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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納粹德國在希特勒操控下，開始大規模

屠殺猶太人，當時德國教會竟然沉默不語。
屠殺猶太人
當時德國教會竟然沉默不語。
當時巴登符騰堡州有一位基督教馮仰牧師，
講道時就抨擊德國人屠殺 逼迫猶太人的事
講道時就抨擊德國人屠殺、逼迫猶太人的事，
如果德國不肯悔改、教會繼續安靜無聲，
上帝有 天 定會親自來審判這罪
上帝有一天一定會親自來審判這罪。
應該很多人認為他是時代英雄，結果卻是非常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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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神棍橫行、謊言充斥、沒有人敢講真話的時代，
 想要作社會的良心、忠貞事奉、竭誠為主的人，
想 作 會 良
忠貞事奉
為
所付上的代價包括了生命
 要事奉上帝，在這樣邪惡的世代是何等的艱難，
如果沒有堅心倚賴神，真的很多時候活不下去
耶利米的處境經常都是如此。
耶利米屢次發出警告，告訴南國猶大的百姓說 —
有冰山哪、就在前面，就快沉船了！
每個人都把他的話當作耳邊風
每個人都把他的話當作耳邊風，
 認為有上帝的聖殿在，我們就不怕風浪
 問題是他們不是真正的順服耶和華上帝，
問題是他們不是真正的順服耶和華上帝
不是真正帶著一個遵守上帝誡命的心 —
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置身在其中的耶利米該怎麼辦呢？

有五百多個德國百姓，知道馮仰牧師正在帶領查考聖經，
蜂擁
到那 家 查
外
就蜂擁地跑到那個家庭查經班外面，
叫囂、丟擲石頭，
最後把牧師拉出來 毒打兩個小時
最後把牧師拉出來，毒打兩個小時，
牧師奄奄一息，再把牧師丟到監獄當中…

我們或許可以說 — 耶利米，趕快跳船吧！
就如同他有一次在上帝面前說：
「真寧可我跑到曠野，遠遠的避開、眼不見為淨。」
然而上帝沒有要他跳船，
卻要他始終的與這一群罪人同在，
卻要他始終的與這
群罪人同在
愛他們、提醒他們、警戒他們，
即使到亡國的 刻還是如此
即使到亡國的一刻還是如此。
耶利米自始至終都是這樣竭誠為主、陪著這一群人，
 對一個屬靈人來講，信心永遠都不是在巔峰當中
 耶利米這樣的事奉上帝的人，
信心會載浮載沉、
事奉上帝的心志也會載浮載沉
抓住上帝拚命禱告，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對每位事奉上帝的人來說，禱告就是跟上帝溝通的媒介。
 耶利米不僅是為自己的憂悶跟上帝禱告，
耶利米不僅是為自己的憂悶跟上帝禱告
也屢次為著悖逆的百姓向上帝禱告、求上帝手下留情…
 可是上帝已經有幾次警告耶利米 —
 這一群無藥可救的百姓，
為他們所宣判的審判已經命定好了
 不是沒有機會給他們，而是他們執迷不悟
十五1 耶和華對我說：

雖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
雖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
我的心也不顧惜這百姓。
因為他們太悖逆 除非大大的管教
因為他們太悖逆，除非大大的管教
讓他們記住這個教訓，否則他們總不悔改
你將他們從我眼前趕出 叫他們去吧！
你將他們從我眼前趕出，叫他們去吧！
如果不審判，怎能顯出上帝公義的屬性呢？

雖然都是代求者，他們也都曾警告以色列人 —
我
我可以為你們禱告，但你們自己死不悔改也是不行。
為
禱告
自
悔
是
但上帝直接告訴耶利米 — 時候已經到了，
我只能夠將他們連根拔起，來治療腐爛到極點的根部，
十五2b-4a 定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為刀殺的，必交刀殺；

定為饑荒的，必遭饑荒；定為擄掠的，必被擄掠。
我命定四樣害他們，就是刀劍殺戮、狗類撕裂、
空中的飛鳥，和地上的野獸吞吃毀滅；
又必使他們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去。
耶利米可能衝到街口，責罵悖逆的百姓…
又像看到愛子悖逆的父母，勸導說
又像看到愛子悖逆的父母
勸導說 —
快沉船了、快滅亡了！
可是沒有半點效果，沒有人肯聽他的，
大家對他的熱誠一點感激都沒有。

摩西、撒母耳是中保 — 調停者、代求者，
他們都曾經扮演過為百姓代求的角色…
都曾
演 為
代求 角色
詩九九6a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亞倫；

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斷埋怨的百姓屢次悖逆，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不斷埋怨的百姓屢次悖逆
以致於上帝非常震怒、刑罰他們的時候，
摩西跟上帝說 「求你不要塗抹他們的名
摩西跟上帝說：「求你不要塗抹他們的名，
寧可把我的名字從你手上的生命冊上塗掉，
求你憐憫這群 色列人 不要離開他們
求你憐憫這群以色列人，不要離開他們。」
以色列會眾棄絕上帝、吵著要有自己的王得罪神，
以
列會眾棄
帝 吵著要有自 的 得罪神
當時撒母耳說：「你們在這件事上厭棄耶和華上帝，
但我還是不會停止為你們禱告
但我還是不會停止為你們禱告…，
如果你們繼續行惡，你們跟你們的王有一天會滅亡。」

耶利米很難過，跟上帝抱怨說…
十五10 我的母親哪，我有禍了！

因你生我作為遍地相爭相競的人。
我素來沒有借貸與人，人也沒有借貸與我，
人人卻都咒罵我。
因他忠心傳講神的話，讓人聽起來太刺耳了，
特別關於審判 大家都喜歡聽上帝是愛
特別關於審判，大家都喜歡聽上帝是愛，
討厭聽到上帝原來也會審判人。
不只是咒罵而已，這群人還想殺掉耶利米，
古代猶太社會對假先知的處決，是拿石頭把他給砸死，
 這群百姓真假不分，把假預言當成真貨，
還真想拿石頭丟死真的先知
 耶利米來到上帝面前，求主鑒察、為他伸冤，
因他受的苦難是為了主，而不是犯了什麼罪

十五16-17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

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
你的言語是我
中的歡喜快樂 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
我沒有坐在宴樂人的會中，也沒有歡樂；
我因你的感動獨自靜坐，因你使我滿心憤恨。
耶利米表達內心非常的矛盾 —
 把上帝的話當作食物，得到上帝的話好歡喜、好高興，
他的呼召就是傳上帝的話，是他最喜歡的工作 —
歡喜作傳上帝話的人，上帝的話作為他生命的力量
 他發現每當把上帝的話講出來時，只是造成
更多的人棄絕他、跟更多的人格格不入，
 有太多要放下世界、背十字架來跟隨上帝
 告別罪惡、跟隨聖潔上帝那種挑戰、還有悔改
很多的話對 界的人來講 他們覺得做不到
很多的話對世界的人來講，他們覺得做不到，
其實他們可以跟耶利米一樣，單單的來信靠神的恩典。

上帝對耶利米下達一個很不可思議的命令…
十六2 你在這地方不可娶妻，生兒養女。

對每個猶太男人結婚都是至關緊要
對每個猶太男人結婚都是至關緊要，
耶利米身為祭司，找一位貞潔的處女結婚、
繼續繁衍事奉上帝的人，
繼續繁衍事奉上帝的人
當時猶太社會是看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為什麼上帝會提出這不盡情理的要求呢？
 當時時代愈來愈艱難、接下來要面對的是亡國痛，
如果他結婚，所面臨的將是更多的後顧之憂
 上帝不是不知道他需要師母來為他分憂解勞，
師母
憂解勞
但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
帝呼召耶利米在任何苦痛 寂的事奉
上帝呼召耶利米在任何苦痛孤寂的事奉，
單單的信靠祂

沒有人歡喜耶利米的話，耶利米很挫折，他埋怨上帝…
十五18 我的痛苦為何長久不止呢？

我的傷痕為何無法醫治、不能痊癒呢？
難道你待我有詭詐，像流乾的河道嗎？
沒有人歡迎耶利米到他們當中服事，一出現就讓人倒胃口，
也沒有帶甚麼人成為主的門徒；
唯一的業績就是被辱罵的次數愈來愈多、被打、被關，
換成你我，早就不想當這種傳道人、再做這樣的事情。
想必耶利米發出不如歸去的念頭
帝對他說
想必耶利米發出不如歸去的念頭，上帝對他說…
十五19 (新譯本) 如果你回轉
我就讓你回來
如果你回轉，我就讓你回來，

你就可以侍立在我面前；
如果你說寶貴的話、不說無價值的話，就必作我的口。
果
寶貴
作我的
他們要歸向你，你卻不要歸向他們。

從耶利米向耶和華上帝的禱告中可以看到，
唯
憂解勞 對象 是求告主
他唯一分憂解勞的對象就是求告主…
十六19 耶和華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

在苦難之日是我的避難所。
十七14-17 你要醫治我的內心，因我的內心是破碎的；

你要拯救我，要在災禍的日子當中
臨到我的身上，作我的避難所。
因為他竭誠為主，
即
即使南國猶大快要沉船，耶利米都不敢隨便跳船，
都不 隨
他唯一的救生圈 — 緊緊的抓住上帝。
 他求上帝察驗他所禱告的一切話，他是認真的
他求上帝察驗他所禱告的 切話 他是認真的
 他也求上帝鑒察他的舌頭，
因為他忠心的傳講主的話 沒有亂講話
因為他忠心的傳講主的話、沒有亂講話，
沒有危言聳聽、散播不實國家亡國的傳言

從耶利米的事奉中看不到一點成功神學 —
是 種榮耀神學 或凱旋主義 容易
是一種榮耀神學、或凱旋主義，容易使人落入一味追求
落
追求
外在的成功、繁榮、增長、光鮮亮麗 、美滿幸福。
但從耶利米的事奉當中卻看到十架神學 —
不見得拚命認真地事奉，就有成功、繁榮、增長。
耶利米事奉的經歷其實跟耶穌非常像 —
 耶穌傳道時，最排擠祂的人是神職人員、宗教領袖
耶穌傳道時 最排擠祂的 是神職 員 宗教領袖
 耶穌在指責人的罪的過程得罪很多人，但祂親近罪人，
耶利米責備人的罪 但他也愛罪人
耶利米責備人的罪，但他也愛罪人
 主在被逮捕的時候，除了使徒約翰
帶著馬利亞祂的母親在他身邊外
帶著馬利亞祂的母親在他身邊外，
祂的門徒都棄祂而去
 當耶穌被孤單地懸掛在十字架上時
當耶穌被孤單地懸掛在十字架上時，
周圍還有一群嘲弄祂的人…

從耶利米在事奉上的挫折、對上帝的埋怨中，
看
看到他曾經一度想退出事奉工場、但後來又重新返回，
曾
度想
事奉
後來 重新
上帝不斷提醒耶利米進到更高嶄新的事奉階段，
 在充滿咒罵的環境當中不求自我滿足
 不在信息上添加其他討人喜悅的言論，
而是忠心作上帝話語的出口
要成為一個不在乎別人對他冷嘲熱諷，
對上帝始終抱著高度熱情傳道的傳道人。
老師曾經在德國看到很多來自非洲的傳道人，
老師曾經在德國看到很多來自非洲的傳道人
 拿著小木箱、在人來人往當中大聲疾呼的佈道
 很多是布永康牧師帶信主
很多是布永康牧師帶信主，把福音再傳回德國
把福音再傳回德國
自始至終看到他們充滿了傳道的熱情，
我想那是後來上帝再次建立耶利米的時候，
耶利米所活出來的精神。

耶利米所踏上的事奉，
就是今天新約信息所說「十字架的道路」。
 秉持成功神學事奉的人，
是試圖在一些可見的事工 —
能力、智慧、興旺當中認識神
 十架神學卻是讓人
從受苦 、卑微、軟弱、痛苦當中去經歷上帝
十架神學挑戰人的驕傲、目標，
標
讓人在無能為力、無助當中，
棄自 為是
棄自 覺得
放棄自以為是、放棄自己覺得
可以靠自己努力達到的目標，
然後開始學習放手交給神
然後開始學習放手交給神。

十九世紀的屬靈領袖陶恕牧師的分享 —
有一種人類的痛苦，只有虔誠信上帝的基督徒
才能體會，那就是為基督的緣故，
才能體會
那就是為基督的緣故
明知會吃苦、但是也甘心樂意地領受。
這些年間這種自願式的受苦，
在我們中間就像昂貴的奢侈品、價值連城的寶藏，
遠超過任何心思意念所能想像，既希罕又珍貴！


因為在這墮落的世代裡，
因為在這墮落的世代裡

很少人自願到黑暗的礦坑當中尋寶，
這個抉擇必須出於自願
 因為沒有其他方法，使我們可以下到那個地方去，
神不會強迫我們去面對或接受這種痛苦
神不會強迫我們去面對或接受這種痛苦，
除非我們甘心樂意地竭誠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