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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诚为主竭诚为主 耶利米书十五- 十七18

1938 纳粹德国在希特勒操控下，开始大规模

屠杀犹太人 当时德国教会竟然沉默不语屠杀犹太人，当时德国教会竟然沉默不语。

当时巴登符腾堡州有一位基督教冯仰牧师，

讲道时就抨击德国人屠杀 逼迫犹太人的事讲道时就抨击德国人屠杀、逼迫犹太人的事，

如果德国不肯悔改、教会继续安静无声，

上帝有 天 定会亲自来审判这罪上帝有一天一定会亲自来审判这罪。

应该很多人认为他是时代英雄，结果却是非常意外…

有五百多个德国百姓，知道冯仰牧师正在带领查考圣经，

就蜂拥地跑到那个家庭查经班外面，，

叫嚣、丢掷石头，

最后把牧师拉出来，毒打两个小时，最 把牧师拉 来，毒打 个 时，

牧师奄奄一息，再把牧师丢到监狱当中…

在一个神棍横行、谎言充斥、没有人敢讲真话的时代，

想要作社会的良 忠贞事奉 竭诚为主的人 想要作社会的良心、忠贞事奉、竭诚为主的人，

所付上的代价包括了生命
事奉上帝 在这样邪恶的世代是何等的艰难要事奉上帝，在这样邪恶的世代是何等的艰难，

如果没有坚心倚赖神，真的很多时候活不下去

耶利米的处境经常都是如此。

耶利米屡次发出警告，告诉南国犹大的百姓说 —
有冰山哪、就在前面，就快沉船了！

每个人都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

 认为有上帝的圣殿在，我们就不怕风浪

问题是他们不是真正的顺服耶和华上帝，问题是他们不是真 的顺服耶和华上帝，

不是真正带着一个遵守上帝诫命的心 —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 、与神同行

置身在其中的耶利米该怎么办呢？

我们或许可以说 — 耶利米，赶快跳船吧！

就如同他有一次在上帝面前说：

「真宁可我跑到旷野，远远的避开、眼不见为净。」

然而上帝没有要他跳船，

却要他始终的与这一群罪人同在，却要他始终的与这 群罪人同在，

爱他们、提醒他们、警戒他们，

即使到亡国的一刻还是如此。即使到亡国的 刻还是如此。

耶利米自始至终都是这样竭诚为主、陪着这一群人，

对一个属灵人来讲，信心永远都不是在巅峰当中

耶利米这样的事奉上帝的人，

信心会载浮载沉、

事奉上帝的心志也会载浮载沉

抓住上帝拚命祷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对每位事奉上帝的人来说，祷告就是跟上帝沟通的媒介。

耶利米不仅是为自己的忧闷跟上帝祷告耶利米不仅是为自己的忧闷跟上帝祷告，

也屡次为着悖逆的百姓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手下留情…
可是上帝已经有几次警告耶利米可是上帝已经有几次警告耶利米 —
 这一群无药可救的百姓，

为他们所宣判的审判已经命定好了

 不是没有机会给他们，而是他们执迷不悟

十五1 耶和华对我说：
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

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
因为他们太悖逆，除非大大的管教因为他们太悖逆，除非大大的管教

让他们记住这个教训，否则他们总不悔改
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

如果不审判，怎能显出上帝公义的属性呢？

摩西、撒母耳是中保 — 调停者、代求者，

他们都曾经扮演过为 姓代求的角色他们都曾经扮演过为百姓代求的角色…

诗九九6a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
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不断埋怨的百姓屡次悖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断埋怨的百姓屡次悖逆，

以致于上帝非常震怒、刑罚他们的时候，

摩西跟上帝说 「求你不要涂抹他们的名摩西跟上帝说：「求你不要涂抹他们的名，

宁可把我的名字从你手上的生命册上涂掉，

求你怜悯这群以色列人 不要离开他们 」求你怜悯这群以色列人，不要离开他们。」

以色列会众弃绝上帝、吵着要有自己的王得罪神，

当时撒母耳说：「你们在这件事上厌弃耶和华上帝，

但我还是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我 是 停 为你们祷告 ，

如果你们继续行恶，你们跟你们的王有一天会灭亡。」

虽然都是代求者，他们也都曾警告以色列人 —
我 为你们祷告 但你们自己 悔改也是 行我可以为你们祷告，但你们自己死不悔改也是不行。

但上帝直接告诉耶利米 — 时候已经到了，

我 够将 连根拔起 来 疗腐 到 点 部

十五2b-4a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

我只能够将他们连根拔起，来治疗腐烂到极点的根部，

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
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

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
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耶利米可能冲到街口，责骂悖逆的百姓…
又像看到爱子悖逆的父母，劝导说 —又像看到爱子悖逆的父母，劝导说

快沉船了、快灭亡了！
可是没有半点效果 没有人肯听他的可是没有半点效果，没有人肯听他的，

大家对他的热诚一点感激都没有。

耶利米很难过，跟上帝抱怨说…

十五10 我的母亲哪，我有祸了！
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

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与我，
人人却都咒骂我。

因他忠心传讲神的话，让人听起来太刺耳了，

特别关于审判，大家都喜欢听上帝是爱，特别关于审判，大家都喜欢听上帝是爱，

讨厌听到上帝原来也会审判人。

不只是咒骂而已 这群人还想杀掉耶利米不只是咒骂而已，这群人还想杀掉耶利米，

古代犹太社会对假先知的处决，是拿石头把他给砸死，

这群百姓真假不分 把假预言当成真货这群百姓真假不分，把假预言当成真货，

还真想拿石头丢死真的先知
耶利米来到上帝面前 求主鉴察 为他伸冤耶利米来到上帝面前，求主鉴察、为他伸冤，

因他受的苦难是为了主，而不是犯了什么罪



十五16-17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
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 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

耶利米表达内心非常的矛盾 —
把上帝的话当作食物，得到上帝的话好欢喜、好高兴，

他的呼召就是传上帝的话，是他最喜欢的工作 —
欢喜作传上帝话的人，上帝的话作为他生命的力量

他发现每当把上帝的话讲出来时，只是造成

更多的人弃绝他、跟更多的人格格不入，

 有太多要放下世界、背十字架来跟随上帝

 告别罪恶、跟随圣洁上帝那种挑战、还有悔改

很多的话对世界的人来讲，他们觉得做不到，

其实他们可以跟耶利米一样，单单的来信靠神的恩典。

没有人欢喜耶利米的话，耶利米很挫折，他埋怨上帝…

十五18 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
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

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

没有人欢迎耶利米到他们当中服事 一出现就让人倒胃口没有人欢迎耶利米到他们当中服事， 出现就让人倒胃口，

也没有带甚么人成为主的门徒；

唯一的业绩就是被辱骂的次数愈来愈多 被打 被关唯 的业绩就是被辱骂的次数愈来愈多、被打、被关，

换成你我，早就不想当这种传道人、再做这样的事情。

想必耶利米发出不如归去的念头 上帝对他说想必耶利米发出不如归去的念头，上帝对他说…

十五19 (新译本) 如果你回转，我就让你回来，十五19 (新译本) 如果你回转，我就让你回来，
你就可以侍立在我面前；

如果你说宝贵的话、不说无价值的话，就必作我的口。，
他们要归向你，你却不要归向他们。

上帝对耶利米下达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命令…

十六2 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

对每个犹太男人结婚都是至关紧要对每个犹太男人结婚都是至关紧要，

耶利米身为祭司，找一位贞洁的处女结婚、

继续繁衍事奉上帝的人继续繁衍事奉上帝的人，

当时犹太社会是看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为什么上帝会提出这不尽情理的要求呢？

当时时代愈来愈艰难、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亡国痛，

如果他结婚，所面临的将是更多的后顾之忧
上帝不是不知道他需要师母来为他分忧解劳，

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

上帝呼召耶利米在任何苦痛孤寂的事奉，帝 在 事奉，

单单的信靠他

从耶利米向耶和华上帝的祷告中可以看到，

他唯 分忧解劳的对象就是求告主

十六19 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

他唯一分忧解劳的对象就是求告主…

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
十七14-17 你要医治我的内心，因我的内心是破碎的；

你要拯救我，要在灾祸的日子当中
临到我的身上，作我的避难所。

因为他竭诚为主，

即使南国犹大快要沉船，耶利米都不敢随便跳船，即

他唯一的救生圈 — 紧紧的抓住上帝。

他求上帝察验他所祷告的一切话，他是认真的他求 帝察验他所祷告的 切话， 是 真

他也求上帝鉴察他的舌头，

因为他忠心的传讲主的话、没有乱讲话，因为他忠心的传讲主的话、没有乱讲话，

没有危言耸听、散播不实国家亡国的传言



从耶利米的事奉中看不到一点成功神学 —
是 种荣耀神学 或凯旋主义 容易使人落 味追求是一种荣耀神学、或凯旋主义，容易使人落入一味追求

外在的成功、繁荣、增长、光鲜亮丽 、美满幸福。

但从耶利米的事奉当中却看到十架神学但从耶利米的事奉当中却看到十架神学 —
不见得拚命认真地事奉，就有成功、繁荣、增长。

耶利米事奉的经历其实跟耶稣非常像 —
耶稣传道时，最排挤他的人是神职人员、宗教领袖稣传 时，最 挤 是神 员 领

耶稣在指责人的罪的过程得罪很多人，但他亲近罪人，

耶利米责备人的罪，但他也爱罪人耶利米责备 的罪，但他 爱罪人
主在被逮捕的时候，除了使徒约翰

带着马利亚他的母亲在他身边外，带着马利亚他的母亲在他身边外，

他的门徒都弃他而去

当耶稣被孤单地悬挂在十字架上时，当耶稣被孤单地悬挂在十字架上时，

周围还有一群嘲弄他的人…

耶利米所踏上的事奉，

就是今天新约信息所说「十字架的道路」。

秉持成功神学事奉的人，

是试图在一些可见的事工 —
能力、智慧、兴旺当中认识神

十架神学却是让人

从受苦 、卑微、软弱、痛苦当中去经历上帝

十架神学挑战人的骄傲、目标，

让人在无能为力、无助当中，

放弃自以为是、放弃自己觉得弃 弃 得

可以靠自己努力达到的目标，

然后开始学习放手交给神。然后开始学习放手交给神。

从耶利米在事奉上的挫折、对上帝的埋怨中，

看到他曾经 度想退出事奉 场 但后来 重新返看到他曾经一度想退出事奉工场、但后来又重新返回，

上帝不断提醒耶利米进到更高崭新的事奉阶段，

在 骂 境 中 求自我 在充满咒骂的环境当中不求自我满足

 不在信息上添加其他讨人喜悦的言论，

忠 语而是忠心作上帝话语的出口
要成为一个不在乎别人对他冷嘲热讽，

对上帝始终抱着高度热情传道的传道人。

老师曾经在德国看到很多来自非洲的传道人，老师曾经在德国看到很多来自非洲的传道人，

拿着小木箱、在人来人往当中大声疾呼的布道
很多是布永康牧师带信主，把福音再传回德国很多是布永康牧师带信主，把福音再传回德国
自始至终看到他们充满了传道的热情，

我想那是后来上帝再次建立耶利米的时候我想那是后来上帝再次建立耶利米的时候，

耶利米所活出来的精神。

十九世纪的属灵领袖陶恕牧师的分享 —

有一种人类的痛苦，只有虔诚信上帝的基督徒

才能体会，那就是为基督的缘故，才能体会，那就是为基督的缘故，
明知会吃苦、但是也甘心乐意地领受。

这些年间这种自愿式的受苦，

在我们中间就像昂贵的奢侈品、价值连城的宝藏，

远超过任何心思意念所能想象，既希罕又珍贵！

因为在这堕落的世代里，

很少人自愿到黑暗的矿坑当中寻宝，

这个抉择必须出于自愿这个抉择必须出于自愿
因为没有其他方法，使我们可以下到那个地方去，

神不会强迫我们去面对或接受这种痛苦，神不会强迫我们去面对或接受这种痛苦，

除非我们甘心乐意地竭诚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