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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救赎历史系列第四部分。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 

 

我希望你手上有圣经。请你翻到耶利米书第 31 章。耶利米书是颇为令人沮丧的一卷书。

当我们在读耶利米书时，我们才了解为什么这位先知是著名的流泪先知。他的工作是要告

诉反抗，背逆的百姓，他们必须投降他们的敌人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将毁灭他们-将会摧

毁耶路撒冷-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事真正发生了。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被摧毁了。上帝

的百姓四处逃窜。耶利米本人则逃亡到埃及，一切照上帝所说的成就。 

 

这一切都让人不能轻松读这卷书。但在这卷书的中间，我们看到有四章-从 30，31，32，

33-这里给了我们盼望，安慰，和对未来的应许。这一切都环绕着耶利米书 31：31-3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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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你或许会心想：「旧约中的新约」这样的讲道主题和我

的生活能有甚么关系呢？」 今天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站在长长的历史队伍中，前面都是

和上帝建立关系的人。  

 

我们不是在 2010 年，说：「我们和上帝有甚么关系呢？」事实上，让我们专注于这个伟

大的事实：亚伯拉罕，以撒，约伯，摩西，大卫和耶利米的上帝也是你的上帝。在两千

六，七百年前对这些人说话的上帝，也是今天对我们这些属他儿女说话的上帝。我要你看

到的是让我们在这长长人龙中聚在一起，一代又一代，凝聚属神百姓的就是上帝和他们立

的约。这是我们要看的重点-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上帝所立的约-上帝和我们的关系-是

数千年来上帝百姓的中心-而在这一切中心的就是基督。他是上帝给我们的爱，怜悯，救

赎的最佳写照。当我们庆祝主的最后晚餐时，我希望我们可以给基督该得的荣耀。这是我

们今天要做的。 

 

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想想我们看过的旧约，这是我们今年按照圣经年代读经与探讨

救赎史所读过的。我们看到上帝藉由恩典的约与他的百姓建立关系。这是扼要重述，我们

看到上帝和亚当的约。创造之约，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他的应许和他的话。创世记第三

章。罪进入了世界。毁约带来上帝和挪亚立约，这是保全的约。大洪水之后，上帝应许不

再用洪水灭绝他的百姓，他要保全他们直到最后，这带我们看到创世记 12：15，和 17。 

 

那个时候我人在印度，我们看到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许的约，上帝说：「亚伯拉

罕，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要赐给你后嗣和土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

福。」这带来了所谓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上帝的百姓在以色列作了四百多年的奴隶，上帝

救他们离开埃及，把他们带到西奈山，在这里他和摩西立约。律法的约。祂将他的律法，

他的命令赐给他的百姓，上帝藉由这些律法和这些命令和他的百姓建立关系。 

 

这一直持续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我们看到上帝透过大卫和他百姓所立的约：大卫之

约，这帮助我们认识耶利米书，因为这里的背景就是衰败的王国。王国衰败的原因指出了

在旧约和其他约之间的问题，特别在耶利米书中。这些约的问题在于罪。上帝的百姓不断

违背与上帝所立的约。耶利米书可说是集其大成。第一，上帝的百姓拜偶像。从这卷书的

一开始，第二章，他们拜无用的偶像。去拜太阳神和其他外来的神明。他们拜偶像，最后

带来淫乱。上帝的百姓淫乱。拜偶像必定会带来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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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下来。淫乱绝对不会凭空而来。淫乱必定出自轻忽敬拜上帝的心。我们生活中任何的

罪，其核心都生根在忽视敬拜上帝的心。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看到猖獗的淫乱。在耶

利米书，耶利米书的第七章。在耶利米著名的圣殿讲道中耶利米谈到上帝的百姓如何将自

己的儿女当作燔祭献给这些异教神明。他们牺牲家人。你们怎么看呢？有时我们看到我们

生活中的罪，我们文化中的罪，我们心想：「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事实上，当我们的

心背离上帝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全然的淫乱来自全然的拜偶像。最终的问题是上帝的

百姓甚么都不能改变。 

 

耶利米在这卷书中上百次呼吁百姓要悔改。一次又一次，他说：「认罪悔改，认罪悔改。

要悔改，」他们却继续违背。但我们担心会重蹈覆辙-读了这整个约，难道不会又有这种

倾向吗？你心里想：「各位，拜托一下，离开你们的罪吧。」但事实是，此处的上帝的百

姓有意反映出我们这些属神百姓的心。因为我们的核心是拜偶像，淫乱。福音的核心是我

们无力作任何的改变。你说：「甚么？」福音的核心？福音代表好消息。好消息的核心是

「我们有罪，却甚么都不能作，只有继续坏下去。」这怎么会是好消息呢？ 

 

这是好消息，因为上帝寻找拜偶像，淫乱，却又无力改变的人，他说：「你永远可以信靠

我。」这是他在耶利米书 31：31 的审判中的精髓。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日子将

到，」这是耶利米代表上帝在说话-上帝透过耶利米传话。上帝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

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 33 和 34 节。新约的精髓。请将这段经文划下来，这是旧约圣经中最重要的两段经文。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

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

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新的约。约定-约。这是可以通用互换的词。因此这是新约与旧约。在旧的约中的新立的

约。耶利米的预言是新立的约。基督的降临和新约的实现。这个字是关键。有本很了不起

的书，作者是欧帕玛罗伯森，它的书名是《立约的基督》。我今年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从

中得到许多关于「约」的不同观点。我有许多看法都是从这本书出来的。有一个字特别重

要：「成全」。我要你知道在这些的约中，当亚伯拉罕之约出现时，当摩西之约出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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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现在有摩西之约了，可以把亚伯拉罕之约丢掉了。」新的约出现了，旧的约好

像不再重要。嗨，「把那个丢了吧。开始用摩西的约。」不是的。这些约是一个个堆栈在

一起。 

 

我们在基督里看见的，新的约，是旧约中所有约的「成全」。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基督与

上帝建立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些旧的约上。这些旧的约帮助我们了解新约的奇妙。因此我要

你看到，这个「成全」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新约的应许。我希望我们站在耶利米书 31 章

上帝百姓的立场。置身在绝望中，耶路撒冷即将被毁，上帝的百姓要被流放，耶利米说了

这些话。我们试着用祖先的观点来聆听，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新约中的我们拥有的特

权。 

 

耶利米说，首先，我们要领受新约。这份新约将成就所有的约。每个约的内容都是一样

的，有上帝的律法、关于上帝的知识、上帝的恩典。并不是：「这个约有律法，那个约没

有律法了。」或者：「这份约里有恩典，但那份约不再有恩典了。」这些内容每份约都

有。无论是旧约或新约。我要请你注意约的发展过程。例如，上帝的律法。无论旧约，新

约，上帝的律法都是核心，都是基础。差异是：在旧约中，律法是写在石板上。还记得摩

西见过上帝后从西奈山上下来，他手上拿着刻着上帝律法的石板。 

 

耶利米书中提到，当约西亚作王的时候，他在圣殿找到上帝的律法书。他说：「我们必须

回到上帝的律法上。」在那个时候，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在他们的外面。耶利米在

31：33 说，上帝现在的应许是律法写在人的心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

在他们心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上帝的百姓所需要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经文非

常多，请你将这些记下来。其中一段是耶利米书 17：1。耶利米说：「犹大的罪是用铁

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她们的心版上和坛角上。」罪铭刻在心上。不只是他们的心

上，也刻在我们心上。事实上，所有人都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刻在心上， 把我们

的本性深深烙在身体上，将罪写在我们心上。 

 

因此耶利米在 17：9 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的心真的生病了，所以我们需要新

的心。我们到旧约中看到，上帝的百姓一次次的背逆。我们看到了最可怕的敌人是属世的

宗教。我们最大的敌人，最可怕的敌人是属世的宗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着做一些例行

性的宗教活动，签一张决志卡、走到讲台前祷告，固定上教会，这样就能讨上帝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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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上宗教的本质。如果这就是新约的教导，那么我们跟其他宗教没有甚么区别。无论

我们企图用哪种基督教专业术语，用哪种基督教祷告方式。都和印度教的祈祷，回教的祈

祷没有两样。这些都是靠着肉体的努力来寻求上帝的方法。今天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以为

可以倚靠自己的行为来到上帝面前的想法。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属灵的重

生。我们需要从里面改变的心。这是新约的应许。不是，「外在的律法，努力去遵行。」

不是的，是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充满我们的心，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需

要新的心。 

 

但是这并不是说律法不重要了。这是新约的美的地方。注意了，遵行律法不是进入新约的

条件。如果遵行律法是进入新约的条件，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我们不可能做到，但这并

不表示不必遵行。「我只要祷告，然后过我想要的生活。」这绝对不是新约的教导。顺服

是新约的核心，但不是进入新约的条件。顺服律法是我们在新约所经历的应许。 

 

上帝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上，他说：「我要使你能够顺服。」我们几周后会在以西结书

读到这些，耶和华说要使我们从心里顺从他的律法。我很欣赏爱德华滋的说法。爱德华滋

说，「我认为这个约之间的差异其实很清楚，在旧约中上帝应许他们必须顺从才作他们的

上帝。」顺从被规定为条件，不是应许。但是在新约中，这种发自内心的顺从是应许。」

我喜欢这个说法：「发自内心的顺从。」发自内心的顺从。衷心的顺从。 

 

基督教教义不是在触及这一点时，你说：「我想我需要祈求你赦免我的罪，这样我的肉体

才能进入永生。摆脱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开始过我不是那么喜欢的日子，但是我必须这么

做，才能得救，得到永生，所以我还是会免为其难的做。」然后我们挣扎的试着活出这种

基督徒生命，虽然我们的心其实属于被我们丢弃的那些东西。不是的。当我们来到基督

里，我们有全新的心。我们的欲望，情感，以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渴望新的东西。我们对

上帝的渴慕远超过这世上任何东西。不只是，「我想我必须万般无奈地放弃这些。」不是

的，我们在基督里找到了宝藏，必我们放弃的任何东西都有价值。我们渴慕他，我们需要

他。 

 

这就像是我回到家，看见海瑟，如果我是下班回家，一见面就深情拥吻，她一定会说；

「怎么了？」我会说：「这本书里面说回家要好好亲亲你的太太。」她会有甚么反应呢？

她会拿起这本书，塞进我嘴里，这会是她的反应。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在爱里顺服。这不

是发自内心的顺从。发自内心的顺从是，「因为我爱你，我想你。」这才是新约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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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内心的顺从。上帝应许说，凡是有新心的人，你就会顺从。为什么？因为他的律法彻

底改变了你的心，和你里面的灵，我们会在以西结书讨论这一点。 

 

这是上帝的律法。接着是认识上帝。这更好了。34 节。「他们各人不再教祷自己的邻舍

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是

耶和华说的。认识上帝。在旧约中我们有中保当我们的教师。摩西是律法的教师，上帝百

姓的老师。申命记 4、5、6、31 章，利未记，祭司，先知将上帝的话传达给上帝的百

姓。因此在旧约我们是透过有瑕疵的人和上帝建立关系。上帝的百姓透过有瑕疵的人和上

帝建立关系。透过先知将上帝的话传达给他们。这些人为他们代求。这表示与上帝同在是

受到限制的。 

 

还记得摩西之约吗？当上帝在山上的烈火中显现，对上帝的百姓说：「退后，不可靠近这

山，免得你被烧灭。」因此上帝的百姓说：「你认识摩西，我们同意让摩西做我们的代

表。我们就坐在这里。」以色列人就坐在山下，摩西一个人上山。 

 

在旧约的献祭制度中。一年又一年的赎罪日，由一个祭司进入至圣所。其他人，所有上帝

的百姓，在这个人见上帝时，安静地在外面等待。祭司的外袍有铃铛，可以知道他是否在

移动。如果他被击杀，可以用绑在他身上的绳子将他拖出来。 

 

一个人去见上帝，与上帝见面受到一定的限制，远距离观看上帝的荣耀。进入会幕的是摩

西，其他人在外面安静等候。当他走出会幕，结束与上帝的会面后，他的脸因见到荣耀的

上帝而发亮。这是距离，是受限制。摩西，每一个利未人，祭司，先知，这些人都是罪

人。受限制，远距离，欠缺对上帝的认识。耶利米说在新约中，上帝对所有人说话。不是

只有杰出人士，少数几个人。所有的人都要认识我。耶稣不只是为教师。他是完美的教

师。他是约的守护者。他是完美的先知，祭司与国王。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不是根据信守约定的能力。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根据基督在守住新约的

成就。他为我们守住约定，因此当我们相信他，他要用他的公义覆盖我们。意思是说现在

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与上帝同在。在座每一位。今天没有一个人进入会幕去见上帝。各位

弟兄姐妹，你们透过基督与上帝见面。没有限制的进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凭信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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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的宝座前。」罪人凭信心来到圣洁上帝的宝座前。这怎么可能呢？唯有透过毫无瑕疵

的基督，这位毫无瑕疵的中保。藉由他，我们可以直接经验到上帝的荣美。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保罗说：「我们不像摩西将帕子

蒙在脸上，我们都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无论男女，长幼，凡相信基督的就得以在

上帝面前称义。大胆地，不用遮遮掩掩，他与他同在，每天得以看见他的荣光。可知道无

数世代以来，上帝的百姓渴望可以和你我一样每天经验这样的特权吗？我们不要忽略了祷

告密室。不要忽略与主同在的时光。看见他的荣光。享受他的同在。有时我们认为旧约，

没有恩典，新约，全是恩典。不对的，每个约都是恩典。 

 

救赎与怜悯，这是我们今年的功课，也是所有约的基础。但是请注意当中的差异。在旧约

中，持续的献祭使上帝很有耐心地放过罪。一年又一年，牛羊的血在赎罪日洒在祭坛上。

罗马书 3：25 说上帝用忍耐的心宽容人所犯的罪。但是一年又一年，献祭必须一再重复，

不能中断，为什么？因为罪依旧存在。牛羊的血。上帝因他的恩典和怜悯宽容罪。但是在

新约中，有了完美的祭物，让上帝永远除掉我们的罪。请记下来。希伯来书 10：11-18。

你心想：「耶利米书 31：33-34 哪有提到甚么完美的祭物。」 

 

翻到希伯来书 10：11-18，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耶利米书 31 章。这是他说

的。希伯来书 10：11 他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事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

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一次献祭，他就

使所有的人永远除罪。接着他引用耶利米书 31：33 和 34。「圣灵也对我们作见证，因为

他既已说过：「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我要放在他

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以赦免，就

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太棒了!我们不用聚集在这里为我们的罪献祭。为自己赎罪。这个献祭已经完成了。这是完

美的祭物。用耶稣基督所流的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因他所流的血，上帝忘记，赦免我们的

罪。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愆。耶利米书 31：34 说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孽，不再记念我们所有

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想想看，你的上帝选择不再记念任何人的罪。新约的恩典。我

们要接受新的约。我们要成为新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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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但请你再翻到耶利米书 31：31，这里上帝说：「我要与以色列家

和犹你另立新约。」这是我们在耶利米书所看到的。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三章，这卷书的一

开始就看到这个，这卷书的最后，耶利米书 50 章，然后在这卷书的中间，我们看到有北

国的以色列，南国的犹大。分裂的国家。上帝要使他的百姓合而为一。不只是以色列和犹

大，我们看到耶利米书 4：2，耶利米书 12：16，看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生养众多，上帝

说：「我要让万国看到我的荣耀。」 

 

新群体不是靠文化、历史背景、语言、民族、社会经济关系所组成的。新群体克服了这一

切。在上帝的恩典中结合在一起。这些人认识上帝，有新的心。既是新群体我们会期待有

新的城。本章的最后，38 和 39 节告诉我们会有甚么结果。读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

一个场景。有一群属神的百姓。这群上帝的百姓住在应许之地，自从上帝带领他们离开为

奴的埃及就在此居住。 

 

你注意看讲义中所有的约，每一个约必定会提到土地。上帝应许赐给他的百姓土地。上帝

带领他的百姓到他的地上。我要赐给你的地。这是上帝对他的百姓信实的画面。上帝将他

们安置在这地上。现在这地将被夺走。他们即将要被赶出这地。上帝的百姓要被驱逐出他

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 

 

38 节上帝对他们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楠业楼直到角门，准绳要

往外量出，直到迦立山，又转到歌亚。」对他们而言，耶利米所说的，按照耶利米的说

法，「期待重建耶路撒冷。上帝将要带我们回来。」我们大约在一个月后会读到以斯拉记

和尼赫迈亚记，到时会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我们会看到尼赫迈亚重建耶路撒冷城，完全按

照这里的规格。 

 

上帝在这里说：「我会将你们带回到这里。」事实上，在下一章他告诉耶利米在那里买一

块地，从世人的角度看这实在不是聪明的投资。在即将被侵略者毁灭的地方买地。耶利米

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上帝说：「这是我将要带领我百姓归回的证据。」这是在

安慰人心。我们再看 40 节。这里说：「抛尸的全谷和倒灰之处，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

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这当中有太多的东西，我们会在以西结书读到。但请注意听这

一段：「不再拔出，不再倾覆，至到永远。」这座城将存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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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我们发现这个新约的核心不只是有在地上的城，还有永恒中的城。你们心想：「这

和新约有甚么关系呢？」我来提醒你。在启示录 21：1-2，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

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

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

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她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

他们的上帝。」我们看到的正是新约中的说法。 

 

圣经说，将来有一天，新约的信心群体，我们会被带到上帝的面前，新耶路撒冷那里，上

帝要与我们同住。我们会与上帝同住。接下来的一节说：「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对以色列人而言，按照耶利米的说法，期盼重建耶路撒冷。这实现了。我

们根据耶稣的说法，盼望重建新耶路撒冷，一个城，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可以与我们的

上帝同住。 

 

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 22 章，这是我们今天的结论。路加福音 22：14。渴望重建新耶路撒

冷。14 节。情况是：在这段经文出现的六，七百年前，耶利米的预言就是我们刚才所读

的。因此这事发生在六，七百年之后的事。「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

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

筵席，直到成就在上帝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你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上帝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 祝谢

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记

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ĺ」甚么？「新约。」 

 

请圈起来，划上线，打上星星。「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就

在上帝透过耶利米说：「我要和你们另立新约。」之后的六，七百年。我们看到在耶稣被

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他将门徒聚在一起，他正式宣布新约。他说我即将被钉十字架，我的

身体将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们要接受一份新约，你们的心将彻底改变，你们的罪将完

全除去。你们可以与上帝同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