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每日活水-變質的愛情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用主的愛面對目前疫情挑戰」 
    在疫情風暴中，我們更要起身讚美神，揚聲高唱哈利路亞！在

患難中我們更要開口讚美神！」屬靈教練國際禱告學院（IPC）總

監楊道諾牧師（Rev. Donald Young）大聲宣告，當台灣眾教會起

來讚美神的時候，台灣就要戰勝目前擴大的疫情！楊牧師全國巡

迴的「復興禱告小組RPG」特會，5/15（六）來到高雄，因為疫

情擴大，原本千人聚會，改為百人牧者參與。其實「為什麼RPG

能帶來這麼大的轉化與改變？只要透過禱告，聖靈就能作工，當

聖靈作工就能帶來屬靈氛圍的改變，當屬靈氛圍改變，就能為教

會、職場、家庭帶來大豐收。」 

楊道諾牧師表示，神這波新的工作是將牧者與牧者之間連結

禱告。他之前也分享到教會牧者同工都太忙碌於事工，以致遺忘

了信仰中的第一要件，就是「愛祂，渴慕祂」。楊牧師用「三餐

不定」舉例，許多人會因忙碌沒有時間吃正餐，或許就是以零食

作為代餐，甚至選擇不吃；若我們的靈命猶如「三餐不定」那又

如何教導他人靈命成長呢？ 

「其實所有的一切都應從與神的關係開始！」他之前分享，

每當在教課前他都會以主禱文的禱告模式帶領弟兄姊妹先進到上

帝的面前，先透過「保護、引導、啟示」的禱告方向尋求神的同

在。 

1. 祈求上帝的保護 

目前在疫情快速擴散至全球時，所有人的內心都感到懼怕時，我

們更要相信上帝的愛能驅逐懼怕，祂的保護必與我們同在。 

楊牧師說，這不代表我們就不用實施任何防疫措施，而是藉著神

的教導，我們知道不必害怕，但也要操練聖潔的精神。在聚會

中，還是要做好該有的防疫安全措施；在完全放心的環境下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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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2. 跟隨聖靈的引導 

當聖靈讓我們在禱告中得著異象或啟示時，一定要記錄下來，因

為聖靈的每一個啟示都帶著神的旨意，祂絕對不會巧合或隨意啟

示，要更多的禱告尋求聖靈引導，讓我們能在其中為主擺上。 

 

3. 持續尋求神的啟示 

「上帝賜下聖靈的智慧，是為了讓我們更認識祂。所以祂絕對不

會浪費祂的啟示。」楊牧師說，當聖靈將啟示放在我們心裡時，

是要教導我們，或許我們當時的處境·很難明白，但我們可以祈求

透過聖靈讓我們頭腦對神的認知進，能夠完全進入到心裡向我們

顯明，才能帶來真正的轉化。不是神學知識上的愛，而是由心發

出的愛 。渴慕是神給我們的禮物，從聖經中可見，上帝經常邀請

祂的兒女「進前來」，祂想要的是，我們能夠更靠近祂，讓祂來

餵養我們。「遇見天父的愛」也是所有基督徒都應該學習操練

的，惡者經常會以「孤兒的聲音」控告打擊我們的自我價值，但

上帝給了我們最大的權柄就是能稱呼祂為「阿爸天父」。 

其實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不只是父子（女）的關係，在聖經

中舊約經文充滿了濃厚的新婦神學色彩，耶和華上帝對以色列人

的情感，有如丈夫對妻子的情感。以色列人拜偶像、離棄耶和華

時，就好像是行淫、不忠的妻子，深深傷了丈夫──耶和華的心。

（以賽亞五十四5-6、耶利米三章、以西結十六章，何西阿二16-

20）。新約延續了舊約的新婦神學觀，並將之發揚光大（林後十

一2-3、以弗所五21-33、啟十九7-10）「成為基督榮耀的新婦」是

上帝從始至終的心意，但我們常常忘了摸著主的心意，以至於我

們與主的關係，成為「變質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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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與主的關係，我們如何定位，是主僕、父子或是新婦關

係？  

2. 若是我們與主之間的感情產生變質時，我們該如何調整？ 

 

 參考經文：《耶利米書二:1-13》    

1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2「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幼年的恩

愛，婚姻 

的愛情，你怎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得。  

3那時以色列歸耶和華為聖，作為土產初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

必算為有 

罪，災禍必臨到他們。這是耶和華說的。  

4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們當聽耶和華的話。  

5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的列祖見我有甚麼不義，竟遠離我，隨從

虛無的神， 

自己成為虛妄的呢？  

6他們也不說：那領我們從埃及地上來，引導我們經過曠野，沙

漠有深坑 

之地，和乾旱死蔭、無人經過、無人居住之地的耶和華在哪裡

呢？  

7我領你們進入肥美之地，使你們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

們進入的 

時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產業成為可憎的。  

8祭司都不說，耶和華在哪裡呢？傳講律法的都不認識我。官長

違背我； 

先知藉巴力說預言，隨從無益的神。  

9耶和華說：我因此必與你們爭辯，也必與你們的子孫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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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你們且過到基提海島去察看，打發人往基達去留心查考，看曾

有這樣的 

事沒有。  

11豈有一國換了他的神嗎？其實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將他們的

榮耀換了 

那無益的神。  

12諸天哪，要因此驚奇，極其恐慌，甚為淒涼！這是耶和華說

的。  

13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

己鑿出池 

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二、經文背景 
      耶利米書是繼以賽亞書之後的一卷大的先知書。它是被列在被

擄以前的先知書中，可是它的內容也延伸到被擄期中。當時的猶

大國日趨衰落。國外的情形，強鄰像亞述、埃及、巴比倫等國，

虎視眈眈，隨時尋找機會進行侵略。國內的情形，上至君王、首

領，下至百姓，都離棄神拜偶像，道德墮落；耶利米書是在聖經

中非常寶貴的一卷。許多讀聖經的人都覺得它的可貴。有一位解

經家說，‘在全部聖經中，沒有一處像耶利米三十一、三十二章講

到愛、憂患、安慰那樣富有感動力的。’ 

耶利米書間接地描寫人與上帝間的愛情與背離的故事。耶利米

是一位可憐的先知，後代描述耶利米的形象，就是一個常常「流

淚的先知」。耶利米名字的意思是「我為耶和華所高舉」，另外

一個意思是「耶和華使他傾倒」。他出身祭司世家，常常體會政

治與宗教的衝突，猶太人有三種角色，君王-屬世的管理者；祭司-

屬靈的管理者；先知-說出上帝旨意與上帝的話，這三種關係彼此

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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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猶太社會中，要當先知，是沒有資格限制，只要確定是受到

上帝呼召，就可以成為先知。他是先知中最受難為和折磨的一

個。耶利米是一個流淚的先知，他事奉上帝的時間長達四十年之

久，他所說的話，沒有人理會他，君王更是無視他的諫言，他不

像以利沙或以利亞，可以施神蹟奇事，世人看來耶利米是「最失

敗的先知」，也是「悲劇先知」，也未見其有神蹟奇事，但惟看

到他堅貞地愛主服事，從他身上，這其實就是最大的神蹟奇事。 

 

三、啟示: 
（一） 熱情地委身愛主 

         【對主有真正的愛，才能完全為祂（耶利米二 1-3）】過去

以色列人在曠野跟隨神，祂都記得，因為他們對主有愛情。人在

困苦時，反而可以跟上帝更親近。耶利米書說到一個很重要的角

度，上帝要我們成為祂的新娘，希望祂的新婦可以時常歸回，不

要背叛祂。神對人的心意乃是要人來作祂的配偶，耶利米書中可

看出（2:1-2, 32, 3:1, 14, 20; 31:3等）。(新約-指教會)神要作祂的

選民的『丈夫』(3:14)，但是神的選民卻離棄神，拜偶像，犯了

「屬靈淫亂」（但他們主觀認為他們是拜上帝的）。舊約聖經，

我們大都看到的是，遵守上帝律法者，可以得到賜福，若違反

者，會受到咒詛，所以當我們看舊約時，會陷入偏見，為了不受

咒詛，所以要遵守律法。但從耶利米書來看，他與上帝的關係並

非如此，而是一種新娘與丈夫的關係，是因為愛，上帝期待我們

願意來改變，願意重新歸回上帝，如同約伯對神的忠心，敬愛，

他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伯一 21）熱

情委身來愛主，才是信仰的價值。因為主的愛，帶我們經過曠

野，是正面的愛，所以我們也願意用正面的愛來回應主。  

    長老教會在威權時代的角色扮演，就是自詡要像「耶利米先

知」的角色，我們要講出上帝的真理，當國家方向錯誤時，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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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上帝的公義真理提出諫言，或許遇到許多反對，甚至也受到一

些其他信仰團體的誤會攻擊，但我們仍堅持，因為我們知道，我

們是耶利米先知的角色，我們是要討上帝的喜悅，不是討人的喜

悅。這是熱情委身愛主的表現。 

 

（二） 悔改去反省處境 

耶利米知道上帝與他同在，他是上帝的新婦，他有熱情來服

事主。耶利米所處的時代是個很危急的時代，當時北國已滅

近 100年，南國猶太國也面臨即將亡國的困境，當時制度的

瓦解-祭司、教師、長官、先知都失職。都在苟安的氣氛下。

耶利米期待大家能夠悔改重新歸回主，他看見異象，但大家

都不相信。【耶二 11】「豈有一國換了他的神嗎？其實這不

是神！但我的百姓將他們的榮耀換了那無益的神。」【耶二

8】「祭司都不說，耶和華在哪裡呢？傳講律法的都不認識

我。官長違背我；先知藉巴力說預言，隨從無益的神。」  

    現代的基督徒也要有「除偶像」的觀念，我們都也都受到

現代偶像的影響，所以耶利米「帶出全面悔改」的訊息，反

省我們自己的所思所想是否以上帝為中心，當基督徒認為上

帝的旨意不重要時，這時候就已經是拜偶像，這樣作基督徒

有何意義呢？  

    

（三） 主等候我們歸回 

【耶二 13】「因為我的百姓作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

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人

類最嚴重的罪乃是在喜好己意過於神旨，揀選自己的意願過

於神的命令。要放下自己的辦法，就如撒瑪利亞婦人放下自

己的水罐。歸向神就是從自己的辦法中轉過來歸向神。我們

為何要悔改？因為若不這樣，我們會受管教，種什麼因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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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什麼果，上帝難過我們不悔改，因為若繼續犯錯，我們就

會受到嚴厲的管教。 

   耶五 1「“你們當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來跑去，在寬闊處尋

找，看看有一人行公義、求誠實沒有？若有，我就赦免這

城。」人人皆知耶路撒冷是猶大的聖城,然而無論怎樣苦苦尋

索,都不能找到一個合神心意的義人。這一事實表明,整個猶大

的罪孽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所多瑪和蛾摩拉,曾因城中無

十個義人而滅亡(創十八:32);而耶路撒冷大於它們,且經歷了更

多的神恩,卻因找不出一個義人而面臨滅亡。這些事實證明,神

之所以毀滅個人或是一個國家,並非因其外在的因素,乃是因其

內在的腐敗和墮落。其實耶利米表達，若有一個義人（如新

約的聖靈充滿者），就能成為上帝恩典施恩的管道。如此，

家庭，工作、教會才有機會翻轉。因為我們常常「老我」出

現，自我為中心信仰，造成別人的傷害與痛苦。 

這給我們一個教訓，基督徒應該要清楚知道，比憲法更

高的是上帝的旨意，透過這樣的事件，上帝究竟要對我們說

什麼，我們是否還是活在保守，特別是「疫情影響」。回到

主的面前，這是一個歸家之旅，讓那些軟弱，離開教會久久

的弟兄姐妹，能再次重新歸回。 

  

四、自己的感受 
     與人之間的感情，開始變質，會出現七大徵兆： 

1、 "我很忙"或者"我沒空"  

2、 態度像一個普通朋友（形式）  

3、生活習慣、目標開始改變  

4、內心開始有些負疚感但又麻木  

5、告白、許諾不再生效  

6、不再有浪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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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眼中的形象改變了（優點變缺點）  

以上徵兆雖是描述人與人之間的愛情關係，但有時我們與上帝的

關係也是如此。當人欠缺熱情時，再大的鑰匙也打不開心門！生

活許多的問題就會產生，對家庭、教會、職場、甚至是自己…，

若失去熱情，這是十分可怕的，因為這將會使我們陷入停滯不

前，也不願意努力去面對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 

 

「我們的一生，就是談一場戀愛。」耶利米一輩子就是與主戀

愛，保羅「為主顛狂」，因為他的眼裡只看見主，就像戀愛中的

男女，眼裡都只看得見對方。耶利米書描述的就是與主戀愛的情

景，我們是否因為愛，願意改變自己。  

    長老教會威權時代最凸顯的角色「耶利米」，現在需要「另一

形式的耶利米。」求主幫助，讓我們成為家庭、生活、職場上的

耶利米，願意尊主為大，愛我們的上帝，願意為主犧牲，清楚知

道，上帝呼召我們，一定會保守帶領我們經過種種的困境，我們

不會害怕所遇到的攻擊，因為我們確信，我們與主戀愛，上帝會

成為我們最大的幫助。 

    我們是否願意成為耶利米，站在上帝的同一邊，還是我們都順

著人的意思，不願意表現上帝的真理。基督徒對上帝就是需要有

這種熱情，即使是別人認為我們是「偏執」，求主幫助我們，上

帝要我們像耶利米一樣，可以勇敢說出上帝的真理。  

    世俗的宗教是「害怕」，對於基督徒而言，我們的信仰是

「愛」，我們知道上帝愛我們，或許有時會管教，但這是因為上

帝希望我們可以歸回，這是祂對我們的愛。  

     

「耶利米」行動-「回到以神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 

1、 「忙碌」-也要靈修、單獨會主 

2、 態度形式-真實與誠實地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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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習慣-以事奉主為重心 

4、負疚感-「靶心」問題 

5、許諾不再生效-不要活在「被管教」 

6、沒有感受-信心地生活  

7、形象改變-重找使命、呼召 

 

五、結論: 
    耶穌呼召祂的子民「回到起初的愛心」，可見重點不在於「我

們做了什麼事」，而是「祂在我們裡面做成的事」；重點不關乎

我們自己是誰，而是「我們屬於誰」，我們是萬王之王的兒女，

也是基督的「新婦」關係。 

耶利米 29:11 「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

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求主幫助，讓我們願意

熱情地委身愛主，悔改去反省處境，主等候我們的歸回。 我們與

上帝的關係，不再是「變質的愛情」，反是熱情洋溢地愛神，服

事神，帶出屬靈的影響力！ 

 

討論題綱： 

1. 你認為自己與神的關係，常是「父子關係」或有「新婦關

係」？在你生命中哪些事總是體會到主的愛？ 

2. 為回應主的愛，回到主前，就是最大的改變！請分享：如何成

為上帝合用的器皿，使生命翻轉？ 

 

代禱事項： 

1. 為教會福音事工代禱，讓「恢復與主關係」的力量成為宣教的

影響力。 

2. 為自己的家人代禱，讓全家成為上帝合用的器皿，也成為教會

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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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自己禱告，求主賜給我一顆願意悔改的心、不要阻擋上帝計

畫的心，讓上帝不斷成就祂的旨意。 

 

祈禱文： 

主啊，我在祢裡面靜靜等候，在祢裡面仰望期待，因為祢是賜恩

典、平安的主。我相信祢的帶領，今日的我若有任何成就，不是

單靠我自己，而是在祢裡面使我有安靜的力量，享受主的愛，使

我領受豐盛美好的祝福。求主垂聽我的禱告，幫助我等候順服祢

的帶領，不論往哪裡去，我一生都要跟隨祢。奉主耶穌的名禱

告，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和弟兄姊妹一起閱讀今天的經文，安靜默想後，彼此分享自己

信仰與主「愛情故事」的甘苦經驗。 

2. 分享自己曾對信仰半途而廢的經驗，因為主愛，重新恢復親密

關係的分享。邀請親友參與教會五月份「福音月」，讓人領受

信仰「愛情故事」何等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