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米书

危险的事奉
第十一课…

圣经并不避讳一个跟上帝关系很好的人
会遇到事奉的低潮 挫折的经文
会遇到事奉的低潮、挫折的经文，
可以看到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会软弱，
事奉中希望有成就感 掌声 伴侣 朋友
事奉中希望有成就感、掌声、伴侣、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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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当时遇到的处境 —
 快要亡国了、愈来愈危险，上帝才会
让耶利米更多透过祷告、倾心吐意的告白，
支取从上帝所赐给他的力量，
后来接受上帝的呼召，接受新的带领、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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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19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

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 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
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
耶路撒冷的北城门
让不同城门进出的百姓、贵族，
可以听到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
耶利米一开始讲述有关于守安息日的内容…
十七21-22 不要在安息日担甚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

也不要从家中担出担子去。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
教导在安息日的时候，要停止一切的买卖…
 一周有七天，上帝只要一个安息日
周有七天，上帝只要 个安息日
要他的百姓分别出来，好好的亲近他，
自己的灵性、肉体 可以全然的休息
自己的灵性、肉体，可以全然的休息
奈何百姓并没有去纪念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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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还是内心有许多的挣扎，

遇到的不仅是辱骂，而且被一起事奉的人殴打
遇到的不仅是辱骂，而且被
起事奉的人殴打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感情非常的痛苦…

耶利米教导百姓 — 将平时所担的担子在安息日放下来，
多花点时间来纪念造化我们的上帝。
多花点时间来纪念造化我们的上帝
如果上帝的子民不肯守安息日，
代表对上帝的信心愈来愈软弱，
代表对上帝的信心愈来愈软弱
 不相信上帝会顾念我们的生活，
认为多一天赚钱，可以为积攒更多的财宝
 以致付上全人的灵性、时间、关注、与家人的关系，
完全投注在金钱的追逐当中
上帝的子民若不守安息日，背后有好多的意义 —
 把时间跟金钱看得比上帝来得重要，
来
单 信靠他的心
愈来愈失去单纯信靠他的心
 连一天分别出来坐在礼拜堂，
安安静静听 帝的道、好好唱几首诗歌，
安安静静听上帝的道、好好唱几首诗歌，
都愈来愈吝啬、愈来愈不肯给上帝时间跟机会

出廿8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十诫中唯一强调的圣日
上帝创造人类之后，人类第一个享受的圣洁的日子，
上帝创造人类之后
人类第 个享受的圣洁的日子
上帝藉安息日，跟人分享他的创造、享受安息
 今天基督徒是用礼拜天来取代旧约中的安息日，
今天基督徒是用礼拜天来取代旧约中的安息日
那一天不仅把时间给上帝，也给亲爱的家人


安息日也是上帝跟他百姓立约的证据…
出卅一13b
出卅
13b 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
父母可以教导孩子 — 我们是属上帝的，
 上帝把这一天分出来、要我们记念他、多思想他的话
帝把这 天分出来、要我们记念他、多思想他的话
 更多从他的话，学习彼此间的关系、彼此相爱

上帝赐福遵守安息日的人 —
你若在安息日掉转你的脚步 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你若在安息日掉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
尊敬这日 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
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赛五八13-14

摩八5a 指责早期还会有守一点外表安息日模样的人
指责早期还会有守 点外表安息日模样的人

—

安息日几时过去…
好冲到外面去赚钱做生意。
现在耶利米的时代，百姓连表面工夫都不要了，
大大方方的安息日不守了，
大家担子挑来挑去 进出耶路撒冷的城门
大家担子挑来挑去、进出耶路撒冷的城门，
交易买卖、嬉笑怒骂…

近东地区巴比伦文字有类似安息这种字源，
但含义跟当时 色列人是 太 样的
但含义跟当时以色列人是不太一样的。
以色列人先前是在埃及法老王手下当奴隶的…
上帝特别给以色列人遵守安息日的重要，
上帝特别给以色列人遵守安息日的重要
 代表肉体、心灵得着喘息、得着自由的机会
 不再成为金钱、时间、工作的奴仆
在那个时代上帝的子民守安息日，
在那
时代 帝的子民守安息日，
跟外邦人是一个很大区别出来的特色 —
外邦人并不重视这样 个记念造化主的日子，
外邦人并不重视这样一个记念造化主的日子，
 守安息日，显出上帝子民身分的特别不同，
是 种与世有别的圣洁记号
是一种与世有别的圣洁记号
 不要小看礼拜天到上帝的教会去敬拜，
这也是 个分别为圣的操练、
这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操练、
与世有别、圣洁的记号

守安息日是十诫中的第四诫，
以色列人形同破坏
上帝与摩西代表百姓所立的西乃之约。
这群百姓没有办法影响身旁外邦人的生活，
反倒被外邦人的
世界价值观、运作的模式来影响他们。
耶利米在车水马龙的城门口，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警告他们说：
别以为时间、金钱都在你们手中，
每一天都任凭你们安排。
你们如果不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
有一天就知道 —
生命不过像一场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十八1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下到窑匠的家里去。」

陶匠一旦捏陶的器皿发生瑕疵，就会把有损的泥丢掉，
再重新做一个新的陶器。
上帝透过这幅景象帮助耶利米，告诉百姓说—
上帝犹如陶匠，而你们就是他手上的泥，
上帝犹如陶匠
而你们就是他手上的泥
一切生杀大权都在造物主的手中，
 以色列人、外邦人，转离恶行就会得到救恩
以色列人 外邦人 转离恶行就会得到救恩
 不肯相信、执迷不悟…，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

从许多圣经人物知道，即使属灵人
也会有情绪低潮 事奉走不下去的时候
也会有情绪低潮、事奉走不下去的时候。
在长期传讲信息毫无果效、精神紧绷的耶利米，
在击打他
在击打他、百姓冷嘲热讽中，
姓冷嘲热 中
再次陷入事奉的黑暗跟低潮，
在这 过程
在这个过程，他写下了一首咒诅诗…
首咒诅诗
十八19-21 耶和华啊，求你理会我，

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
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
求你记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
求你记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
要使你的忿怒向他们转消。故此，
 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
 愿他们的妻无子，且作寡妇；
 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
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
耶利米在咒诅那些要谋害他的人。

以色列人拒绝悔改，更可怕的是 —
十八18 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

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
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
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

耶利米是先知，怎么可以发出咒诅呢？
以新约基督徒眼光 这很抵触耶稣的教导 —
以新约基督徒眼光，这很抵触耶稣的教导
要为仇敌祷告，但是耶利米竟然咒诅仇敌？
咒诅诗是圣经诗歌体的一类，也算是一种哀歌，
诗 卅七9 拿你的婴孩摔在盘石上的，
诗一卅七9
拿你的婴孩摔在盘石上的

那人便为有福！
是在亡国被掳之后，在异乡的人写下的咒诅诗，
 是跟上帝求说 — 这群人曾经怎样加害我们…
主啊，你也要记念，让曾经加害我们的人
有一天亲自尝到他们应当得的报应
 不是他们真的要这样去做，而是求主鉴察
从律法书、先知书、诗歌、智慧书，
都可以看到咒诅诗的文体。

耶利米虽然写出咒诅诗，但在国家快亡国时，还是紧紧地
为这些罪人求上帝的怜悯 爱这 群罪人
为这些罪人求上帝的怜悯、爱这一群罪人。


写咒诅诗的人，只是向上帝表达内心的沉痛、情绪，

也求上帝让那些恶待人的人亲自尝到报应
 但没有实际的去采取报复的手段，
而把整个事件交托给上帝
所以在写咒诅诗的时候，一方面是情绪的抒发，
所以在写咒诅诗的时候
方面是情绪的抒发
一方面知道上帝是忌邪的，
所以他们面对不公不义事件时 求公义的上帝
所以他们面对不公不义事件时，求公义的上帝
像法官一样为他们伸冤、
判决恶人所应当承受的刑罚跟报应。
判决恶人所应当承受的刑罚跟报应
这个咒诅诗是耶利米来到上帝面前真情流露的表达，
某方面，也是他憎恶罪恶内心深刻的表白。

十九1-2a 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

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
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
出去到欣嫩子谷、哈珥西（瓦片的意思）的门口那里。」
炉灶、地狱、火湖
杀婴献祭的事经常发生，想必悲风惨惨，
每个人去也都觉得毛骨悚然。
耶利米指着欣嫩子谷告诉他们：
「这个让你们杀婴献祭献给假神的地方，
有一天会成为杀戮谷，
就是你们将来的葬身之地。」
接着把买来的瓦罐打破，然后说：
「你们接下来的结局就像瓦罐一样，
瓦罐
，
被摔碎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巴施户珥殴打耶利米的事件，为接下来更大的苦难揭开序幕，
置身在危险事奉当中的耶利米经过殴打，
置身在危险事奉当中的耶利米经过殴打
是否会再次陷入事奉低潮、
帝
实是
度产
对上帝的信实是否再度产生怀疑呢？
将再下一堂课继续探讨。
最后以德国纳粹时期、为主殉道的潘霍华牧师，
在团契生活当中做的教导，作为结束
在团契生活当中做的教导，作为结束…
要记得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是单独站在上帝的面前，
你必须单独跟从他的呼召 单独背起你的十字架
你必须单独跟从他的呼召、单独背起你的十字架、
单独争战跟祷告、你也要单独的死去、单独向上帝交账。
 你不能躲避自己，因为上帝亲自拣选了你
 如果你不愿意单独负责，你就是拒绝基督的呼召
然而这个呼召却不是单独对你，
你乃是在蒙召者的信众当中，背起十字架、争战跟祷告。

任何听到这种预言的人，心里都是很不开心…
廿1-6 祭司音麦的儿子巴施户珥作耶和华殿的总管，
户

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枷，
将他枷在那里 次日 巴施户珥将耶利米开枷释放 自由
将他枷在那里。次日，巴施户珥将耶利米开枷释放。
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施户珥，乃是叫你
玛歌珥‧米撒毕
（四围惊吓 四面楚歌）
（四围惊吓、四面楚歌）。
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
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
 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
 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
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
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
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
 你这巴施户珥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
你和你的众朋友 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
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
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