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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人们已经忘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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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5-7 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

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
你们当在国中吹角
高声呼叫说
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
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 要逃避 不要迟延
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
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
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 是毁坏列国的
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
它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
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这段预言应该是发生在南国犹大末年最后一位好王
约西亚王时期，国中是非常太平的，
 他们素来所面临的外患亚述帝国，
已像风中残烛国力不断往下滑落
 促使当时南国犹大的好王约西亚，
促使当时南国犹 的好王约西亚，
可以放心的在国家当中推动宗教改革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良心、先知的亚历山大索忍尼辛，
在 1983 谭普顿奖颁奖典礼当中，
谭普顿奖颁奖典礼当中
谈到有关俄罗斯在二十世纪的悲惨历史…
半个世纪前
半个世纪前，当我还只是小孩子的时候，
我还
小孩 的时候
有一些大人对于降临在俄罗斯的灾难，提供解释 ─
「人们已经忘记上帝了」 就是 切发生的原因
「人们已经忘记上帝了」，就是一切发生的原因。
从那时起，我花了半个多世纪，
研究许多资料 写了许多的书
研究许多资料、写了许多的书，
去清理这次剧变所遗下来的沙石。
直到如今 如果有人问起我
直到如今，如果有人问起我
俄罗斯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灾难，
除了「人们已经忘记上帝」这个理由外
除了「人们已经忘记上帝」这个理由外，
我实在找不到更确切的表达原因。
耶四5 六30 描述南国犹大接下来所经历
耶四5-六30
描述南国犹大接下来所经历一连串灾难的起头
连串灾难的起头，

正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上帝」！

代下卅四4-5 记载当时约西亚王推动宗教改革的运动，

拆毁假神巴力的坛，把木刻、石刻的偶像打碎、磨成灰
拆毁假神
力的坛 把木刻 石刻的偶像打碎 磨成灰
 表面顺服宗教改革，暗地还是拜偶像，欺压穷人、男盗女娼


把真神当成假神、把假神当成真神拜，社会道德堕落败坏、
自欺欺人的景象，使得上帝还在约西亚王掌政的太平期间，
就差派耶利米在百姓中预告接下来要发生的状况 ─
巴比伦将成为从北方而来的强大外患…
巴比伦将成为从北方而来的强大外患
耶利米彷佛真的看到这些景象，
四19 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
我的肺腑啊 我的肺腑啊 我心疼痛！

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
因为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
四31 我听见有声音，彷佛妇人产难的声音，

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 是锡安女子的声音 她喘着气
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锡安女子的声音；她喘着气、
拕挲手，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

想必这样的预告，并没有引起耶路撒冷城百姓的共鸣，
大家都还觉得我们在太平盛世 安啦
大家都还觉得我们在太平盛世，安啦！
我们起码还会到圣殿去献祭、按时去作礼拜、
表
表面上也是守节期、去圣殿时也会奉献，
是守节
去
会奉
对上帝已经仁至义尽，上帝还要我们干嘛呢？
耶和华上帝应该懂得保护我们这群人吧！
难怪 耶六 看到当时耶路撒冷城有很多假先知，
到处告诉百姓们说：「安啦，平安啦！」
另方面，或许耶利米自己也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
可怕的战祸发生呢？耶路撒冷当时看起来非常好，
帝到底在气什么
上帝到底在气什么？
五1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

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
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
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
若有，我就赦免这城。

战争的灾祸将来即将临到，百姓们却毫无感觉 ─
 觉得对耶和华上帝仁至义尽了，上帝应该要保护他们
觉得对耶和华上帝仁至义尽了 上帝应该要保护他们
 耶和华上帝的圣殿在我们耶路撒冷，
上帝总不会让他的圣殿倒吧？
帝总 会
的
倒
既然圣殿一天在，我们全部都是平安的
当时百姓自我欺瞒的景况，在今日教会生活中或许可以思想，
 家里挂上匾额「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
 在教会高悬十字架，但来到教会是一回事，
到社会，行事为 跟 界
有 样，
出到社会，行事为人跟世界的人没有两样，
有时反是作十字架的仇敌
 家里、教会里摆了很多圣经，但是很少去翻开，
仔细研读、了解并且愿意去顺服上帝的话语
 在教会热心投入服事，但是生命没有改变、
不想让上帝的道来修剪我们

耶利米在百姓中寻找行公义、求诚实的人，发现没有…
五4 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

人家说信什么、他们就跟着去信…

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
更不晓得摩西律法书，他们看不懂
五5 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法则。
我要去见尊大的人 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法则

哪知，这些人齐心将轭折断，挣开绳索。
耶利米终于知道上帝生气的原因了，
 并不是百姓没有遵从外在的宗教礼仪
 而是在内心、生命没有改变，不听、不想顺服上帝的话，
以致于他们行不公义、为人也不诚实，
对上帝也充满虚谎，
 以为上帝没有听到他们欺压人的声音
 没有看到他们所做隐藏败坏的行为

大祭司亚伦两个儿子，凭着自己的热心
去献上 火
去献上凡火、而不是圣洁的火，招到上帝审判
是圣洁的火 招到上帝审判
 大卫热心想迎接约柜来到耶路撒冷，
没有按律法书派利未人去扛抬，乃是派牛车，
律法书
约柜差点滑下来，乌撒跑去扶，招到被击杀
这些人表面看起来都是在服事上帝、热心、敬拜神，
但上帝看到他们事奉的隐藏，是凭着人的邪情私欲…


太七21-27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 水冲 风吹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表面很有果效，实际上是一种人治，
约西亚王 死 南国整个上上下下都走回头路
约西亚王一死，南国整个上上下下都走回头路。
 信仰改革的核心应该关切的是上帝的道是否深植人心，
果效很慢、就像盖房子，花了很多的时间都在打地基…
像盖房
花
多
都在打 基
 如果不读、不顺服上帝的话，只靠外在假象来欺瞒上帝，
是把真神当假神拜 ─只要拜过就好，
却没有好好的去听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话
五21-24 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

我以永远的定例，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
我以永远的定例
用沙为海的界限 水不得越过
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兢吗？
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
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
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

当时有人对耶利米的话非常不以为然：我有寻求上帝的话啊，
虽然不是自己读经祷告 但是参加特会 听预言
虽然不是自己读经祷告，但是参加特会、听预言…
五30-31 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

就是先知说假预言，
取悦人、而不是服事上帝
祭司藉他们把持权柄；
祭司藉他们把持权柄
靠宗教地位来获得权力，要人脉、支持、群众，
不敢得罪人，不敢按正义来传讲上帝的话
敢得罪
敢按 义来传讲上帝的话
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
一味让百姓听他们讲话觉得很舒服、很励志，
不需要悔改、自省、生命的改变
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
六14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

「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把真神当假神拜的信仰，
就是以为可以透过外表的宗教仪式来贿赂上帝，
就是以为可以透过外表的宗教仪式来贿赂上帝
生命不需要改变、不需要舍己、不需要背十字架，
把上帝的救恩当成廉价的恩典来看。
把上帝的救恩当成廉价的恩典来看
德国殉道者二次大战潘霍华牧师：
「这种廉价的恩典，是蒙饶恕而不需要悔改、
受洗不需要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不需要自我省察、
获得上帝的赦免不需要个人真心诚意的忏悔。」
想透过表面工夫来取悦上帝
想透过表面工夫来取悦上帝，一定失望的…
定失望的
弥六7-8 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

或是万万的油河吗？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他们的势力非常壮大、假货充斥，没有人愿意听耶利米的话…
六17-20 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

「要听角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
列国啊 因此你们当听
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
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
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 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
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
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
从示巴出的乳香 从远方出的菖蒲（甘蔗）
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甘蔗）
奉来给我有何益呢？
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 我也不喜悦
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
六27-30 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

往来谗谤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
往来谗谤人
他们是铜是铁 都行坏事
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
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 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
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
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索忍尼辛提到：
 人类一切悲剧的起头，往往是因为忘记了上帝
人类 切悲剧的起头 往往是因为忘记了上帝
 今天的世界，正被一些厚颜无耻的信念所淹没 ─
 有一群人盲目的迷信所谓的权力
有 群 盲
权力
 正义一无所成，而人往往认为权力无所不能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审判的上帝，人们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
什
得
从今天的信息中，是否感受到上帝对每一位信他的子民，
从今天的信息
，是否感受到 帝对每 位信他的子民，
在灵性、与他关系上的要求呢？
我们可以每个礼拜主 守时的去报到，
我们可以每个礼拜主日守时的去报到，
但是坐在那里、奉献的时候，心在哪里呢？
 上帝不是不看重宗教的礼仪
 上帝同样看重我们内心深处与他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往往是透过
渴望遵行他的道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