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重要的神学主题 — 约，今天所看的经文

耶利米书

第八课…

古代近东，立约仪式是非常严肃的，
把动物劈成两半、分开对立，立约者从当中走过去
 代表如果没有好好的遵守，就像祭牲一样被劈成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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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十五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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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把祭物劈开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排列
 日落天黑时，熊熊的烈火从对半的肉块当中过去，
代表立约的上帝透过立约的仪式告诉人 —
 我是守约的上帝，
我是守约的上帝
不仅守约 、还施慈爱、还施公 义
 代表上帝的谦卑，爱人的缘故肯被约所局限，
代表上帝的谦卑 爱人的缘故肯被约所局限
对不守信用的人做非常神圣的动作 — 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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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约的破坏 毁约所带来的结果
就是约的破坏，毁约所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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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曾记载上帝跟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立过约，
守约常跟上帝的公义 慈爱的属性脱离不了关系
守约常跟上帝的公义、慈爱的属性脱离不了关系，
 上帝因为守约，当子民被欺压，他会作他们的保护者
 如果子民背约，上帝也会尽保护者、追讨者的身分，
如果子民背约
帝 会 保护者 追讨者 身
 执行刑罚，追查百姓生命中的罪过，显出公义
 上帝也因为守约，不会永远怀怒，
守
永
而且会以丰盛的慈爱向他的百姓施恩
从整卷耶利米书中清晰地看到 —
 上帝的子民如何从背约中招来上帝的审判
上帝的
如何 背约中招来上帝的审判
 又如何因为上帝的守约，
以致他们领受慈爱，在管教当中依然有盼望，
慈
管教
盼望
得到耶利米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信息 —
有一天你们被掳、但却会归回

约西亚王年间所挖出来的摩西律法书，
有学者认为就是申命记
有学者认为就是申命记。
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
这约的话，
冷
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
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这样，你们就作我的子民，我也作你们的神。」
十一2-4

十一8 神的百姓如果不听从上帝的话，

只按着个人顽梗的恶心来行事的时候，
申命记 一切咒诅将会临到，
，申廿九 完全符合 耶十一8 的警告
警
盟约的书卷，告诉以色列人生与死、祸与福的道路，
 选生，就顺服上帝的话，得来是福
选生 就顺服上帝的话 得来是福
 选死，就悖逆上帝，为自己招惹祸端

摩西当时知道百姓将来是悖逆的，所以事先提出警告，
但并不是给这些百姓没有盼望 告诉他们 —
但并不是给这些百姓没有盼望，告诉他们
你们只要悔改，永远不会太迟，
发现走错路 赶快转身过来
发现走错路、赶快转身过来，
这就是悔改原本的意义。
申廿九我今日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连同今天不在我们当中

—

指世世代代的子孙，我都与这些人立约，
因为惟恐有人后来去拜偶像，生出苦菜、茵蔯、苦毒…
如果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还自夸说：
「我 然行事 梗 但我还是很 安 上帝在哪里啊 」
「我虽然行事顽梗，但我还是很平安，上帝在哪里啊？」
耶和华必不饶恕这样的人，耶和华的怒气跟愤恨
要向这种人发作如烟冒出来 像火山爆发
要向这种人发作如烟冒出来、像火山爆发，
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加在他的身上，
耶和华的怒气 忿怒 大恼恨
耶和华的怒气、忿怒、大恼恨，
会把他们从这个地方拔出来，然后扔在别的地上。

十一18-19 耶利米也遭到背叛的痛苦…

当耶利米苦苦求情、祷告求上帝要原谅那群罪人的时候，
当耶利米苦苦求情
祷告求上帝要原谅那群罪人的时候
上帝告诉耶利米说：
「 群 祷告
「那群你祷告的人，已经在密谋要陷害你了。」
在密谋
害
」
 圣经用一个贴切的比喻 — 像是温顺的小羊羔，
被牵到宰杀之地，还不知自己已身陷险境
宰
 那群密谋陷害他的人，竟然是故乡亚拿突城的
祭司家族、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朋友们！
为什么这群亲朋好友要来对付耶利米呢？
应该是因耶利米的圣殿讲道 七到十章 的内容，戳穿
假神职人员生命中的光景，是表里不 的，
假神职人员生命中的光景，是表里不一的，
这些人面子很难挂得住，决定要让耶利米闭嘴 —
只要制止他的话，
只要制止他的话
或许可以防止他讲的话应验成为事实。

这些律法书的内容，就在约西亚王年间被找出来了，
 代表上帝不断给他悖逆的百姓很多的机会悔改
代表上帝 断给他悖逆的 姓很多的机会悔改
 悔改的机会给到一个时候，再硬着颈项、管教就下来了
十一13 犹大啊，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

你为那可耻的巴力所筑烧香的坛
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
因为百姓毁约，所以神的审判已经确定，
因为百姓毁约
所以神的审判已经确定
他不要耶利米再继续扮演代求者 — 中保、调停者，
十五1 虽有摩西和撒母耳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
虽有摩西和撒母耳代求 我的心也不顾惜这 姓

上帝容忍子民已经达到极限，只能彻底的把他们
 从应许之地拔起来，治疗他们根部的腐烂，
 透过史上对以色列人来讲最严重的
透过史上对以色列人来讲最严重的一场审判
场审判 —
震撼教育，来唤醒他们对上帝的良知

从今天的经文知道，耶利米躲过这一场阴谋，
但是他好愤怒 生气 难过
但是他好愤怒、生气、难过，
十二1-6 他感受到被人背叛的感觉，
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的表白 「我 委 太
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的表白：「我的委屈太大了，
你一定要把那群密谋要陷害我的人，把他们都宰杀掉。」
他的忿怒在上帝面前毫不隐藏、不需要去假属灵。
帝
毫
上帝知道耶利米受骗、受伤的痛苦，
但直接告诉耶利米 — 接下来遇到的打击会更大…
十二5 6 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
十二5-6
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 尚且觉累 怎能与马赛跑呢？

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
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
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
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
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

七十士译本 ─ 「不」安稳
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
在
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
怎 行
原文没有「丛林」两个字，
只有
有 ga‘own，指的是骄傲或洪水泛滥
指的是骄傲或洪水泛滥
约但河水是从黑门山融冰下来，
有时会造成下游泛滥，丛林的猛兽就跑出来吃人，
所以一向都是指非常艰险的状况。
上帝就告诉耶利米，你现在只是跟人一起走路的人，
都觉得好累 身心俱疲 在平安之地走都会摔倒
都觉得好累、身心俱疲，在平安之地走都会摔倒，
接下来你是要面对约但河丛边，
跑出来的那 些可怕的狮子
跑出来的那一些可怕的狮子。

耶和华警告耶利米，让他知道人心的凶险，
 让他发现原来这么内心单纯的服事上帝，
让他发现原来这么内心单纯的服事上帝
而面对的世界却是有毒的世界！
 所以上帝让他晓得服事上帝的人，
所以上帝让他晓得服事上帝的人
不只是驯良像鸽子、也要灵巧像蛇…
十七9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看穿人性的诡诈
看穿人性的诡诈，
 不代表传道人变得深不可测、老谋深算
 而是更明白自己跟别人都是罪人、需要主的怜悯，
上帝鉴察人心，我们的意念无法向他隐藏
传道人必须清楚面对的人性是复杂、环境是艰难的，
否则就容易在过度天真无邪的光景当中，
真
，
传一些不痛不痒的道。

美国牧师尤金毕得生，针对耶利米书这一段信息分享…
上帝 耶利米
上帝对耶利米说：「耶利米，生活并不好过啊！」
利
生活并 好
不要以为当传道人很轻松，是否遇到挫折就停下来呢？
 生命不是只是求三餐的温饱、求可以牧会落脚之处
 所接触世间的男女都只是求自身的舒适，
听了你的信息，没有那么渴望要去荣耀上帝
你是否就想躲回家？是要一天到晚活得好害怕？
还是勇气百倍继续活下去、为主传扬真道呢？
提醒今天不管是传道人、教会的同工们，
 在面对服事的岗位、服事的人，
觉得没有成就感、事奉充满挫折
 甚至传道人觉得能力也不错，拿比一般人更少的薪水、
却做许多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到底该怎么办呢？
却做许多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耶利米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给他的挑战。

诚如申命记 — 约的破坏会带来咒诅，
耶十二7-13 上帝为他毁坏的产业，

产业，他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
叫耶利米为这产业作哀歌 —
你们种的是小麦，收的是荆棘，
你们种的是小麦
收的是荆棘
虽然精疲力竭、却一无所获。
然而只要是以色列人、甚至外邦人愿意跟上帝立约，
愿意悔改 回转 上帝会把机会给他们
愿意悔改、回转，上帝会把机会给他们。
十二15 宣告救恩的应许…

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
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