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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楚歌四面楚歌 耶利米书廿 – 廿四章

放弃是许多人在面临挫折时候的第一个反应…
加拿大维真神学院的灵修神学教授侯士庭加拿大维真神学院的灵修神学教授侯士庭，

在描述宗教改革属灵领袖马丁路德时，

提到一段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心境挣扎的描述提到 段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心境挣扎的描述 —

从宗教改革开始，我就不是因为野心驱使我做这件事，

在 前 受到自我肯 是魔鬼最 引诱 在人面前讲话受到自我肯定，是魔鬼最大的引诱

 可是如果没有人肯听讲，又觉得很容易就放弃了

改革初期他经常希望自己赶紧为主殉道、早早了事，

好从许多困境当中及早得着解脱，但事与愿违。好从许多困境当中及早得着解脱，但事与愿违。

马丁路德经常说：他是没有得到自己的同意下，

被上帝呼召出来当改革家的、非常的不得已被上帝呼召出来当改革家的、非常的不得已，

是因为环境的驱使，他才做这样的工作。

用这样的事作引言，就是带领弟兄姊妹

再次进到耶利米遇到挫折的 境里再次进到耶利米遇到挫折的心境里…

巴施户珥殴打了他、再制作枷锁将他监禁起来，

囚禁一夜、获得释放之后，耶利米告诉他：

「你的名字不再叫自由 — 就是巴施户珥，

要叫玛歌珥米撒毕 — 四面都是惊吓、四面都是楚歌。」

耶利米这句话，其实他自己先经历到，

他太孤单、而且国家整体愈来愈艰难，

耶利米生命遇到四面楚歌、

四面都是惊吓的光景

但是谈完二十章之后，廿一章到廿四章，

却是看到耶利米开始宣判他们当中的假先知、

后来末代犹大列王所遇到的四面楚歌的光景

被殴打的耶利米遇到这样公开被羞辱，

内心何等的委曲内心何等的委曲…

廿10b 我知己的朋友说：或者他被引诱。

廿7 耶和华啊 你曾劝导我 我也听了你的劝导

paw-thaw‘ 原文指引诱、欺骗、半哄半劝

廿7 耶和华啊，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
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

我终日成为笑话 人人都戏弄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

这是一句情绪的话，毫无隐藏的带到上帝的面前。

耶利米用很暧昧的字眼来形容上帝对他 —
 你哄骗我、你欺哄我，

我还真傻，被你哄住、被你揪出来作先知

结果你骗我、大家也笑我，结果你骗我、大家 笑我，

我在你、在人面前，简直是两面都不是人！



廿8b 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

他到处告诉大家快沉船、强暴毁灭、战争快要爆发，

但一切还是很安静、很太平
 大家笑他穷紧张、乌鸦嘴、预言没有应验，

假先知更加的得意洋洋

十七15 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

耶利米痛苦的告诉上帝…
不知不觉我当了数十年的先知，

你的话成为我的凌辱跟讥刺；

他埋怨耶和华上帝欺骗、强迫他，他想逃避…

廿9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

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廿10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谗谤，四围都是惊吓； 玛歌珥米撒毕我听见了 人 谗谤，四围都是惊吓；
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

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
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

玛歌珥米撒毕是耶利米对殴打他的巴施户珥取的绰号玛歌珥米撒毕是耶利米对殴打他的巴施户珥取的绰号，

意思是四面楚歌，预言接下来你跟你朋友的处境…

耶利米这句预言还来不及应验，

自己反倒先经历什么叫作四面楚歌 —
 先前耶利米埋怨上帝欺哄他、抓住他、胜过他

现在面对好朋友想套出更多的话，

怀疑耶利米讲假预言，好抓住把柄，

 去告发他，让耶利米被抓到官府， 官

 以假先知的待遇，拿石头把他给丢死

从经文当中想起上帝起初呼召他的时候，告诉耶利米 —
你有 天要作坚城 铜墙 铁壁 他们无法胜过你你有一天要作坚城、铜墙、铁壁，他们无法胜过你

你要胜过他们，要继续用单纯的信心来倚赖我，
我按着你的口所说出来的话 句都是不落空的我按着你的口所说出来的话，一句都是不落空的

廿14-18 耶利米为自己做了一首哀歌，

是 诅 是 诅自不是咒诅人、是咒诅自己 — 宁可自己从来没出生过

 这一次完全没有推托上帝的召命，已经预备好作战了！

廿11-13 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
因此，逼迫我的必都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

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
试验义人、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啊，

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
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
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

耶利米在 耶利米书廿一到廿四章，

像连珠炮似的攻击那些糊里糊涂的君王像连珠炮似的攻击那些糊里糊涂的君王、

带人进入错谬假预言中的冒牌先知。

廿一1b 2a西底家王打发玛基雅的儿子巴施户珥

南国犹大最后一位君王

廿一1b-2a西底家王打发玛基雅的儿子巴施户珥…
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

极可能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开始围攻耶路撒冷极可能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开始围攻耶路撒冷
先前约雅敬王巴结埃及、背叛尼布甲尼撒王，

约雅导致之前就有一次攻打，围城初期约雅敬就死亡，

他的儿子约雅斤登基将近三个月就被抓了

耶利米书十三章就曾警告过他们 — 快沉船了，

趁上帝还没让黑暗来临之前赶快把荣耀归给他，趁 帝还没 黑暗来临 前赶快把荣耀归给他，

如果不听，我只会在暗地里为你们哭泣、因为你们注定被抓。



十三18 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
约雅斤跟母亲 就是约雅敬的未亡人约雅斤跟母亲、就是约雅敬的未亡人

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
因你们的头巾 就是你们的华冠 已经脱落了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

后来果然约雅斤王跟太后在 BC597 被抓，

抓到巴比伦人数有三千多人。

耶利米书廿四 被掳的人中包括领袖、工匠、铁匠，

耶和华圣殿的珍宝被带到异邦之地，尼布甲尼撒
把这些器皿供在他们的偶像玛尔杜克面前把这些器 供在他们的偶像玛尔杜克面前

圣殿里比较大型金制的器皿，

就把它切割、带回巴比伦去放就把它切割、带回巴比伦去放

这一次的被掳事件是第二次的被掳，

先知以西结在第二次时被掳；先知以西结在第二次时被掳；

但以理在第一次时被掳。

耶利米书廿四章 针对第二次被掳的人，他领受一个异象…

1-2 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
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初熟的；
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

5-7 被掳去的犹大人，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
我要眷顾他们，我也要建立他们，

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

结十一19、卅六26 上帝应许要给他的子民新心、新灵 —
除掉他们肉体的石心 给他们换上肉心除掉他们肉体的石心，给他们换上肉心。

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执迷不悟、遇到两次被掳还不肯悔改的，

 像是烂到极坏不可吃的无花果，接受严峻的审判

 讥笑耶利米的人，会成为被人讥笑的人笑耶 米 ， 成为被人讥笑的人
这件事后来果然应验了。

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第二次掳掠、班师回朝之前，

立了约雅斤的叔叔 也就是约雅敬的 弟玛探雅当国 立了约雅斤的叔叔、也就是约雅敬的兄弟玛探雅当国王

给他改名西底家，要西底家指着耶和华的名发誓说：

忠巴比伦帝国 敢 去 埃及 是要效忠巴比伦帝国，敢再去巴结埃及，结局就是亡国

西底家当时只是摄政王，

南国犹大还是奉约雅斤为正式国王，

 他们期待国王、太后赶快回来

假先知发的假预言，

就是声称约雅斤跟太后会回来、

耶和华圣殿的器皿也会很快的运回来

西底家王的立场很摇摆，没几年就去倒贴埃及、搞背叛，西底家王的立场很摇摆，没几年就去倒贴埃及、搞背叛，

尼布甲尼撒非常的火大，

BC589 派兵 重要军事基地拉吉都打下来BC589 派兵，重要军事基地拉吉都打下来，

耶路撒冷命在旦夕！
拉吉

就是在这个时候，西底家赶快派人去找耶利米，

说 耶和华跟你讲什么话说：耶和华跟你讲什么话？

耶利米书二十一章 耶利米告诉他们 — 你们完蛋了！
如果你们愿意，活路、死路都在你们的面前，

生路就是赶快出城向巴比伦投降

死路就是拒绝投降、死守这城

上帝早就告诉你们，要对上帝的管教顺服，

 管教、顺服，就是生路

 悖逆、刚硬，最后就是灭城跟屠杀

代下卅六11-13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耶路撒冷作王十 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
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

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当时祭司长、人民，都大大得罪上帝，

随 列国所行 切 憎的事随从列国所行一切可憎的事、

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圣殿。

耶和华因为爱惜自己的子民跟居所，

常常派使者 — 也是就是先知不断警告，

但他们一再戏弄上帝的使者、

藐视他的话、讥诮他的先知，

以致耶和华的愤怒临到子民的身上，直到无法挽救为止。

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上帝在审判人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上帝在审判人的时候，

不可能没有给预警、从来没有给他机会。

但正因为南国犹大末代几个皇帝，

一个个都不肯敬畏上帝，结果带领百姓、

政治领袖们，走上错谬的道路。

耶利米书廿二章 上帝藉耶利米宣判几个末代皇帝的结局…
最早被掳到埃及的约哈斯王最早被掳到埃及的约哈斯王，

 当时法老尼哥把他废掉、抓到埃及

另外 个名字叫沙龙 意思是平安 另外一个名字叫沙龙，意思是平安，

但没有平安，他永远没有办法再归回故土

约哈斯之后的很凶恶的王叫约雅敬，耶利米责备他

 压榨百姓、盖宫殿、抽重税、不把工价给百姓

 死的时候，享受不到君王去世全国举哀的尊荣，

反像驴子一样，被人拖到城外去乱埋

被称作哥尼雅的约雅斤王，是跟太后一起被掳到巴比伦，

耶利米说 — 他像耶和华手上的印戒，代表权柄，耶利米说 他像耶和华手上的印戒，代表权柄，

脱下来 、跟母后被抓到异乡，

不是生在那里、却会死在那里，不是生在那里、却会死在那里，

终生无回国当王的任何希望

耶利米书廿三章责备引导人走错谬之路的宗教领袖，

他们是邪恶的牧羊人 把羊群带错路 他们是邪恶的牧羊人，把羊群带错路

 假先知乱讲预言，在百姓当中制造虚假的希望

上帝讽刺他们上帝讽刺他们 —
得他话语的先知是应该忠实传讲他的话，

帝 话 上帝的话是烈火、是大槌，

会让人意识到审判的力量、悔改的重要性
 假先知的话却是软弱无力，虽包上糖衣，

对人真正的灵性却没有医治的效用

上帝笑他们的话是互相抄袭、彼此欺骗，

重复率太高、而且自欺欺人，

他们的话是无用的糠秕，根本不能跟麦子相比。

奈何这以假乱真的话，永远找得到信众如痴如醉的追随，奈何这以假乱真的话，永远找得到信众如痴如醉的追随，

就像市场卖的仿冒品一样，永远都有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