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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爵士培根曾说：「没有一种罪恶，
比虚伪跟背叛更让人感觉到可耻 」
比虚伪跟背叛更让人感觉到可耻。」
然而上帝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民，竟同时拥有
虚伪 背叛 这 种令人 耻的特质
虚伪、背叛，这两种令人可耻的特质。
引述申廿四1-4 人娶了老婆，她做了不好的事，
丈夫可以写休书给她，这个妇人可以去嫁给别人，
再嫁之后，后夫又跟她离婚，妇人想回到前夫身边，
 律法的要求是不可以的 ─玷污神所赐的产业
 按人性来讲，这一种背叛是让人难以饶恕
三1 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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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南国犹大不仅是背叛上帝，而且还对上帝虚伪…
三4-5 你刚刚不是还呼叫我：

「我父啊！你是我年轻时的良伴；
耶和华怎会永远怀怒，常存愤恨呢？」
你虽然这样说了，还是尽力去作恶。(新译本)
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
面对南国犹大人的背叛跟虚伪，
只能说这些人都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我们身旁如果有这种亲朋好友，
早就一刀两断、不敢交往，因为这种
虚伪、背叛的人，是没有诚实、是诡诈的
 耶和华上帝呢？
是不是永远就跟这些子民一刀两断了呢…

作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她来？
若收回她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
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难道妳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竟然还想回家来找我吗？

三6 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

当时约西亚王励精图治，试图改革宗教信仰，
但他的祖父玛拿西王已经把南国犹大
 信仰的根基败坏到极点，社会道德积重难返
 百姓毫无廉耻之心，从上到下、
从政治领袖、神职人员、先知、祭司，
行 完全跟 帝的道是背道而驰的
行为完全跟上帝的道是背道而驰的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多行不义之后，以色列国就分裂了 ─
 北边以色列，以撒玛利亚作首都
北边以色列 以撒玛利亚作首都
 南边犹大，以耶路撒冷作首都
耶利米时期 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灭掉
耶利米时期，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灭掉，
当时耶利米是南国犹大的先知；
耶利米书的经文，
耶利米书的经文
是把这两个国家的历史都一起谈入。

北国以色列早在 722B.C. 灭亡，
距离耶利米传这段预言已经过了 百年
距离耶利米传这段预言已经过了一百年，
三8a 背道的以色列行淫，
我为这缘故给她休书休她。
我为这缘故给她休书休她
象征上帝已经让以色列遭遇到外患、
遭到亚述帝国亡国的审判。
遭到亚述帝国亡国的审判
没想到这场历史事件，竟然没有刺激南国犹大的觉醒，
没想到这场历史事件
竟然没有刺激南国犹大的觉醒
圣经还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比北国以色列更奸诈…
三8b 我看见她奸诈的妹妹犹大，
我看见她奸诈的妹妹犹大
还不惧怕，也去行淫。
三11 背道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
南国犹大有前车之鉴，但是不好好悔改，
反而还显出比北国以色列更愚昧的
拜偶像行为、抵挡上帝话语的刚硬。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新约才有福音，
旧约也有福音 ─ 指的是好消息，
 当罪人犯罪、在法庭上接受审理，
法官竟然当庭宣判无罪释放
 对本来面对「罪的工价乃是死」的罪人来讲，
就是一个好消息！
从 耶利米书三12 – 四4 看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看到这样的 个好消息
我称之为「耶利米书中的福音」，
反复不断地出现 个非常关键的词 ─
反复不断地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
回转，希伯来文 shoob，
 出现在耶利米书中总共 92 节
 光在 三到四章 就出现 11 次之多
可以翻译成回家、回转、归回
翻译成回家 回转 归回

先知书中，常把拜偶像的行为，等同于犯属灵上的淫乱，
经文中提到的情夫 多半指的是木头 石头所雕的偶像
经文中提到的情夫，多半指的是木头、石头所雕的偶像，
 以色列原是上帝按着他的形像所造的宝贝、是上帝的新妇
 他们竟然丢弃这么尊贵的职分，宁可作没有羞耻的娼妓，
竟 丢弃
尊贵
宁 作 有羞
去倒贴追逐偶像崇拜、曾经欺负过他们的国家
虽然南国犹大人背信忘义，但是上帝不会忘记
跟以色列先祖立下了永恒的约定，
正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三12 耶和华说：「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
耶和华说 「背道的以色列啊 回来吧！

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
我必不永远存怒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
三14、22 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
上帝的口吻像是慈父，等待着浪子回头…
上帝的口吻像是慈父，等待着浪子回头
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

试想一个忘恩负义、红杏出墙的女人，
一旦被情人抛弃，大家额手称庆
旦被情人抛弃 大家额手称庆 ─她活该…
她活该
或者一个浪子离家出走，
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在外面挥霍，
养育
在
挥霍
有一天他流浪在外，想起父母对他的爱、决定回家…
我们如果先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就像是对待红杏出墙的女人一样，
也会认为这个浪子是活该、自作自受。
但当他们被社会厌弃、走投无路时，却从圣经发现 ─
上帝犹如充满怜爱的丈夫、
等待浪子回头的慈父，
等待浪子回头的慈父
呼唤说：「回来吧，你这背叛我的人，
回来吧 即使你已经病得很深
回来吧，即使你已经病得很深，
我还是愿意等待你，请你回家吧，亲爱的！」

上帝也曾透过先知何西阿的婚姻，表达上帝对他子民的爱 ─
 先知何西阿娶了歌篾，歌篾背叛丈夫、在外头有了情夫
先知何西阿娶了歌篾 歌篾背叛丈夫 在外头有了情夫
 后来歌篾又失去了她的爱情、想走回头路，
没想到上帝告诉先知何西阿说︰
没想到上帝告诉先知何西阿说
「你要收纳她再次成为你的妻子！」
当忘恩负义的人在纵欲享乐快活的时候，
从来没想到伤透了那个爱他们的那个人的心，
当他们在外面灰头土脸、想回来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那被他伤透心的人，竟然说：「回来吧，
不管你怎么被人唾弃、自己觉得如何的无可救药，
我还是爱着你，只要你愿意回来，
你会发现，我在等着你。」这就是福音！
就是耶三提到，
提到，天父对我们、对罪人的爱，
父对我们、对罪 的爱，
他召唤着罪人：「回家吧！亲爱的。」

三16b 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

救恩的方舟

不追想 不记念 不觉缺少 也不再制造
不追想，不记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
旧约时期放在至圣所的约柜，是上帝跟他子民立约的记号，
 北国、南国破坏了约，约柜在南国亡国之后不知去向…
 新约的观点，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中保，取代了约柜
耶稣的新约取代摩西的旧约，
不是指废弃旧约，基督徒还是要好好读旧约
不是指废弃旧约
基督徒还是要好好读旧约
 为了要成全旧约 ─ 人凭自己达不到的部分，
 透过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恩的方舟
透过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救恩的方舟
 成为救恩的基础，开始我们生命建造的过程


基督徒不是靠功德得救，而是靠耶稣基督的名，
基
靠
靠
基
他的名是以马内利，他就是新约的约柜。
来八6a 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

新约

三12 耶和华说：「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

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
因为我是慈爱的
我必不永远存怒 」
卅一3 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上帝还要解决他们背道的问题…

抓住你

三15 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

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
让我们想到新约时期的耶稣，耶稣曾经说 ─
太十五24 我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我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约十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以色列的观念中 君王如同牧羊人 牧养上帝的百姓
以色列的观念中，君王如同牧羊人、牧养上帝的百姓，
南国君王多行不义、背叛神，上帝就应许会赐下
真正合他心意的人 就是大卫的后裔 弥赛亚耶稣
真正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耶稣，
他的名是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

三23-25 有一天上帝的子民会因神的恩典，突然恍然大悟…

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
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
从我们幼年以来 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
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
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
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
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
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常常得罪耶和华。
人常常对胜过罪是无能为力的。
人常常对胜过罪是
能为力的
以色列人当年背叛上帝，因为生命的偶像太多了…
不同的神明管他们不同的欲望，
他们要不断地拜，所以离弃活水的泉源，
四1 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

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
他们偏偏选择偏移的道路、背叛神到底，然后被掳到异邦。

许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否常觉得飘荡、不得安息呢？
是不是正像南国的百姓 生命的偶像太多了
是不是正像南国的百姓，生命的偶像太多了，
以致事奉焦点、生命目标，偏离了拣选、拯救我们的主？
何尝不需要跟这群百姓 样归回呢？归回吧 弟兄姐妹！
何尝不需要跟这群百姓一样归回呢？归回吧，弟兄姐妹！
 如果心在外面流浪，迷失的罪人找到回家的路是很难的
 正因如此，耶稣才会奉差遣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作牧者
正因如此 耶稣才会奉差遣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作牧者
约十四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来四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 蒙恩惠 作随时的帮助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此时你心中有很多的爱慕，以致被自己的邪情私欲引动、
不得安息 今天正是你回家的日子；
不得安息，今天正是你回家的日子；
服事上帝的人，事工、信徒的赞美、掌声、
苛责完全盘据你的心 以致失去安息
苛责完全盘据你的心，以致失去安息，
生命充满杂质、偶像，今天也是你回家的日子。

已故荷兰神父卢云，在《浪子回头》说到：
我不管在哪里事奉，我知道上帝是忌邪的恋人，
要我全人全心，一切动机都为荣耀他、爱他。
我这样的凡人，接受上帝、找到回家的路，
是切实可行的吗？这真的是我的选择吗？
这不是形而上的问题，而是使命的问题 ─
我受召进入我生命的圣所，也是神所选择的居所，
到达该处唯一的途径，是不住地祷告、
该 唯
住
众多的争战、痛苦、挣扎，
 可以帮助我不断地透过主的恩典，找到回家的路
可以帮助我不断地透过主的恩典 找到回家的路
 我确信唯有藉由不住的祷告，才能登堂入室
弟兄姐妹们，你找到回家的路了吗？
不管光景多 坏、多 恶、曾
不管光景多么坏、多么恶、曾经无可救药，
可救药，
我们的父正在门口，倚门等待着你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