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04（日）每日活水（耶利米書）-尋求生命的耶利米 

 蔡維恩牧師 

前言: 「919救台灣禱告運動」 

      這是長老教會創舉！ 長老教會牧師近日發起「919救台灣禱告運動」，52天

以禱告築起「屬靈城牆」守望台灣。因為「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

時代。」 

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自五月中旬，台灣疫情越發嚴重，升為三級警戒

至今已一個多月，教會界對於禱告的呼聲四起，這正是基督徒該拿起權柄禱告

的時候！如同尼希米 52天修築城牆，北部大會長老教會牧師發起「長老教會

919救台灣禱告運動」，從 6/29-8/19，禱告為期共 52天。 

       當時「Pray for Taiwan」為期四十天的禱告運動，剛好於 6/9告一段落；看

見台灣疫情仍嚴峻的長老教會牧師，跪在家中禱告，尋求神的心意。禱告過程

中，神讓他想到，疫情自 2019年底開始，COVID-19中的「19」是病毒代號，

可以特別在 9:01-9:19集中火力來為疫情代禱，因此決定擴大於長老教會中發起

「919救台灣禱告運動」；其中 919取諧音，代表「救一救台灣」。 

「我參加好幾場跨教派的禱告運動，但還沒聽到長老教會發起（這樣的禱告

運動）！」於是一群長老教會的牧者們，組成「919禱告聯盟」，第一波號召

中，包含北部大會、北中、星中、竹中、東中各中會，以及台灣神學院、教會

更新協會等參與發起，陸陸續續也有更多牧者加入其中。目標就是 領受尼希米

記 52天內修築毀壞城牆。當時 6/29，是台灣預備要進入三級警戒延長的新階

段，於是將禱告運動訂於 6/29-8/19，領受到如同尼希米花費 52天，修築耶路

撒冷毀壞的城牆，眾人期盼也能用禱告築起「屬靈的城牆」來保護台灣。而

8/19取諧音，代表跟「COVID-19」說「掰掰」。 

      這是長老教會的創舉，也是值得鼓勵與推動。但我們可能要清楚一件事，禱

告不只是所謂「搖動上帝的手」，及時改變現狀，而是關鍵在於拉近我們與上帝

的距離，能夠摸到上帝的心意。「原來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我們與上帝隔

著一道心牆」，若我們透由禱告能夠覺察上帝的感受、想法與意志時，我們就能

夠成為上帝的「器皿」為主所用，在這疫情下，才能夠成功「翻轉」自己、家

庭、工作、教會與國家。所以禱告的重點不是說，而是聽。 

 



一、思考的焦點.  

1、在疫情下，我們是否能夠尋求上帝的心意，一齊用禱告守望台灣，用 RPG

守望教會與家庭？ 

2、我們生命中的朋友，除有「巴拿巴」可扶持安慰，是否也有「耶利米」提醒

教導「上帝的旨意」，讓我們敬畏順服，以至於在疫情下學習到「生命翻轉」的

功課？ 

 

參考經文：《 耶利米書二十三 16-22》 

23:16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些先知向你們說預言，你們不要聽他們的話。

他們以虛空教訓你們，所說的異象是出於自己的心，不是出於耶和華的口。 

23:17 他們常對藐視我的人說：『耶和華說：你們必享平安』；又對一切按自己頑

梗之心而行的人說：『必沒有災禍臨到你們。』」 

23:18 有誰站在耶和華的會中得以聽見並會悟他的話呢？有誰留心聽他的話呢？ 

23:19 看哪！耶和華的忿怒好像暴風，已經發出；是暴烈的旋風，必轉到惡人的

頭上。 

23:20 耶和華的怒氣必不轉消，直到他心中所擬定的成就了。末後的日子你們要

全然明白。 

23:21 我沒有打發那些先知，他們竟自奔跑；我沒有對他們說話，他們竟自預

言。 

23:22 他們若是站在我的會中，就必使我的百姓聽我的話，又使他們回頭離開惡

道和他們所行的惡。 

 

二、經文背景 

        耶利米書中有一特別的論題，就是「假先知」。耶利米處於猶大王國末期，

國王身邊有先知接受國王的諮詢，或向國王提出建言，社會中也有許多自稱為

先知的人，然而這些先知中有許多是假先知，耶利米書中對於假先知傳達假信

息，有許多的論述和批判。論到這些假先知，最明顯的特徵就是他們一再的宣

告「平安」，極力反對耶利米災難的宣告，無視於國難當頭，而向國王、首領、

百姓不斷欺謊說平安（六 14；十四 13），強詞奪理說主會折斷巴比倫王的軛，

並且使聖殿被擄之物歸回（二十七 16；二十八 2～4），他們的目的只是為討好

國王和首領。他們假託主的的名說預言，用虛謊的話欺騙國王和百姓，事實上

他們根本沒有被差遣，主根本沒有吩咐他們（二十七 15；十四 14～15；二十三

25；二十九 9），他們卻振振有詞、似真還假的說預言（二十八 1～4、10～

11）。 

所以，一個真神的先知，第一他必是受上帝差遣（七 25；二十五 4；二十

六 5；二十九 19；三十五 15；四十四 4），第二他所說的必是上帝所吩咐的，是

上帝的話（申十八 18）。耶利米書中假先知的實例，二十九章論到亞哈、西底

家、示瑪雅；至於真假先知爭戰的實例，二十八章耶利米和哈拿尼雅的論辯和



結果則提供了典型的範例；這一切皆證明了耶利米確實是上帝所差遣的先知

（耶一 5、7～10）。 

在我們現代處境中，基督徒都希望有「巴拿巴」角色來成全安慰我們，不

喜歡有「耶利米」角色來督促教導我們。其實二種角色我們都需要，在朋友、

家庭、工作、社會國家，都需要有人扮演「耶利米」的角色，這也是防腐劑的

功能。 

 
三、啟示: 

（一）要聽好聽話或真實的話？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些先知向你們說預言，你們不要聽他們的話。

他們以虛空教訓你們，所說的異象是出於自己的心，不是出於耶和華的口。他

們常對藐視我的人說：『耶和華說：你們必享平安』；又對一切按自己頑梗之心

而行的人說：『必沒有災禍臨到你們。』」（耶二十三 16-17） 

其實在申命記 十三:1-5、十八:20-22，就有清楚說明如何試驗假先知，其中

的一大重點，就是他們所說的預言有沒有應驗，也是這裡神提出來的一個證

明。為何有人會信「假先知」的話，卻無法相信聖經的話呢？這是因為大家自

以為聰明，想聽好聽話，不一定想聽真實的話。藐視神的人和按自己頑梗之心

而行的人，他們根本沒有要聽神的話，但是當然喜歡先知告訴他們平安的信

息。想想我們呢？我們喜歡聽什麼道呢？神會賜福給我們？神當然會賜福給我

們，也樂意賜福，但是需要我們悔改，回轉，在神的裡面，而不是一直在犯

罪，卻要神仍然賜福。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上帝的大

能。』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智慧人在

哪裏？文士在哪裏？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裏？上帝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

拙嗎？』(林前一 18-20) 

耶利米的任務並非成為人類智慧的管道，而是成為上帝傳遞給會眾的聲音。

所以耶利米必須在傳道上忠心，如同保羅傳道時用的「十字架道理」一樣，即

使那看來不合時宜，或是即使人們沒有大批大批的回應，無論得時或不得時，

都要傳道。耶利米書二十章 9-10節：『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

講論，我便心裏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 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

禁。』就算耶利米先知一樣，有時甚至意味著的是沒有會眾，講了四十年沒人



想聽，他還是要講。 

對現代人而言，講上帝的話，關鍵是不要當信息無效時就改變信息。這不是

電視節目表，或是繞著以顧客為主的銷售計畫，我們的目標不是要得到人的好

評分，我們的目的是順服上帝，清楚不動搖的旨意，傳道，無論得時或不得

時。全備且清晰的傳道，這是最根本的信息，才能討主的歡喜。 

 但我們也要清楚，現代生活中，我們有時要扮演「巴拿巴」，有時卻要扮演

「耶利米」角色，要求主賜給我們智慧分辨。有專家學者說:人際關係中，很重

要的是學習如何適當對別人的回饋。回饋主要有 3種目的，分別是感謝

（appreciation）、指導（coaching）和評估（evaluation）。 

有時候，聽者期望的是某一種回饋，說者給的卻是另一種時，就會成期望落

空，誤解對方的好意。比如說，太太剛開始學做飯，想聽到老公稱讚（感謝），

結果他嘗一口卻講出一堆建議（指導），讓妻子很氣餒。或者，女兒想學煮菜，

請很會做菜的媽媽給建議（指導），結果媽媽只說很好啊，繼續加油（評估），

女兒也覺得媽媽的回饋沒用。下次你聽到「刺耳」的回饋時，不妨先想想這是

什麼樣的回饋，再問問自己想聽到的又是哪一種，再設法讓雙方的期待達成一

致，例如，太太請老公認可她的努力，女兒請媽媽給出具體建議。因此，人際

關係中，如何扮演「巴拿巴」或「耶利米」是個智慧的選擇。 

 

（二）要聽上帝的話或人的話？ 

     「有誰站在耶和華的會中得以聽見並會悟他的話呢？有誰留心聽他的話呢？ 

看哪！耶和華的忿怒好像暴風，已經發出；是暴烈的旋風，必轉到惡人的頭

上。 耶和華的怒氣必不轉消，直到他心中所擬定的成就了。末後的日子你們要

全然明白。」（耶二十三 18-20） 

        我們要聽的是「上帝的話」，而不是人的話。我們常常會說聖經的話。但聖

經的話如何成為對自己生命的啟示，需要轉換詮釋的過程。有時我們提到聖經

的話，但是只是片面真理，就是所謂的斷章取義，因為完全忽略了， “主權在

神”這個重點。我們必須先摸到上帝的心意。若上帝在生氣，我們就必須敬畏

神，悔改來到上帝的前面。 

現代的教會，若在真理有偏差時，就會捏造了一個假耶穌，一個人所塑造

的耶穌，一個沒有傷害的耶穌，一個不會冒犯人的耶穌，一個美麗和藹的耶

穌。但是不管人怎麼去塑造，那不是一個真的耶穌，那是一個偶像，拜它跟拜

一根木頭是一樣的，它只會給你自我感覺良好，它只會讓你合理化自己的罪，

它只會讓你忘記你還在地上跟撒但爭戰，它只會讓你忘記神的真理，最後，你

會進到你忘了很久的地方~~地獄！這是人的話，而非上帝的話。 

       所以我們要學習「每天宣告」上帝的話來安慰鼓舞自己，但前堤是「這此

宣告的話語」是來自上帝的啟示，而非自己的期待。否則變成每天反覆欺騙自

己~這個世界很美好、我沒有罪（而非被赦罪）、我已經拿著通往天國的車票、

沒有地獄、不須悔改....但是「耶利米」角色要告訴你的是真實的神，真實的耶



穌。真實的耶穌在乎你生命中的罪，在乎你靈魂裡的罪，其他的耶穌不在乎！   

耶穌教導門徒是嚴肅的，常教訓門徒，因為耶穌內心火熱，因為眼底所見都

是罪惡。跟隨耶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有可能會散盡家財，甚至面臨被逼

迫，被殺的風險。但現代基督徒常常陷入  在每日的忙碌中，生活的辛勞裡，有

沒有想過，人活著的目的是為什麼？為情慾的滿足、為生活的舒適、為更美好

的未來？人活著只是為滿足今生的需要而存在嗎？這是否惹上帝怒氣呢？是否

有人在意？這要常常聽主的聲音，才能讓自己生命翻轉，成為門徒。 

     韋斯敏斯德小教理問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第一條問：「人活

著的目的是為什麼？」，答案是：「人活著的目的，就是要榮耀神，並且以神為

樂。」。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責任過榮耀上帝的生活，成為天國福音的見證人。上

帝在我們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都有他的計畫，也賜給每一個基督徒都有恩賜可

以事奉祂，活出榮耀上帝的生命見證。如同交通號誌一樣，基督徒的信仰需要

一個準則，好使他的生命可以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這個準則上帝已經賜給

了祂所愛的每一個基督徒，就是聖經—上帝的話。 

這一二年來，「印度神童」阿南德（Abhigya Anand）預言很出名，但奇怪的

是上次世界末日預言（二月份）不準確，也沒人在意。此次英國以色列出事成

真之後，現在美國、盧森堡、澳洲、日本、馬來西亞等國也相繼出事。阿南德

早已預言，疫苗不是唯一的解藥，面對變種病毒，需要跟老祖宗學習智慧，掌

握增強免疫力的方法，才能化險為夷等話話。大家好像十分注意他的預言。但

我們很清楚可分辨，這預言是自己的話，而不是上帝的話。 

 

（三）學習耶利米的教導 

     「我沒有打發那些先知，他們竟自奔跑；我沒有對他們說話，他們竟自預

言。 他們若是站在我的會中，就必使我的百姓聽我的話，又使他們回頭離開惡

道和他們所行的惡。」（耶二十三 21-22） 

      耶利米成為那個時代的見証，因為他忠心於上帝的話語四十年。不怕任何的

困難與挑戰，歷史也見証他站在真理這方。耶利米角色的提醒如同約書亞記一

章 7～8節「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哪裏去，都可以順利。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

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

亨通，凡事順利。」，所以基督徒—上帝的子女要蒙受上帝的賜福，必要的條件

就是要—抓緊上帝的話，讓上帝的話充滿你的心思意念，好讓聖靈改變你的生

命，使你可以按上帝真理，活出蒙上帝賜福的生命。 

聖經是上帝賜給我們的話語，是上帝給我們心靈的糧食。就如同我們身體

的健康一樣，身體要成長，要健康必須吃飯；我們的心靈要成長、要健康，「讀

聖經」帶給我們心靈健康成長，也帶給我們心靈飽足。讀聖經會讓我們懂得敬

畏上帝，讓我們知道上帝是我們生命的主宰，尊主為大；讀聖經也帶我們生命

的指標(方向)，使我們生活有智慧，能活在上帝的旨意中，使我們得到上帝賜



福。 

這些道理我們都懂，但我們生活中有「耶利米」的角色，時時提醒我們「尊

主為大」。回到主內領受與他有親密關係，這不是道理了解問題，而是要人督

促，甚至在軟弱時，「耶利米」的教導如當頭棒喝，讓我們及時回頭。 

     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努力地服事上帝、服事人，可是卻沒有甚麼果效，是因為

不會聽上帝的話；並不是只要我們服事得很賣力，就一定會結出果子來。我們

服事、看起來很忠心，做的卻不是主人要的，結果就是全盤皆輸。這種現象取

個名字叫作「馬大症候群」。馬大為很多事忙亂，可是耶穌期望她做的其實是：

「妳來，像馬利亞一樣坐在我腳前，我很喜歡跟妳交通，妳來聽我講話。」我

們就像馬大一樣，常常努力服事、做了一大堆，卻不是耶穌所想要的。耶穌

說：「必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選擇上好的福分─來聽主的話。」（參路加福

音十：42）這件事情不但非常重要，做起來也十分困難；我們要打從心裏面有

一個信念：學會聽主的話，我們會成為一個很棒的主工人；若學不會，不要想

作一個好的僕人。 

 

四、自己的感受 

      我們現代基督徒個人、家庭、小組、教會、社會國家都需要有「耶利米」角

色的存在。但「耶利米」角色不是教導或預言，是學習如何先聽人的需要與神

的話語中找到平衝點。（成為接天線與接地氣的基地台）這是有次我在野外靈修

的一次體會（2020.7.14在六十石山基地台）求神幫助我認識幫助人的角色為

何？結果就是如基地台。先學聽上帝的話，再聽別人的需要，最後將上帝的話

給予他成為祝福。 

 

1、「要聽懂人講出來的話。」-人一到你面前來，你在神面前應該是一個安靜的

人，你的心是不亂的，你的靈是安靜的。你裡面是像一張白紙一樣，沒有一點

成見，沒有一點主觀，沒有一點偏向，也沒有審判。 

   2、「要聽懂人所沒有講出來的話。」-我們要懂得有多少話他沒有提起。你怎

麼知道他要緊的話沒有說，那就在乎你自己在神面前必須有相當的對付與學

習。 

   3、「要聽懂人靈裡的話。」-不只人所說的要聽，人所沒有說的要聽，並且在

人所說的和沒有說的之外，還有一種話需要聽，我們稱牠為靈裡面的話。人的

口和靈是不一定一致的，許多人的口說這個話，靈裡面卻是另一種情形。 

如此才能發揮箴言十五章四節說，『溫良的舌，是生命樹』的功效。 

 

有本書《為孩子立界線》亨利．克勞德、約翰．湯森德所寫的。讓父母有

勇氣何時該說“不可以”，有智慧教孩子明白什麼是“可以”。跟孩子立界

線，學習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建構孩子合乎道德的生活，自由地留心行為的後

果；負責任地在愛中成長。助孩子學習負責任的重要性。它描繪出有界線的成



熟孩子看起來像什麼樣子；也描繪了有界線的父母本身，會有什麼樣的舉止及

相關的事情。“孩子需要知道的界線十律”——討論這十條界線法則。你可從

中學習到，不僅要“教導”孩子界線，更要自己“成為”界線並承擔後果，來

幫助孩子認識到他的生活是他自己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 

另外有本書約翰．湯森德博士曾經在人際關係中列出七個「C」：談到如何檢視

你身邊的友誼呢？  

1. Coaches 教練 2. Comrades 戰友 3. Casuals 同伴 4. Colleagues 同事 5. Care 關心

者 6. Chronics 耗損者 7. Contaminants 汙染者 

其中「生命的教練」如同我們所講的「耶利米」不僅能給我們正面的力

量，也會對我們的生命說真話。是一種彼此甚至願意用一輩子去守護的關係。

也許是約好固定時間見面，在聚集中彼此分享、打氣、給建議，還有如革命般

情感的連結。大衛．泰森曾說過：「真正的友誼是沉默時，雙方也都感到自

在。」好好把握並用心經營，因為這也是上帝給我們的祝福。所以我們生命中

有「耶利米」是幸福的事，因為我們擁有了「生命中的教練」。 

       其實我們在疫情下，最大的心願就是向主禱告「求平安」讓疫情緊快結束，

回復正常，這情境如何當時的耶利米時代，當時最大的危機就是巴比倫的外

患，大家都向主求「平安」，但主透由耶利米說，不是求平安，而是聽上帝的

話，讓自己「生命的改變」-行公義好憐憫，才有真正的平安與興盛。 

我們可以歸納以下的「耶利米行動」 

1、 成為榜樣-若無法喜愛讀上帝的話語，與主禱告，就無法成為稱職的領袖

（傳道、區長、長執、小組長），帶領羊兒來認識主話語的奇妙。且只能建

造人的關係，無法週全建造對方與神的關係。所以我們願意參教會的線上早

禱、週二禱告、週四牧養領袖訓練、週三、週五的幸福門訓。 

2、 看重上帝的話-願意接受有「耶利米的教導」學習功課，視為「生命中的教

練」，去除排斥或被侵犯的感受（學習謙卑的服事學習），無論在小組或家庭

中。 

3、成為耶利米-「敬畏神，不怕人」不時在環境中表達上帝語言與心意，與主

合一對齊，共同行動在疫情下，學習「翻轉生命，經歷聖靈充滿」，找出疫情

可作成長的十大方法。 

 
五、結論 



    弟兄姊妹，我們若不能看重禱告中，上帝跟我們說什麼，只在乎自己向上帝

吐露多少的痛苦與期待。如果這個問題我們不對付，不學習，就是我們能讀聖

經，會講聖經，會做許多的工作，但是我們不能作一個對合神心意的人。所以

我們需要如「耶利米」角色成為我們生命中的教練。 

    而我們也要成為別人的「耶利米」。成為基地台，傳達上帝的話。弟兄姊妹，

我們曾花了多少工夫在神面前學習聽人講話呢？如果你沒有這一個知道，你要

幫助人就相當困難。讓我們成為別人生命的耶利米，讓人經歷上帝的話、上帝

的愛與上帝的靈的可貴。如聖經所描寫的成長過程：「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

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希伯來

書十二章 11節)。如此我們的家庭、小組、教會，「上帝的話」就不受攔阻，也

帶出祝福。 

      

討論題綱： 

 

1.你一生中最盼望實現的事是什麼，是否有期待「生命中耶利米」出現？ 

 

2.什麼樣的事件或想法會讓人失去「盼望」呢，有生命的「教練或輔導」可供

咨商？ 

 

代禱事項： 

 

1.為台灣能成為一個有愛與公義的社會禱告。求聖靈運行於台灣，讓不同政黨

的政治對立能消失無形，攜手共創愛與公義的台灣。 

 

2.為許多生命陷入低潮的人禱告，求主看顧在黑暗中的人能重見光明，可尋求

到「生命的耶利米」，以至於聽到上帝的旨意。 

 

 

祈禱文： 

 

給人盼望的主！願祢掌管我們個人的生命，更求祢成為台灣的掌權者，讓台灣

變成一個有盼望的國度。在這裡生活的每一個人都能有愛與公義的心。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和小組設計一個關心疫情的活動，以實際的行動去關心人。 

 



2.在本週當中，給予失意的人一句安慰、鼓勵的話並透由耶利米書去提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