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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事奉危險的事奉 耶利米書十七19 -十九

聖經並不避諱一個跟上帝關係很好的人

會遇到事奉的低潮、挫折的經文，會遇到事奉的低潮、挫折的經文，

可以看到我們都不是完全的人、會軟弱，

事奉中希望有成就感、掌聲、伴侶、朋友。事奉中希望有成就感、掌聲、伴侶、朋友。

耶利米當時遇到的處境—
快要亡國了、愈來愈危險，上帝才會

讓耶利米更多透過禱告、傾心吐意的告白，

支取從上帝所賜給他的力量，

後來接受上帝的呼召，接受新的帶領、重新出發

但是他還是內心有許多的掙扎，

遇到的不僅是辱罵，而且被一起事奉的人毆打遇到的不僅是辱罵 而且被 起事奉的人毆打

在這個過程當中，他的感情非常的痛苦…

十七19 耶和華對我如此說：你去站在平民的門口，

就是猶大君 出 的門 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門就是猶大君王出入的門，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門口。

耶路撒冷的北城門

讓不同城門進出的百姓、貴族，

可以聽到耶利米所傳講的信息。

冷 城門

可以聽到耶利米所傳講的信息

耶利米一開始講述有關於守安息日的內容…

十七21-22 不要在安息日擔甚麼擔子進入耶路撒冷的各門；

也不要從家中擔出擔子去。只要以安息日為聖日。

教導在安息日的時候，要停止一切的買賣…
一週有七天，上帝只要一個安息日 週有七天 上帝只要 個安息日

要祂的百姓分別出來，好好的親近祂，

自己的靈性、肉體，可以全然的休息自己的靈性 肉體，可以全然的休息

奈何百姓並沒有去紀念這件事。

耶利米教導百姓— 將平時所擔的擔子在安息日放下來，

多花 時 來 念造 我 帝多花點時間來紀念造化我們的上帝。

如果上帝的子民不肯守安息日，

代表對上帝的信心愈來愈軟弱，

不相信上帝會顧念我們的生活，

認為多一天賺錢，可以為積攢更多的財寶

以致付上全人的靈性、時間、關注、與家人的關係，

完全投注在金錢的追逐當中

上帝的子民若不守安息日，背後有好多的意義—的子民

把時間跟金錢看得比上帝來得重要，

愈來愈失去單純信靠祂的心愈來愈失去單純信靠祂的心

連一天分別出來坐在禮拜堂，

安安靜靜聽上帝的道、好好唱幾首詩歌，安安靜靜聽上帝的道 好好唱幾首詩歌

都愈來愈吝嗇、愈來愈不肯給上帝時間跟機會



出廿8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十誡中唯一強調的聖日

上帝創造人類之後 人類第 個享受的聖潔的日子上帝創造人類之後，人類第一個享受的聖潔的日子，

上帝藉安息日，跟人分享祂的創造、享受安息

今天基督徒是用禮拜天來取代舊約中的安息日今天基督徒是用禮拜天來取代舊約中的安息日，

那一天不僅把時間給上帝，也給親愛的家人

安息日也是上帝跟祂百姓立約的證據…

守我 安息出卅一13b 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為這是你我之間世世代代的證據。

父母可以教導孩子 —我們是屬上帝的，

上帝把這一天分出來、要我們記念祂、多思想祂的話上帝把這 天分出來 要我們記念祂 多思想祂的話

更多從祂的話，學習彼此間的關係、彼此相愛

近東地區巴比倫文字有類似安息這種字源，

含義 當時 色 是 樣但含義跟當時以色列人是不太一樣的。

以色列人先前是在埃及法老王手下當奴隸的…
上帝特別給以色列人遵守安息日的重要，

代表肉體、心靈得著喘息、得著自由的機會

不再成為金錢、時間、工作的奴僕

在那個時代上帝的子民守安息日，在那個時代上帝的子民守安息日

跟外邦人是一個很大區別出來的特色—
外邦人並不重視這樣一個記念造化主的日子，外邦人並不重視這樣 個記念造化主的日子

守安息日，顯出上帝子民身分的特別不同，

是一種與世有別的聖潔記號是 種與世有別的聖潔記號

不要小看禮拜天到上帝的教會去敬拜，

這也是一個分別為聖的操練、這也是 個分別為聖的操練

與世有別、聖潔的記號

賽五八13-14 上帝賜福遵守安息日的人—
你若在安息日掉轉你的腳步 在我聖日不以操作為喜樂你若在安息日掉轉你的腳步，在我聖日不以操作為喜樂，

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稱耶和華的聖日為可尊重的；而且

尊敬這日，不辦自己的私事，不隨自己的私意，尊敬這日，不辦自己的私事，不隨自己的私意，

不說自己的私話，你就以耶和華為樂。

耶和華要使你乘駕地的高處，耶和華要使你乘駕地的高處，

又以你祖雅各的產業養育你。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指責 會有守 點外表 息 模樣摩八5a 指責早期還會有守一點外表安息日模樣的人—
安息日幾時過去…
好衝到外面去賺錢做生意。

現在耶利米的時代，百姓連表面工夫都不要了，現在耶利米的時代 百姓連表面工夫都不要了

大大方方的安息日不守了，

大家擔子挑來挑去、進出耶路撒冷的城門，大家擔子挑來挑去、進出耶路撒冷的城門，

交易買賣、嬉笑怒罵…

守安息日是十誡中的第四誡，

以色列人形同破壞

上帝與摩西代表百姓所立的西乃之約。

這群百姓沒有辦法影響身旁外邦人的生活，

反倒被外邦人的反倒被外邦人的

世界價值觀、運作的模式來影響他們。

耶利米在車水馬龍的城門口，

看著來來往往的人、警告他們說：

別以為時間、金錢都在你們手中，

每一天都任憑你們安排。

你們如果不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

有一天就知道—
生命不過像一場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十八1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下到窯匠的家裡去。」

陶匠一旦捏陶的器皿發生瑕疵，就會把有損的泥丟掉，

再重新做一個新的陶器。再重新 新

上帝透過這幅景象幫助耶利米，告訴百姓說—
上帝猶如陶匠，而你們就是祂手上的泥，上帝猶如陶匠，而你們就是祂手上的泥，

一切生殺大權都在造物主的手中，

以色列人、外邦人，轉離惡行就會得到救恩以色列人、外邦人，轉離惡行就會得到救恩

不肯相信、執迷不悟…，結局就是永遠的沉淪

十八18 他們就說：「來吧！我們可以設計謀害

以色列人拒絕悔改，更可怕的是—

十八18 他們就說 來吧！我們可以設計謀害

耶利米；因為我們有祭司講律法，智慧人設謀略，

先知說預言，都不能斷絕。

來吧！我們可以用舌頭擊打他，不要理會他的一切話。」

從許多聖經人物知道，即使屬靈人

也會有情緒低潮 事奉走不下去的時候也會有情緒低潮、事奉走不下去的時候。

在長期傳講信息毫無果效、精神緊繃的耶利米，

擊 中在擊打他、百姓冷嘲熱諷中，

再次陷入事奉的黑暗跟低潮，

在這個過程，他寫下了一首咒詛詩…
十八19-21 耶和華啊，求你理會我，

且聽那些與我爭競之人的話。

豈可以惡報善呢？他們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

求你 念我怎樣 在你 前為 代求求你記念我怎樣站在你面前為他們代求，

要使你的忿怒向他們轉消。故此，

願你將他們的兒女交與饑荒和刀劍；願你將他們的兒女交與饑荒和刀劍；

願他們的妻無子，且作寡婦；

又願他們的男人被死亡所滅又願他們的男人被死亡所滅…
耶利米在咒詛那些要謀害他的人。

耶利米是先知，怎麼可以發出咒詛呢？

以新約基督徒眼光 這很抵觸耶穌的教導以新約基督徒眼光，這很抵觸耶穌的教導 —
要為仇敵禱告，但是耶利米竟然咒詛仇敵？

咒詛詩是聖經詩歌體的一類，也算是一種哀歌，

詩 卅七9 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詩一卅七9 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

那人便為有福！

是在亡國被擄之後，在異鄉的人寫下的咒詛詩，

是跟上帝求說— 這群人曾經怎樣加害我們…
主啊，你也要記念，讓曾經加害我們的人

有一天親自嚐到他們應當得的報應

不是他們真的要這樣去做，而是求主鑒察

從律法書、先知書、詩歌、智慧書，從律法書 先知書 詩歌 智慧書

都可以看到咒詛詩的文體。

耶利米雖然寫出咒詛詩，但在國家快亡國時，還是緊緊地

為這些罪人求上帝的憐憫 愛這 群罪人為這些罪人求上帝的憐憫、愛這一群罪人。

寫咒詛詩的人，只是向上帝表達內心的沉痛、情緒，

也求上帝讓那些惡待人的人親自嚐到報應

但沒有實際的去採取報復的手段，

而把整個事件交託給上帝

所以在寫咒詛詩的時候 方面是情緒的抒發所以在寫咒詛詩的時候，一方面是情緒的抒發，

一方面知道上帝是忌邪的，

所以他們面對不公不義事件時 求公義的上帝所以他們面對不公不義事件時，求公義的上帝

像法官一樣為他們伸冤、

判決惡人所應當承受的刑罰跟報應判決惡人所應當承受的刑罰跟報應。

這個咒詛詩是耶利米來到上帝面前真情流露的表達，這個咒詛詩是耶利米來到上帝面前真情流露的表達

某方面，也是他憎惡罪惡內心深刻的表白。



十九1-2a 耶和華如此說：「你去買窯匠的瓦瓶，

帶 中 長老 祭 中 長老又帶百姓中的長老和祭司中的長老，

出去到欣嫩子谷、哈珥西（瓦片的意思）的門口那裡。」

爐灶、地獄、火湖

殺嬰獻祭的事經常發生，想必悲風慘慘，殺嬰獻祭的事經常發生 想必悲風慘慘

每個人去也都覺得毛骨悚然。

耶利米指著欣嫩子谷告訴他們：

「這個讓你們殺嬰獻祭獻給假神的地方，

有一天會成為殺戮谷，

就是你們將來的葬身之地。」

接著把買來的瓦罐打破，然後說：

「你們接下來的結局就像瓦罐一樣，們接下來的 局 像瓦罐 樣

被摔碎在這個地方，這就是你們的葬身之地。」

任何聽到這種預言的人，心裡都是很不開心…
廿1-6 祭司音麥的兒子巴施戶珥作耶和華殿的總管，

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華殿裡便雅憫高門內的枷，

將他枷在那裡 次日 巴施戶珥將耶利米開枷釋放 自由將他枷在那裡。次日，巴施戶珥將耶利米開枷釋放。

耶利米對他說：「耶和華不是叫你的名為巴施戶珥，乃是叫你

瑪歌珥‧米撒畢 （四圍驚嚇、四面楚歌）。

自由

瑪歌珥‧米撒畢 （四圍驚嚇、四面楚歌）。

因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使你自覺驚嚇，你也必使

眾朋友驚嚇；他們必倒在仇敵的刀下，你也必親眼看見；眾朋友驚嚇 他們 倒在仇敵的刀下 你也 親眼看見

我必將猶大人全交在巴比倫王的手中，

他要將他們擄到巴比倫去，也要用刀將他們殺戮。

並且我要將這城中的一切貨財和勞碌得來的，並一切珍寶，

以及猶大君王所有的寶物，都交在他們仇敵的手中；

敵要當作掠物帶到 去仇敵要當作掠物帶到巴比倫去。

你這巴施戶珥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擄去；

你和你的眾朋友，就是你向他們說假預言的，你和你的眾朋友，就是你向他們說假預言的，

都必到巴比倫去，要死在那裡，葬在那裡。』」

巴施戶珥毆打耶利米的事件，為接下來更大的苦難揭開序幕，

置身在危險事奉當中的耶利米經過毆打置身在危險事奉當中的耶利米經過毆打，

是否會再次陷入事奉低潮、

對上帝的信實是否再度產生懷疑呢？

將再下一堂課繼續探討。

最後以德國納粹時期、為主殉道的潘霍華牧師，

在團契生活當中做的教導，作為結束…在團契生活當中做的教導 作為結束

要記得上帝呼召你的時候，你是單獨站在上帝的面前，

你必須單獨跟從祂的呼召、單獨背起你的十字架、你必須單獨跟從祂的呼召、單獨背起你的十字架、

單獨爭戰跟禱告、你也要單獨的死去、單獨向上帝交帳。

你不能躲避自己，因為上帝親自揀選了你你不能躲避自己，因為上帝親自揀選了你

如果你不願意單獨負責，你就是拒絕基督的呼召

然而這個呼召卻不是單獨對你，然而這個呼召卻不是單獨對你

你乃是在蒙召者的信眾當中，背起十字架、爭戰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