將我抓住

九1 但願我的頭為水，我的眼為淚的泉源，

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

流淚的先知所傳的信息，是希望他們悔改，

他們不悔改 到處被鞭打；他們不悔改、到處被鞭打；

上帝讓他們一批一批被擄走，他們仍然不肯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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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猶大的謊言哭泣

九3-4「他們彎起舌頭像弓一樣，為要說謊話。
他們在國中增長勢力，不是為行誠實，

乃是惡上加惡，並不認識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你們各 當謹防鄰舍 信靠弟你們各人當謹防鄰舍，不可信靠弟兄；

因為弟兄盡行欺騙，鄰舍都往來讒謗人。

屬神的百姓背約，沒有神本就沒有人本，
互相傷害、欺騙、毀謗，因此為他們哭泣。

九10 我要為山嶺哭泣悲哀，為曠野的草場揚聲哀號；
因為都已乾焦，甚至無人經過。

人也聽不見牲畜鳴叫，空中的飛鳥和地上的野獸都已逃去。

以色列人得罪神，大自然、環境、環保受傷害，受造物哭泣。以色列人得罪神 大自然 環境 環保受傷害 受造物哭泣

先知看到同胞不尊敬上帝的道、不守上帝的約、彼此互相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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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學者赫修 耶利米最大的特徵悲愴舊約學者赫修 Heschel ─ 耶利米最大的特徵悲愴 pathos，
先知的生命充滿了愛、也充滿了憤怒，

充滿了悲傷、跟上帝將來的盼望跟喜樂；

愛跟恨、悲傷跟喜樂、憐恤跟憤怒一同交織的。

雷格特 Leggett 有一本書 ─
《 》愛的神跟被激動的人《Loving God and Disturbing Men》愛的神跟被激動的人

上帝的愛激動耶利米為他們禱告，的愛 耶利

不悔改就為他們哭泣、知道上帝要審判又很擔心，

那種交織的心情，就是耶利米先知的十字架。

成為先知、傳道是不簡單的 ─ 要體恤上帝的心，

愛上帝的百姓，又希望他們悔改，愛上帝的百姓，又希望他們悔改，

同胞一定不聽、反倒想辦法修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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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六次他跟上帝對話，對話原因 ─
以色列人不喜歡他，其實是不喜歡上帝吩咐他所傳的道，

所以他變成人肉身的攻擊、上帝之前的擋箭牌，

他的自尊被耗損、被衝突，心路歷程非常痛苦的。

第一次告白

十一18-20 耶和華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將他們所行的十 耶和華指示我 我就 道 你將 們所行的
給我指明。我卻像柔順的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我並不知道他們設計謀害我。

我照上帝的道來傳，要被殺、他們要害我

按公義判斷、察驗人肺腑心腸的萬軍之耶和華啊，

我卻要見你在他們身上報仇 因我將我的案件向你稟明了我卻要見你在他們身上報仇，因我將我的案件向你稟明了。

上帝你要說話，你應當處理他們、審判他們

十一22所以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必刑罰他們；十 22所以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看哪，我必刑罰他們；

他們的少年人必被刀劍殺死，他們的兒女必因饑荒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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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告白第二次告白

十二1-2 耶和華啊，我與你爭辯的時候，你顯為義；

但有一件，我還要與你理論：

惡人的道路為何亨通呢？大行詭詐的為何得安逸呢？

你栽培了他們，他們也扎了根，長大，而且結果。

他們的口是與你相近，心卻與你遠離。

他們要害屬神的百姓，上帝你應當說話…，讓他們被殺。

上帝第二次回答 ─
十二5-6 你若與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覺累，怎能與馬賽跑呢？

因為連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詐待你。因為連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詐待你

他們也在你後邊大聲喊叫，

雖向你說好話，你也不要信他們。

我比馬還快、我要行審判，我最後要殺他們。

雖向你說好話 你也不要信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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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跟上帝伸冤十五15-18 第三次跟上帝伸冤

十五15 耶和華啊，你是知道的；

求你記念我，眷顧我，向逼迫我的人為我報仇；

不要向他們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為你的緣故受了受了凌辱凌辱。。

十五19 耶和華如此說：「你若歸回，我就將你再帶來，

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將寶貴的和下賤的分別出來，

你要繼續堅固、歸向上帝、繼續傳道，我要與你同在！

你就可以當作我的口。他們必歸向你，你卻不可歸向他們。」

你要繼續堅固、歸向上帝、繼續傳道，我要與你同在！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跟上帝談話的過程中十七十七14-18、十八18-23、二十7-10 ─ 跟上帝談話的過程中，

「上帝啊，我的同胞要害我」，可是上帝不說話。

十一到二十章，耶利米就像哀歌的方式來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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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主的道傳主的道是不簡單的，連國王約雅敬都燒了他的聖書；

他一生沒有業績 ─ 
國王、假先知、祭司討厭他，

上帝最後也不理他。

孤獨、壓力、無力感、憂鬱、屬靈爭戰、試探，

領導、傳道都一定會遇見，耶利米都有…

十一到二十章掙扎，結束時像約伯記的咒詛 ─

領導 傳道都 定會遇見 耶利米都有

廿14-15 願我生的那日受咒詛；

願我母親產我的那日不蒙福！

給我父親報信說「你得了兒子」，

使我父親甚歡喜的，願那人受咒詛。

他抱怨上帝、他有十字架、他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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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定 象1. 十字架來臨的時候，要持定異象
第一章 ─ 上帝藉著杏樹枝告訴你，

我一定保守我所說的話，我要保護你。

你要在神的話當中、藏在祂背後，抓住上帝的異象。

摩西，西乃山上帝向他顯現，告訴他說 ─
你去告訴法老王「讓以色列人出埃及」；你去告訴法老王 讓 色列人出埃及」

法老王當然不高興，更逼迫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逼迫摩西、摩西就問上帝…以色列人逼迫摩西 摩西就問上帝…
一次、兩次、…摩西持定十次異象，以色列人才出埃及過紅海。

要傳道的人，十字架會臨到你的，要傳道的人，十字架會臨到你的，

就像耶利米 ─ 一生多少痛苦、眼淚，

又愛百姓、又愛神的道，希望他們悔改。又愛百姓、又愛神的道，希望他們悔改。

你一定成為神人之間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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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定 象1. 十字架來臨的時候，要持定異象

新約使徒也是持定異象的人，使徒行傳十六章 ─新約使徒也是持定異象的人 使徒行傳十六章

保羅保羅聽到上帝的呼聲，馬上坐船往歐洲，到了腓立比，

沒想到趕了一個鬼，就把保羅抓進監獄。

他一定會挫折 ─ 上帝有沒有搞錯…
上帝讓我傳道給這些囚犯，唱詩、讚美、感恩，上帝讓我傳道給這些囚犯 唱詩 讚美 感恩

兩個神蹟發生 ─ 手銬腳鐐通通鬆了、沒有一個人逃跑。

獄卒以為囚犯都跑光，要拔刀自殺…獄卒以為囚犯都跑光 要拔刀自殺

保羅說「你要悔改，全家都必得救」。

歐洲教會建立，是保羅在監獄中持定異象。

十字架臨到你的時候，要持定異象，

歐洲教會建立，是保羅在監獄中持定異象。

十字架臨到你的時候 要持定異象
堅持繼續成為傳道人、傳主的道，上帝會成為你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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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字架臨到的時候，要深知所傳的 ─ 耶利米所傳的…
 上帝是活水的泉源，如同窯匠主權在握

 祂是造物主、是歷史的主宰、是宇宙的審判者，

 不行上帝道的，最後要行審判

 巴比倫王是祂的僕人，上帝透過巴比倫人來行審判

 上帝有憐恤 ─ 百姓是上帝所愛的妻子、上帝是他的丈夫，上帝有憐恤 百姓是上帝所愛的妻子 上帝是他的丈夫

你要讓他們悔改、歸向他們的丈夫

 上帝仍然守約、施慈愛、給他們機會， 上帝仍然守約、施慈愛、給他們機會，

一次、兩次被擄了，

第三次全被擄之前給前面兩次的機會第三次全被擄之前給前面兩次的機會

 上帝是愛，是守約、是主權、是信實

你要深知所傳的，要對神、對神的道，有更深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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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字架臨到的時候，要有歷史眼光

雖然所傳的道沒有人聽，但很希奇 ─
國家亡了，第一批被擄的但以理…
 在 但以理書第九章 讀到 耶利米書廿五、廿九章

七十年要歸回，

大受感動，開始在異邦禱告大受感動 開始在異邦禱告

 就是因為耶利米在家鄉所傳的道，

鼓勵但以理在外邦為主作見證

你影響到以後的世代 ─
上帝透過你所傳的道 可能現在的人不聽

鼓勵但以理在外邦為主作見證

上帝透過你所傳的道，可能現在的人不聽，

以後的兒女、青少年、以後的人，

可能會因為你的道受感動可能會因為你的道受感動，

連最後耶穌都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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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金堡

3. 十字架臨到的時候，要有歷史眼光

愛德華金堡

慕迪慕迪

查普曼

桑第

莫迪蓋韓

葛理翰

葛福臨葛福臨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傳道的人必然有十字架，

幫助我們知道深知所傳，幫助我們知道深知所傳，

幫助我們歸零，知道你的信實不改變。

更有個歷史眼光 ─

可以傳到但以理的眼光，

忠心像耶利米傳主的道。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