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米书与耶利米哀歌结晶读经
颂赞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阿利路亚”/凡我
#3: 神百姓的两件恶事以及神在完成
们所有的，甚至凡我们所是的，都能成为偶像；
祂经纶上的信实9/14-9/20
以色列离弃神，转向偶像，对神是邪恶、不忠信
OL Summary:
的；在对神这样不忠信的事上，我们和以色列一
Ⅰ. 耶利米书满了关于以色列的罪，以及神的忿 样。
怒、惩治和刑罚的讲论，这卷书启示神在祂经纶 Ⅲ.我们必须看见神在完成祂经纶上的信实：
里的心意，是要作活水的泉源，源头，将祂自己 A.我们必须看见神在完成祂经纶上的信实。
分赐到祂的选民里面，作他们的满足和享受；这 有一首著名诗歌（诗歌十三首）的副歌说，“你
享受的目标，是要产生召会，神的配偶，作神的 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无边！你的怜悯每晨都是
扩增，神的扩大，好成为神的丰满，使祂得着彰 新鲜！我所需要一切全由你供给，你的信实极其
显；神圣启示的核仁乃是神造了我们并救赎我
广大无边！”：我们若天然地领会神的信实，也
们，目的是为着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成为我 许以为，祂主要是在物质供给或物质祝福的事上
们的生命和一切：
信实；但神的信实并非照着我们天然的领会；林
A.基督作为活的灵磐石被神律法的权柄击打，为 前一章九节说，神在呼召我们进入了祂儿子的交
使生命的水能在复活里从祂流出来，流进祂所救 通这件事上是信实的，但对于我们天然的领会，
赎的子民里面给他们喝。B. 我们饮于在复活里的 祂也许没有信实地顾到我们的福利。/“看看使徒
一位灵，就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将我们 保罗的苦难。他蒙神呼召、受神托付、委以负担
建造为基督的身体，并预备我们成为基督的新妇。 并受差遣，然而他无论去到哪里，都有难处。譬
Ⅱ. “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 如，他一开始传扬基督，就遭受逼迫。他甚至必
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 须在筐子里给人从城墙上缒下去，借此逃离大马
的池子”：
色。难道这是神对保罗不信实么？不，这意思乃
A.以色列本该饮于神这活水的泉源，好成为神的 是：神的信实不是按照我们天然的领会”/我们要
扩增，作祂的彰显，但他们反倒作了两件恶事： 领悟，神允许我们有难处，但祂在祂的定旨上是
他们离弃神作他们的泉源，源头，并且转向神以 信实的，就是要使我们转离偶像，带领我们归向
外的源头；这两件恶事支配了整卷耶利米书凿出 祂自己；我们的平安、安全、健康和财产，也许
池子描绘以色列用人的劳碌辛苦，制作一些东西 成了我们的偶像，而神是信实的，祂取去这些东
（偶像）顶替神那些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指 西，为要我们饮于祂这活水的泉源。/我们要看见，
明除了神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活水以外，没有 我们不比以色列人好；任何事物对我们都能成为
什么能解我们的干渴，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成为 偶像；但神在完成祂经纶的事上是信实的；因着
祂的扩增，使祂得着彰显。
祂的信实，祂就对付我们的偶像，使我们饮于祂。
B.在神眼中，恶人，作孽的人，就是不来饮于祂 B. 我们若领悟自己对神不忠信，也许悔改哭泣，
的人；恶人邪恶的光景，乃是他们没有就近主来 但我们之后应当开始饮于活水，赞美神，为一切
吃喝并享受主；他们作许多事，却不来接触主， 事感谢祂，并且享受祂；这是神所要的；除了我
取用祂，接受祂，尝祂并享受祂；在神眼中，没 们享受基督以外，神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耶
有比这更邪恶的事。
利米甚至能宣告，耶和华是他的分，他要仰望祂，
C.神要将祂自己分赐到人里面，作人的满足，使 因那等候祂的，祂必善待他；在神里面有盼望，
神得着扩大，但人成为不忠信、不贞洁的，并离 因为神不失望/我们的失败为基督开路，使祂进
弃神，转向偶像：我们心里的偶像，就是我们里 来作我们的义和救赎，并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
面所爱、所宝贵的任何事物，超过了主，并在我 面，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之律连同其性能，使我
们的生活中顶替了主/那些将偶像接到心里的人， 们认识神并活神；换句话说，我们的失败为基督
因着偶像就与主生疏了/以色列因拜偶像，使自 开路，使祂进来，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得高举，
己成为虚无、无有；他们有那么多的偶像，以致 成为我们的中心与普及/每位信徒，无论现在软
他们偶像的数目，与他们城的数目相等；以色列 弱或刚强，都将是新耶路撒冷的构成分子，在其
将他们神的实际，他们的荣耀，换为偶像的虚空 中每个人都将是成熟的/因此，我们不该沮丧或
背道就是离弃神的路，走别的路，跟从神之外的 灰心；反之，我们应当因那赐诸般安慰和鼓励的
事物；这乃是离弃神，转向偶像/当以色列被巴比 神而得鼓励并受安慰。
伦人掳去时，神的百姓仍然不愿放弃他们的偶像，
而必须把它们从美地驮到巴比伦；一切顶替神，
或占有神地位的，都是偶像，都要成为敬拜者的
重驮/不能出声的偶像，使敬拜它们的人哑口无
声；但活神却使敬拜祂的人，在祂的灵里说话
敬拜神的人不该缄默，乃该在神的灵里发声说出
“主，耶稣！”/这样说“主，耶稣！”乃是一切
属灵恩赐的主要功用；以正确的灵呼喊主的名，
乃是有分于、享受并经历圣灵的路/“死人不能赞
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但我们要

CP1:神的经纶，乃是我们来到活水的神面前，
美国同工的见证:“我青少年的时候，很享受在洛
喝活水，流出活水。
杉矶的召会生活。在学校成绩优异，大学入学考
出 17: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 试的时候打算报考全美顶尖的UC伯克利。考试前，
你要击打磐石，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使百姓 问李弟兄应该报考哪所大学，弟兄推荐说‘在
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UCLA有校园工作，请去考UCLA’。虽然我一开始
启 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 想‘为什么一定要去一个比UC伯克利降格的大学
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 呢’，但我遵从了李弟兄的建议，有分于到校园
来。
福音开展，学习到了很多。升学的事情，联结于
OL1:耶利米书满了关于以色列的罪，以及神的忿 神的经论，行动，就得到了神的祝福。
怒、惩治和刑罚的讲论，这卷书启示神在祂经纶 弟兄的见证：我在关西最大医疗器械公司作董事
里的心意，是要作活水的泉源，源头，将祂自己 的时候，因业绩上涨，屡次被邀请要不要为了升
分赐到祂的选民里面，作他们的满足和享受；这 迁来东京总公司，我为了这里的召会生活全都拒
享受的目标，是要产生召会，神的配偶，作神的 绝了。即便东京很多公司也用很好的待遇条件，
扩增，神的扩大，好成为神的丰满，使祂得着彰 向我发出邀请，我也都拒绝了。外资企业在关西
显。
的Position基本上都是Manager以下，Director
全本圣经，包括耶利米书，都是为着神的经 的Position几乎没有，Vice President（VP）的
纶写的。在…耶利米书生命读经里，我的负担是 Position完全没有。我真切的感受到，在关西没
要你们看见，主从祂的话中所指示我关于神经纶 有Executive Position，升职很困难，召会生活
的事。你若看见这异象，你的生活会受到影响， 的路是一条窄路。那个时候，总公司设立在大阪
主的恢复也会得以丰富。
的一家外资企业向我发出了邀请，那家公司的待
在耶二 13，神对耶和华的选民以色列说话， 遇 和 东 京 几 乎 一 样 ， 和 我 面 试 后 ， 把 我 的
论到他们所作的两件恶事。…神在祂经纶里的心 Position提到了VP。在主的带领下，转职到了那
意，是要作活水的泉源，源头，以满足祂的选民， 家公司。在选择职业上也是受神经纶的异象，实
作他们的享受。
行召会生活的异象所限制，但最终，待在这家公
那灵经过被击打的基督，就是经过裂开磐石 司工作的最后三年里，待遇很明显地比去东京要
所预表的基督而涌流。这涌流包括基督的人性、 好很多。”
人性生活和受死。若非借着我们里面活水的涌流，
虽然你年轻，但绝不要轻看自己。神是很重
我们就无法尝到、经历或享受主的人性。我们越 视你的。耶利米1:7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
喝这水，就越经历并享受基督的人性、人性生活 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
和受死。那灵作为生命水在复活里涌流，乃是带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如果在你年轻的
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基督的升天和基督的登宝座， 时候就开始在人生的所有阶段，联结于神的经纶，
包含得荣、作主和作元首。
在召会生活中持续地喝这活水，流出活水的话，
在复活里生命水的涌流，乃是为着形成基督 你的整个人生就成为新耶路撒冷的生活吧。
的身体。因着我们都喝一位灵，我们能成为一个 祷告：“哦主耶稣，我的升学、就职、结婚等人
身体。在复活里喝一位灵，使我们成为身体的肢 生中全部的阶段要和神的经纶联结。来到活水源
体，并且把我们建造成为身体。在复活里活水的 泉的神面前，喝这活水，流出活水。如果我不喝
涌流也是为着预备基督的新妇。
活水，离弃活水泉源的神，就会被迫活在神的忿
怒、惩治和刑罚之下。主啊，祝福我在神的经纶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里，持续地喝活水，流出活水，保守我的人生。
整本圣经，启示了神的经纶。即神是活水源 阿们！”
泉，在子的里面，像泉水一样流出，那灵像河一
样涌流到人，进入到信徒里面，流到他们里面的
灵，再到心思的各个部分，变化他们，建造召会
直至新耶路撒冷。请你在年轻的时候，看到这神
经纶的异象。这异象会支配你，指引你方向。
请你不要只在召会聚会的时候考虑神的经
纶。而要将神的经纶和你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相
联结。你的学业、职业、家庭以及将来结婚等等
所有的事情，不是自己的规划，而是要和神的经
纶联结起来。尼希米带领重建圣殿和城墙，在完
成之后说了如下的话：
“我的神阿，求你记念我，
以善待我。”(尼希米13:31)。如果你的整个人生
能够活出神的经纶，你的生活里就会充满喜乐、
满足、平安。但是，如果离弃作活水泉源的神，
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就会生活在
神的忿怒、惩治之下。

CP2:神百姓的两件恶事：①离弃神这活水的泉
源、②为自己凿出破裂的池子
约4:13-14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耶
2:13 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
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
水的池子。
结14:3 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偶像接到心
里…。
OL1:在神眼中，恶人，作孽的人，就是不来饮于
祂的人；恶人邪恶的光景，乃是他们没有就近主
来吃喝并享受主；他们作许多事，却不来接触主，
取用祂，接受祂，尝祂并享受祂；在神眼中，没
有比这更邪恶的事。
OL2:神の意図は、神要将祂自己分赐到人里面，
作人的满足，使神得着扩大，但人成为不忠信、
不贞洁的，并离弃神，转向偶像。
OL3:我们心里的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所宝
贵的任何事物，超过了主，并在我们的生活中顶
替了主。
OL4:敬拜神的人不该缄默，乃该在神的灵里发声
说出“主耶稣！”。
OL5:以色列离弃神，转向偶像，对神是邪恶、不
忠信的；在对神这样不忠信的事上，我们和以色
列一样。
以色列的第一件恶事，就是离弃主这活水的
泉源。…在耶利米书里，主神将自己看作祂所爱
之选民以色列的丈夫，将以色列看作祂的妻子。
因此，二 1 至三 5 可视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谈话。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主如此说，
你幼年的恩爱，新婚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
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2:2）。
主与以色列有一个新婚的日子—婚礼的日子，主
（丈夫）仍记得那个爱的日子。。
以色列的第二件恶事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
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二 13 关于池子的话，当然是比喻的说法，描
绘以色列人辛苦地制作一些东西，顶替神这活水
的泉源。从磐石凿出池子是非常艰难的工作；而
池子也可能破裂，池子一旦破裂，其中的水就漏
掉了。这是人的劳碌和事业的一幅图画。我们也
许劳碌地要为自己得一些东西，但我们的“池子”
产生裂缝，我们就失去了所得着的一切。以色列
拣选许多无益的偶像，顶替那是他们荣耀的独一
之神。
罗 1:23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改换为必朽坏
的人、飞禽、走兽和爬物之像的样式。

应用：在职者・研究生篇
你必须在主里勤奋工作，但不可以爱你的工
作和学位过于爱主耶稣。例如，一个弟兄姊妹在
获得学位或职业之前是依靠主和弟兄姊妹的，但
一旦得到它们，就像是靠自己的力量得到的一样，
把荣耀归给自己，不感谢主和兄弟姊妹们。这就
是离弃神，转向偶像。这些人不爱主自己，却爱
主赐予他们物质的祝福。他们是伴随着高傲凿出
爱自己、学位、职业的破裂的池子，在心中有偶
像。
弟兄的见証：在我和姊妹订婚后，在姊妹所在当
地召会的一个姊妹对我说：“那姊妹家很有钱，
所以你是蒙福的。”我心里生气地说：“你在说
什么，我完全不能理解。作为神儿女的我会用钱
来选择我的妻子吗？”。结婚后，在神户购买本
山会所(2000 年)、鱼崎会所(2004 年)、六甲学生
中心(2008 年)，都得到了姊妹家的财物上很大的
支持。我想如果结婚的目的不是以姊妹，而是以
姊妹的父母的钱的话，我的心就不是单纯的，就
结不了婚。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就结婚了。
随着婚姻的结合，我不仅有姊妹，姊妹所附属的
丰富的财物也跟着来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
为他们必看见神(太 5:8)』。『但我们众人既然
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
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
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林后 3:18)』。
因为我在召会生活中喝着活水享受着神，所以心
变得单纯，观看神。因为我观看神，我也可以见
证我清楚地理解婚姻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爱我的
妻子”。
祷告：“哦主耶稣，在主里面勤奋工作，但不要
爱学位、职业过于主。那是凿出破裂的池子，心
不转向主而拜偶像。主啊，求你使我的心单纯，
日日用新婦的爱持续爱主。以色列离弃神，转向
偶像，对神是恶的，是不忠信的。这对我是警告。
主耶稣啊，向你敞开，信靠你。请把我从所有的
偶像中拯救出来。”

应用：服事者篇
CP3:因为神的怜恤不至断绝，
哀歌是在耶路撒冷被毁后，由耶利米写的。
神的信实极其广大，
考虑到这个背景，当你祷读哀3：22-25时，你可
所以决不看外面的情形灰心失望
哀 3:22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 以看到耶利米惊人的信。事实上，你现在可以过
召会生活是因着主的怜悯。你得救并留在召会中，
因祂的怜恤不至断绝。
23 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能够服事主是主的怜悯。比你和我更优秀的人，
24 我的魂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 或者好的人有很多，但他们没有留下来。这不是
因为你是好的，而是因着主的怜悯。
祂。
25 等候耶和華，心裏尋求祂的，耶和華必善待他。 罗9:15 因为祂对摩西说，“我要向谁施怜悯，就
林前 1:9 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 向谁施怜悯；要对谁动怜恤，就对谁动怜恤。”
16 这样看来，这不在于那定意的，也不在于那奔
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 ...
OL1:我们必须看见神在完成祂经纶上的信实。
OL2:我们若天然的领会神的信实，也许以为，祂 11:22 你看神的恩慈和严厉：对那跌倒的人是严
厉，对你却是神的恩慈，只要你常留在祂的恩慈
主要是在物质供给或物质祝福的事上信实；但神
中；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的信实并非照着我们天然的领会。
33 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
OL3:看看使徒保罗的苦难。他蒙神呼召、受神托
难测，祂的道路何其难寻！
付、委以负担并受差遣，然而他无论去到哪里，
34 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谁曾作过祂的策士？
都有难处。譬如，他一开始传扬基督，就遭受逼
35 谁曾先给了祂，使祂后来偿还？
迫。…难道这是神对保罗不信实么？不，这意思
36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借着祂、并归于祂；愿
乃是：神的信实不是按照我们天然的领会。
荣耀归与祂，直到永远。阿们。
OL4:我们的失败为基督开路，使祂进来，在我们 姊妹的见证：我在 2013 年 9 月得救，今年在召
里面并借着我们得高举，成为我们的中心与普及。 会的生活进入第七年。在过去的七年里，我的就
因此，我们不该沮丧或灰心；反之，我们应当因 业，结婚，全时间服事，是由主和弟兄姊妹带领
的。在我的天然里，是个"只要自己好就行。"的
那赐诸般安慰和鼓励的神而得鼓励并受安慰。
个人主义很强的人。然而，通过与弟兄姊妹们一
以色列人没有饮于神这活水的泉源，反而饮 起传福音和牧养的服事，我里面的个人主义正在
于他们的偶像。所以，神用巴比伦人对付这些偶 逐渐得到对付。从去年到今年，对我来说三件大
像，也毁灭对他们成了偶像的耶路撒冷，甚至圣 事定下来了。第一是去年春天和弟兄订婚，今年
三月结婚。第二是去年年底，我决定辞职服事主。
殿。我们要看见，我们不比以色列人好。任何事 第三是年初，我卖掉了在本山属于自己的公寓，
物对我们都能成为偶像。但神在完成祂经纶的事 为了服事，搬到召会新买的三宫会所。每一次，
上是信实的；因着祂的信实，祂就对付我们的偶 我都依靠信实的神，向弟兄姊妹敞开，祷告然后
行动，得到了祝福。在我得救之前，单亲家庭的
像，使我们饮于祂。
母亲因癌症离开了我，还在上的大学也无法继续。
我们来看哀歌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是有 每天过着闭门不出的生活，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益的。…这些话是在巴比伦人毁灭了耶路撒冷， 也不怎么进食，过着如同空壳的生活，无意中我
焚烧了圣殿，并将许多人掳去以后写的。…当然， 经过本山站附近时，遇到了在街头传福音的姊妹
们。感谢主，那天我在本山会所受浸得救了。然
以色列人必定觉得，神丢弃了他们，他们完了。
而，当时我没有太多得救的意识，但没有什么其
耶利米一面哭泣，一面写作。在他的写作里他能 它可以依靠，所以我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依靠
说，他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他能 着基督和弟兄姊妹。现在回想起来，我得救，能
说，他们仍在那里，神没有丢弃他们。首领、申 够结婚，可以作为一个全时间的服事者服侍主，
都是因着主的怜悯。我愿从此以后也继续依靠主
言者和祭司失败了，但神的怜恤不至断绝，反而， 的恩典和怜悯，与弟兄一起走上得胜者的路。
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耶利米甚至能宣告，耶和 祷告：“哦主耶稣，我得救，留在召会生活中，能
华是他的分，他要仰望祂，因那等候祂的，祂必 够服事主是主的怜悯。赞美主在完成祂的经纶上是
信实的。信实的神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理解。我不灰
善待他。为什么在神里面有盼望？因为神不失望。
心丧气，也不失望。感谢信实的神与我同在，鼓励
和安慰我。依靠主的怜悯，走胜利者的道路。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