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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书第一章 1 - 19
1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甚么？」

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
12 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
耶和华对我说 「你看得不错

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
13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甚么？」
」
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
14 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
15 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
耶和华说 「看哪 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 他们要来 各安座位
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
16 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
17 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
不要因他们惊惶 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
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
18 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
19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书第一章 1 - 19
1 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
2 犹大王亚们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犹大王亚们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3 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
4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5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6 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7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甚么话，你都要说。
8 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不要惧怕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9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10 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限制级传道 ‧生命舞台被约束‧国度视野被约束‧安全感被约束
人生的第一步最重要
人生的第
步最重要 ─
耶利米书第一章 被上帝呼召之后，命定后面五十二
五十二章，
章，
被上帝用的特征 ─ 被上帝所命定、所限制：
被上帝所命定 所限制
为圣、
、
 角色被限制 第五节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舞台被命定 第七节 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
 任务被命定 第十节 列邦列国之上要施行拔出、拆毁、
毁坏、倾覆，又要建立跟栽植
 挑战被命定 十八节 君王、首领、祭司、地上的众民，
君王 首领 祭司 地上的众民
都要反对你
往哪里去、哪一个舞台、做什么事，被上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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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级传道 ‧生命舞台被约束 ‧国度视野被约束‧安全感被约束

1. 生命舞台被上帝的主权所约束

被上帝用的人的第一章，都是限制级传道…
被上帝
的
级传道
保罗 ─ 第三次旅行布道，说：

一5-7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被捆绑，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甚么事；但知道 ─
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灵在
证 说
难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徒廿十22-24

彼得，耶稣对他三次说「你爱我吗？」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
，随
；
但年老
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约廿一18

被上帝用的人，事奉的原点是天上的约束…

‧限制级传道 ‧生命舞台被约束 ‧国度视野被约束‧安全感被约束

一开始事奉的时候，一定有
始事奉的时候
定有自由意志的冲突，
有点像客西马尼园 ─ 耶稣祷告说
我父、我父，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
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耶利米想照自己的意思 ─ 我年幼，不要找我。
上帝对他说 ─ 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不要说你年幼，
你都要去！我已分派你成为限制级传道。

不！我不要跟你同负一轭，
我不要跟你同负 轭，
这条路很苦、有人会苦待、我年幼、世界没有玩够…
被上帝用的人最大的挣扎是你的主权，想自己掌控。
耶利米，如果没有 第一章 成为限制级传道，
就不会有四十年在耶路撒冷事奉
就不会有四十年在耶路撒冷事奉，
后来写下耶利米书、哀歌、列王纪上下…

我没有将你造在腹中、已经晓得你…
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召我的神。
又施恩召我的神

加一15

生命的舞台在母腹里，已经被上帝所约束。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诗一卅九16

很多事我们是没有主权的 ─
出生地、父母亲、种族…，没有选择；
上帝要用的人 就是生命舞台被上帝约束
上帝要用的人，就是生命舞台被上帝约束
约束，
约束，
被上帝派为列国列邦的先知。

‧限制级传道 ‧生命舞台被约束 ‧国度视野被约束‧安全感被约束

被上帝 …
任何人要被上帝用
拿铅笔来说，
要写出色彩：
1. 经历刀削的痛 ─ 耶利米很多人要戳他、很多痛苦
事奉、祈祷、传道，很多错误、失败…
2. 修正做过的错 ─ 事奉、祈祷、传道，很多错误、失败
修正它，继续往前走，靠主改变、更新
不在外面、名声、地位、经历，
位、 历，
3. 最贵重的是心 ─ 不在外面、名声、
里面单纯仰望的上帝的心
4. 继续被主人用 ─ 人生最多的累积、下半场最精采，
摩西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最精采
肯把主权放在导演 你不过是演员
5 主人握在手中 ─ 肯把主权放在导演，你不过是演员，
5.
派你哪里去、你都去，
不让你去 你也不要去
不让你去，你也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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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不愿意到埃及，是被约哈难绑架到埃及。
耶利米不愿意到埃及 是被约哈难绑架到埃及
被上帝用的耶利米，一定没有自由度：
一9 伸手按住你的口，
伸手按住你的
一17 要束腰，绑起来
束
绑起来
 他告诉同工巴录，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让上帝来掌管
来掌管：
：
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

四五4-5

上帝帮你规划前面的路，明天在上帝的手中…
耶利米被上帝抓了四十年 流泪的先知 痛苦的先知
耶利米被上帝抓了四十年，流泪的先知、痛苦的先知，
 被掳之后的但以理看到他的书受感动
 新约耶稣称赞这个耶利米先知
 犹太人
人在大屠杀之后，仍然记念这个流泪的先知

你要被上帝用 生命舞台要被上帝的主权所约束
你要
你要被上帝用，生命舞台要被上帝的主权所约束；
不肯被上帝约束的人，不可能被上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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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开始传道，忠言逆耳、很难听的…，同胞不喜欢听、
耶利米开始传道
忠言逆耳 很难听的
同胞不喜欢听
王不喜欢听，甚至王把耶利米所写的圣书烧了。
他不怕王怒、不怕别人的脸色。
怕 怒
怕别 的脸色
上帝呼召耶利米对亚哈斯、对西底家讲道，
 地位比君王还要高，关心是天上的事、认清角色
地位
关心
上的事
角色
 不要把角色拉到政党、君王、一个国下面，
他是服在上帝下面 ─传主的道、怕所当怕的
要被上帝用的人，不要被一个人间小国绑住了，
不要把福音放在文化下面、把传道角色放在政党下面，
 要有国度的视野，超越一个国家、成为列邦列国
，
邦
 宣教做不好，是因为国度是一个国、而不是天上国
西国宣教 到华人当中宣教就是有国度观，
西国宣教士到华人当中宣教就是有国度观，
不是为了英国、美国…，是为了上帝国到中国来。

‧限制级传道 ‧生命舞台被约束‧国度视野被约束 ‧安全感被约束

2. 国度视野被上帝的启示所约束
一9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被约束、传道，传什么呢？
 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才有建立、栽植，
施行拔出 拆毁 毁坏 倾覆 才有建立 栽植
先有负面、再有正面，先被神摸着、才帮助整个国家
 异象 ─ 上帝问他说「你看到什么呢？」
上帝问 说「 看
杏树枝，

他说「你看得不错，我要留意保守。」
杏树枝、留意保守，希伯来文 shaw‐kade‘ 双关语，
对耶利米来说 ─ 每一 次看到杏树枝，上帝留意保守。
第二个异象 ─ 北方烧开来的锅，
堕落败坏的人，通通要被上帝透过巴比伦审判

神的道跟圣灵在他身上的异象。

第二章开始传道，视野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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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 ─ 留清朝的辫子，羞辱了英国，
清朝的辫子
宣教士的钱就不奉献来，他不在乎；
他在扬子江旁边，死在长沙、埋在长沙。
他说一句名言 ─ 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Not for China, But for Christ.

马偕「最后的住家」的诗 ─
遥远的福尔摩沙是我心所爱的，
不管是汉人、平埔族、高山族，为了福音服事他们，
我满心情愿献上我的生命，就算一千次也不足为惜。
西国宣教士是因为天国、上帝国度眼光成为宣教士，
西国宣教士是因为天国
上帝国度眼光成为宣教士
华人传道人一定要有广的国度观念，
 让福音传到外国，而不是只有自己的小国
让福音传到外国 而不是只有自己的小国
 不要变成一国、不要变成爱国主义

‧限制级传道 ‧生命舞台被约束‧国度视野被约束‧安全感被约束

3. 安全感被上帝的应许所约束
众民、众臣通通反对你、攻击你…，果然巴比伦来了，
把但以理、约雅敬掳走了
第二批 把以西结、约雅斤掳走了
第三批 尼布甲尼撒王亲自来，西底家怕了，
在
派人去问耶利米 ─我现在该怎么办？
第一批

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
「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
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
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
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
廿一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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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投降是唯一的路，才有办法活着！
出去投降 唯 的路 才有办法活着 」
这句话很麻烦，就有人想害死他 ─
迦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
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利米就杂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
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
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雅，
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 说：「你是投降迦勒底人哪！」
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迦勒底人哪！」

卅七11-13

你是不是通敌？为什么叫我们投降！
他被抓到监牢、被骂「犹奸」，多少人想害死他 ─
他在监牢里，不给他吃、不给他喝…
他在监牢里
不给他吃 不给他喝
几乎没有命的！

卅八6

西底家要活，只有一条路 ─ 投降！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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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死的是西底家，在眼睛没有被挖之前，
底家
睛
看到所有的儿子被杀，拉他到巴比伦城去；
约雅敬、约雅斤、西底家，都死了或被掳走，
耶利米，最后留下来写哀歌…
经历到 ─ 上帝是他的坚城、铁柱、铜墙，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
，
；
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一19

你如果是限制级传道，
就会经历到上帝把应许约束着你，
因为上帝说 ─
我是你的铜墙铁壁、我是以马内利的神。
来跟从他 就可以变成限制级传道
来跟从他，就可以变成限制级传道、
生命被上帝所限制…

主帮助 ─

求

所有华人长执同工、特别传道，
成为被你的主权所约束的

限制级传道；
也因为国度视野被你所约束，
传主的道成为跨国宣教；
更多的在生命当中，
被你的应许所约束、不怕任何的灾害，
经历到以马内利的神。
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