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淑君分享110.8.22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



主題經文-1 耶利米書34：12-16

12因此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13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
此說：我將你們的列祖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時候，與
他們立約說：

14你的一個希伯來弟兄若賣給你，服事你六年，到第七年你
們各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們列祖不聽從我，也不側
耳而聽。15如今你們回轉，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各人向鄰
舍宣告自由，並且在稱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約。

16你們卻又反悔，瀆褻我的名，各人叫所任去隨意自由的僕
人婢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為僕婢。



主題經文-2 耶利米書34：17-22

17所以耶和華如此說：你們沒有聽從我，各人向弟兄鄰舍宣告自
由。看哪！我向你們宣告一樣自由，就是使你們自由於刀劍、饑
荒、瘟疫之下，並且使你們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去。這是耶和華
說的。
18猶大的首領、耶路撒冷的首領、太監、祭司，和國中的眾民曾
將牛犢劈開，分成兩半，從其中經過，在我面前立約。後來又違
背我的約，不遵行這約上的話。19併於上節。
20我必將他們交在仇敵和尋索其命的人手中；他們的屍首必給空
中的飛鳥和地上的野獸作食物。21並且我必將猶大王西底家和他
的首領交在他們仇敵和尋索其命的人，與那暫離你們而去巴比倫
王軍隊的手中。22耶和華說：我必吩咐他們回到這城，攻打這城，
將城攻取，用火焚燒。我也要使猶大的城邑變為荒場，無人居住。
• 事件發生的時間：西底家王在位的最後兩年（西元前588年）



前言：怎麼會這樣呢？

• 光來了，暴露出暗昧的隱情，局面才有轉圜的餘地。雖然
「曝光」會破壞原有的平衡，很多人並不喜歡，但問題曝光
並不是壞事！

該讓他心
存僥倖還
是讓他學
個教訓？



大綱︰
前言：怎麼會這樣呢？

一.問題曝光 不是 壞事！
1.暴露假冒的善行

2.揭穿虛假的立約

二.哀憐自嘆 不是 好事！
1.毀壞的光景 沒救了嗎？

2.不要浪費「拆毀」為我們上的這堂課
對準神的眼光，別為眼見的哀憐太甚

分別為聖歸給神，別轉移目標

為主名的緣故，做一個忠心的代禱者

結語：你悲哀的日子也完畢了！



問題曝光 不是 壞事！



一.問題曝光 不是 壞事！

1.暴露假冒的善行
﹤耶利米書34：12-15 ﹥

12因此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13耶和華─以色
列的神如此說：我將你們的列祖從埃及地為奴之家
領出來的時候，與他們立約說：

14你的一個希伯來弟兄若賣給你，服事你六年，到
第七年你們各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們列祖
不聽從我，也不側耳而聽。 15如今你們回轉，行
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各人向鄰舍宣告自由，並且在
稱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約。



一.問題曝光 不是 壞事！

對照 ﹤申15：12-18﹥

12你弟兄中，若有一個希伯來男人或希伯來女人被
賣給你，服事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
13你任他自由的時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14要從
你羊群、禾場、酒醡之中多多地給他；耶和華─你
的神怎樣賜福與你，你也要照樣給他。15要記念你
在埃及地作過奴僕，耶和華─你的神將你救贖；因
此，我今日吩咐你這件事。

16他若對你說：我不願意離開你，是因他愛你和你
的家，且因在你那裡很好，17你就要拿錐子將他的
耳朵在門上刺透，他便永為你的奴僕了。你待婢女
也要這樣。18你任他自由的時候，不可以為難事，
因他服事你六年，較比雇工的工價多加一倍了。耶
和華─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

神美好的律法：

1.多一份憐憫

2.六年就夠了

3.第七年是豁免年

4.多多的給他

5.你怎樣給人，

神也怎樣你。

保障了窮人重建
家室的生活權利，
也維護了社會的
公義。



一.問題曝光 不是 壞事！

1.暴露假冒的善行
•「好事」背後的動機－權宜之計？
◆經濟的考量

◆國防的需要

◆虛假的敬虔

◆真誠的悔改



一.問題曝光 不是 壞事！

1.暴露假冒的善行
﹤耶利米書34：15 ﹥

如今你們回轉，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各人向鄰舍
宣告自由，並且在稱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

立約

• 神常以「立約」表示慎重而且堅定不移，人也在聖殿中，在神的
面前「立約」，表達自己的誠意與決心。

• 就算神早看明了他們陽奉陰違的詭詐，仍盼望他們說到做到，至
少還有救！



一.問題曝光 不是 壞事！

2.揭穿虛假的立約
﹤耶34：16-19﹥

16你們卻又反悔，褻瀆我的名，各人叫所任去隨意自
由的僕人婢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為僕婢。 17所以耶
和華如此說：你們沒有聽從我，各人向弟兄鄰舍宣
告自由。看哪！我向你們宣告一樣自由，就是使你
們自由於刀劍、饑荒、瘟疫之下，並且使你們在天
下萬國中拋來拋去。這是耶和華說的。
18猶大的首領、耶路撒冷的首領、太監、祭司，和國
中的眾民曾將牛犢劈開，分成兩半，從其中經過，
在我面前立約。後來又違背我的約，不遵行這約上
的話。19併於上節。



一.問題曝光 不是 壞事！

2.揭穿虛假的立約
﹤耶34：16﹥

你們卻又反悔……各人叫所任去隨意自由的僕人婢
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為僕婢。

• 沒想到強大的巴比倫會退兵，他們以為危機解除了，沒事了！
生活可以恢復正常了！

• 他們便聲稱之前釋放奴僕的宣言太過匆促，沒想清楚。於是，
冷酷無恥的違背了自己的誓言。



一.問題曝光 不是 壞事！

2.揭穿虛假的立約
﹤耶34：16-18﹥
16你們卻又反悔，褻瀆我的名，各人叫所任去隨意自由的僕人婢女
回來，勉強他們仍為僕婢。 17所以耶和華如此說：你們沒有聽從
我，各人向弟兄鄰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們宣告一樣自由，就
是使你們自由於刀劍、饑荒、瘟疫之下，並且使你們在天下萬國中
拋來拋去。這是耶和華說的。 18猶大的首領、耶路撒冷的首領、
太監、祭司，和國中的眾民曾將牛犢劈開，分成兩半，從其中經過，
在我面前立約。後來又違背我的約，不遵行這約上的話。

• 褻瀆有「污辱、玷汙、俗化」的意思，是對神惡意的侵犯，大大的不敬。

• 約定已成不得反悔。若有一邊悔約的話，就必承擔背約的後果。



「問題曝光 真的 不是壞事嗎？」
• 明明「問題曝光」令人慘不忍睹！

• 人情願與罪同流合污，也不願意離開罪中之樂。所以，神
必須出手，解決猶大信仰的毒瘤。

• 但神更關心那些心中敬畏神卻有心無力的這群人！

一.問題曝光 不是 壞事！



哀憐自嘆 不見的是 好事！哀憐自嘆 不是 好事！



1.毀壞的光景 沒救了嗎？

﹤耶34：20-22﹥

20我必將他們交在仇敵和尋索其命的人手中；他們的
屍首必給空中的飛鳥和地上的野獸作食物。 21並且
我必將猶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領交在他們仇敵和尋
索其命的人，與那暫離你們而去巴比倫王軍隊的手
中。 22耶和華說：我必吩咐他們回到這城，攻打這
城，將城攻取，用火焚燒。我也要使猶大的城邑變
為荒場，無人居住。

二.哀憐自嘆 不是 好事！



二.哀憐自嘆 不是 好事！

1.毀壞的光景 沒救了嗎？

˙埃及也保護不了
˙堅固的城成荒場
˙君王首領被擄去
˙錢財成為無用
˙偶像被推倒

˙聖殿被毀壞

當然有救！因神應許：人若悔改，轉離所行的惡，他就要後悔
不將所要施行的災禍降與他們。因此，在險惡的環境中更要堅
心倚靠神！



二.哀憐自嘆 不是 好事！

2.不要浪費「拆毀」為我們上的這堂課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二.哀憐自嘆 不是 好事！
2.不要浪費「拆毀」為我們上的這堂課

①對準神的眼光，別為眼見的哀憐太甚

﹤耶4：26-27﹥
26……一切城邑在耶和華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
拆毀。 27耶和華如此說：全地必然荒涼，我卻
不毀滅淨盡。

• 滿城盡是荒涼，這時候還能做點什麼呢？
• 你是否巴不得行惡的猶大快醒悟，又捨不得他痛苦呢？
• 眼見的實在令人焦慮不已，主雖說：不毀滅淨盡，但災難似乎沒
有盡頭，要到什麼時候才停止呢？



二.哀憐自嘆 不是 好事！
2.不要浪費「拆毀」為我們上的這堂課

①對準神的眼光，別為眼見的哀憐太甚

• 是我的禱告不對，還是主不肯應允？為何我求的神不回應？？

沒辦法釋懷的事，必須回到神裡面更深的等候他、默想他，
安靜下來！

• 是否我們要神照我們要的方式來成全，不要神拖那麼久，不
要神用我們覺得不放心的方法來成就？

當禱告的人對了，事情就簡單了！



二.哀憐自嘆 不是 好事！
2.不要浪費「拆毀」為我們上的這堂課

①對準神的眼光，別為眼見的哀憐太甚

例證：能讓傷口不感染的是耶穌，不是包紮！

出於血氣的人情人意、自己的判斷、自我的堅持…若不治死，就
不能站在神的眼光看事情。



二.哀憐自嘆 不是 好事！
2.不要浪費「拆毀」為我們上的這堂課

②分別為聖歸給神，別轉移目標
﹤耶15：19﹥

耶和華如此說：你若歸回，我就將你再帶來，使你
站在我面前；你若將寶貴的和下賤的分別出來，你
就可以當作我的口。他們必歸向你，你卻不可歸向
他們。



二.哀憐自嘆 不是 好事！
2.不要浪費「拆毀」為我們上的這堂課

②分別為聖歸給神，別轉移目標

• 問題曝光，有神的手在其中，要相信神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
降災禍的意念。

• 耶利米的使命雖然困難重重，神不要他一直注意自己能不能、
停留在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感面……神不要他被那些叫他軟
弱、叫他難受的人事物框住，而是轉向神、關注神、定睛於神。

•例證：越讚美情況越糟？



二.哀憐自嘆 不是 好事！
2.不要浪費「拆毀」為我們上的這堂課

③為主名的緣故，做一個忠心的代禱者

﹤耶14：20-21﹥

20耶和華啊，我們承認自己的罪惡，和我們列祖的
罪孽，因我們得罪了你。21求你為你名的緣故，不
厭惡我們，不辱沒你榮耀的寶座。求你追念，不要
背了與我們所立的約。
• 代禱的工程不是三兩天就可以看見果效的

• 40年之久，在百姓不見轉回而且越來越壞、惡上加惡的光景中，
耶利米「眼淚汪汪、晝夜不息」的流淚禱告



二.哀憐自嘆 不是 好事！
2.不要浪費「拆毀」為我們上的這堂課

③為主名的緣故，做一個忠心的代禱者

例證：

失而復得的喜樂



結語：

﹤賽60：20﹥

•你的日頭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縮；因為耶
和華必作你永遠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畢了。

• 有開始，才會有結束的那一天；沒開始，永遠不會知道何時
結束。

• 開始全心倚靠神，決心住在祂的光中，與黑暗脫鉤就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