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米书

冰山就在前头
第九课…

冰山就在前头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暂停

请按

耶利米书十三、十四章

1912年 4月 10号

总吨数 46,328、排水量
排水量 66,000
总长 259 公尺、最大船宽 28 公尺
从英 南安普敦港驶向美 纽约
从英国南安普敦港驶向美国纽约
名叫铁达尼 — 意思是巨大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

前后换片 暂停
前后换片、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开始播放

由于他们置身其中，十分安逸欢乐，
以致航行到第五天 浑然不觉就快要撞上冰山了
以致航行到第五天，浑然不觉就快要撞上冰山了！
 之前就陆续收到多次多方的警告，但毫不在意，
从来没有改变航道，继续往布满冰山的区域前进
来 有 变航道
续 布 冰
域前进
 在离冰山不到五十的海里时，船长一连三次
接到加利福尼亚号，发出冰山警告的讯息…
 夜阑人静时，加利福尼亚号再次发出讯号—
冰山就在前面！可是得到的回应是：
「闭嘴，您干扰到我了。」
我们可能听过铁达尼号的故事，
但是或许不是那么清楚
铁达尼号快要撞上冰山的前夕，并不是完全毫无预警，
实际是不断接二连三的接到许多的讯号，
实际是不断接二连三的接到许多的讯号
但是他们完全置之不理…

当时大家看到这一艘大船，
当时大家看到这
艘大船
心里都觉得非常的骄傲，
以致于发下 个豪语
以致于发下一个豪语：
「即便是上帝，
都没有办法把这 艘船击沉 」
都没有办法把这一艘船击沉。」

耶利米劝导的南国犹大，就好像自命不凡的铁达尼号，
认为有耶和华的圣殿在我们的里头 怎么 能 船呢
认为有耶和华的圣殿在我们的里头，怎么可能沉船呢？
一定都会平平安安的，但是他们完全不晓得—
 所作所为、置之不理的结果，就是撞上冰山
所作所为 置之 理的结果
是撞 冰
 耶利米是不断发出讯号的加利福尼亚号，
为对方警醒留意 提出建言，
所得到的回应竟然是叫他闭嘴！
不过沉船之前，耶利米不会吹他的熄灯号，
上帝继续让耶利米劝导百姓，神的 意不是要人灭亡，
上帝继续让耶利米劝导百姓，神的心意不是要人灭亡，
乃是愿意人人悔改得救、明白真道。
沉船当中总有人会获救的，就成为历史上的见证人，
 人多么容易以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偶像取代上帝
 如同制作、驾驶铁达尼号的人，多么的自以为是，
如同制作 驾驶铁达尼号的人 多么的自以为是
认为所制造出来的成就，比上帝的作为还要来得伟大

耶利米书十三章 上帝以麻布、腰带、酒醰来作比方，

十三6-7 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

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
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
」
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
见腰带已经变坏 毫无用了
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

不断发出对南国犹大百姓的警讯 — 你们快要撞到冰山了！
你们快要撞到冰山了
十三1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带子束腰。」

耶利米是祭司，身上穿着祭司都会拥有的配件，
重复缠绕在腹部数圈 细麻布所做成的腰带
重复缠绕在腹部数圈、细麻布所做成的腰带。
十三3-4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

「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起来往伯拉河去，
往伯拉河
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盘石穴中。」
伯拉河最普遍的解释是认为就是幼发拉底河，
从亚拿突城到那个地方大约有七百多公里
 另外认为是亚拿突东北方约四公里的一条小河
老师个人倾向伯拉河是幼发拉底河的说法，
老师个人倾向伯拉河是幼发拉底河的说法
因为后来犹大百姓就是被掳到幼发拉底河一带。


耶利米时代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俚语，来强化听众的印象
十三12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

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
中东人喜好喝酒，都会栽种葡萄、酿制葡萄酒，
 平常生活、过节，都会喝酒宴乐
平常生活、过节 都会喝酒宴乐
 接待朋友如果酒罐里的酒没有了，
是何等出糗 有失礼节的事
是何等出糗、有失礼节的事…
十三13-14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

一切居民
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先知，
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 先知
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
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
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
上帝的烈怒就像酒罐里的烈酒…，警告上帝的审判近了，
上帝的烈怒就像酒罐里的烈酒
警告上帝的审判近了
你们若死不悔改，接下来的状况是非常的可怕。

麻布腰带原来是紧贴在人的身上作护腰的重要配件，
形容原本南国百姓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这么的亲密；
但曾几何时因着他们的悖逆，就如同麻布腰带
远远的被拿到伯拉河埋起来、取出来已经腐烂了！


象征百姓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如同身上的一块肉，
象征百姓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如同身上的
块肉，
但是当百姓毁约、背约时，上帝弃绝他们，
暂时放逐到远方，经过风吹、日晒、雨打、朽坏…
 透过耶利米的现身说法让南国百姓知道，
上帝的警告 — 冰山就在前头，执意不悔改，
冰山就在前头 执意不悔改
结局将会像那个麻布腰带一样！

耶利米再次苦口婆心的劝告南国犹大的百姓…
十三15-17 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

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
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绊跌之先 当将荣耀归给他
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
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
你们若不听这话 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
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
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
耶利米面对的是一群不受教的人，但他的
耶利米面对的是
群 受教的人 但他的
内心不是冰冷、幸灾乐祸，而是火热的，
虽然有时在上帝面前会因着这群人不听话而生气、
帝
因着这群人想害他而发怒、甚至讲出非常生气的话，
但他的内心还是怜悯这些人，这就是牧者的心肠。
即使他无力改变同胞爱主、事奉上帝的心志，
但绝对会在上帝以及众人面前，作一个尽心尽力的好仆人。

十三18 之后，耶利米为着百姓的顽梗写了一首哀歌…

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
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
应该指 597BC 尼布甲尼撒第二次攻打耶路撒冷，
 约雅斤王跟母亲皇太后被掳到巴比伦，
约雅斤王跟母亲皇太后被掳到巴比伦
同时间被掳的还有先知以西结
 两次被掳国家都是受到很大的羞辱，
两次被掳国家都是受到很大的羞辱
但此时南国犹大还认为自己是一艘非常坚固的邮轮，
对他们的危机是毫无感觉的
十三23 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

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
言下之意就是—
言下之意就是
你们真是一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恶人！

二13 我的百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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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代表百姓跟上帝之间有裂缝存在，而没有修补，
这一道裂缝正是后来造成沉船的关键原因。
耶利米预先看到国家即将沉船的光景，
就在 耶利米书十 四章开始用哀歌的诗歌体，
描述国家接下来所遇到的景况，包括可怕的旱灾…
十四2-6 犹大悲哀，城门衰败。

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
他们的贵冑打发家僮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
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
耕地的也蒙羞抱头 因为无雨降在地上 地都 裂
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
 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
 野驴站在净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
野驴站在净光的高处 喘气好像野狗
因为无草，眼目失明。

回到开始所提到那艘巨大的豪华邮轮，
就在对加利福尼亚号最后的无线电
置之不理情况之后，再过十分钟，
赫然发现冰山在他们前头，
赫然发现冰山在他们前头
一阵兵荒马乱，船侧被冰山划破一道裂痕，
这一道裂痕在人看来毫不希奇，除了船舱前头的
控制人员之外，船里面的人毫无感觉。
但就是这一条裂痕，可怕的海水不断渗入，
剎时间防水舱开始进水，
剎时间防水舱开始进水
前一刻还歌舞升平、充满宴乐欢笑，
下 刻竟然充满哀声遍野
下一刻竟然充满哀声遍野、
大家纷纷急着逃难…
从这件事上知道 不要轻看小小的裂缝！
从这件事上知道—
不要轻看小小的裂缝

因为状况非常糟，所以耶利米再次来到上帝面前代求…
 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请你不要离弃我们
我们是称为你名 的人 请你 要离弃我们
 是不肖的神职人员导致百姓被引到无知的路上
耶和华上帝再次禁止耶利米为这群人祷告，
耶和华上帝再次禁止耶利米为这群人祷告
因为假先知当时横行，假预言为什么有市场？
就是百姓给他们喝采、市场、机会…
十四10 (直接翻译) 耶和华论到这群百姓的时候说：这百姓喜爱

四处游走、不约束自己的脚步，所以上帝不喜欢他们。
上帝知道百姓不是全然无辜的，
上帝知道百姓
是全然 辜的
 喜欢到处听、到处看，追逐假预言
 不愿意安静下来读上帝的话、思想神的话
很容易受到假先知迷惑，结局跟假先知一样 —
都是沉沦、撞上冰山、然后沉船！

沉船虽在瞬间，事前却不可能没有任何征兆…
 我们身处在末世、面对光怪陆离的现象，
我们身处在末世 面对光怪陆离的现象
绝对不会输给耶利米时代的人
 上帝如何当年透过耶利米
警告南国犹大末年的百姓，
今天也用许多按着正意分解真道的传道人提醒着我们
我们愿意把耶利米当年对南国犹大百姓的警告、
不断发出的信号，也当作今天神的话对我们的提醒吗？
求主帮助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
拥有一颗清醒、谦卑、受教的心，
使我们在阅读圣经、
使我们在阅读圣经
听到传道人按正意分解真道的时候，
内心是谦卑受教 愿意顺服
内心是谦卑受教、愿意顺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