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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利米在约雅敬登基第四年传讲的信息
耶廿六 是约雅敬刚登基时所传讲的信息
传讲的时间 609 - 605BC。
耶廿五

605BC 夏天，当时还是巴比伦王国的王子尼布甲尼撒王，

迦基米施战争中打败法老王尼哥，
夺得中东霸主的地位，
正当追赶埃及逃兵时，
正当追赶埃及逃兵时
尼布甲尼撒王的父亲驾崩去世，
 他只带着几名亲信奔回巴比伦、去继任王位
他只带着几名亲信奔回巴比伦 去继任王位
 留几位可信任的将领在埃及，
这些将领在回巴比伦的路上 经过巴勒斯坦
这些将领在回巴比伦的路上，经过巴勒斯坦
附近几个国家、包括南国犹大在内，
搜括这些国家的财物 掳走一些菁英
搜括这些国家的财物、掳走一些菁英，
包括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

以致时间的记载像一根线一样，穿梭来穿梭去，
 可能在这一章看到西底家王年间发生的故事
 后来好像又倒叙回到约雅敬王年间的一些记载
耶
书
所以再次提醒阅读耶利米书时，一定要记住件事。
但不管如何，我们总能够尝试
从耶利米书的各章抓出 些主题的信息，
从耶利米书的各章抓出一些主题的信息
来了解当时耶利米为什么传讲这些话。

尼布甲尼撒王登基、约雅敬王第四年，
耶利米宣布 件事 记载在 耶廿五 —
耶利米宣布一件事，记载在
 尼布甲尼撒将是上帝使用来管教我们的杖，
将会践踏我们的 家 许多的
将会践踏我们的国家、许多的人给掳走
掳走
 我们将要服事巴比伦帝国七十年
七十年的算法一直有很多的争议…
 606BC 第一次被掳算起，到536BC 有一批被掳者
随着所罗巴伯、祭司耶书亚回到圣地重建圣殿
 586BC 南国犹大被毁，圣殿被拆毁，
到 516BC 圣殿完成重建为止
，
七十年是犹太人关于一个世代的观念，
让一个人从年少轻狂到老迈的过程。
上帝说 — 以色列百姓因为始终的悖逆，
以色列百姓因为始终的悖逆
他们将要被掳七十年的时间。

被掳七十年，象征国家被毁、圣殿也会被毁，
耶廿六 记载圣殿被上帝弃绝、耶路撒冷成为荒场，
记载圣殿被上帝弃绝 耶路撒冷成为荒场
这段信息，跟 耶七 圣殿讲道内容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请百姓去追想 — 当年曾经是会幕的所在地示罗，
为什么被废弃、而上帝让圣殿改为建在耶路撒冷呢？
 源自示罗的祭司何弗尼跟非尼哈做了很多的坏事，
(
)
以致百姓厌弃对耶和华上帝献祭 (撒上一–四)
 上帝就任凭示罗会幕所在地荒废、
让他的约柜被掳到外邦
约柜
从这场事件当中知道 —
 上帝可以选立
上帝可以选立一个地方作为他名的居所
个地方作为他名的居所
 如果这个地方失去荣耀上帝、遵行上帝诫命的目的，
上帝随时可以废弃这地方，
上帝随时可以废弃这地方
当年如何废弃示罗，未来同样也可以废弃耶路撒冷

14-15 「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

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
何为善
何为正 就那样待我吧
但你们要确实地知道，若把我治死，
就使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
就使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
并其中的居民了。」

耶廿六是耶利米在约雅敬王元年所讲的信息，

时间点跟圣殿讲道的时间点是一样的
时间点跟圣殿讲道的时间点是
样的 —
 第七章 圣殿讲道只看到讲道内容，
不晓得讲道后发生什么结果
得 道
 廿六章 让我们清楚看到结果是怎么样…
廿六8-9 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

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
，
「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
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
耶利米就像蒙召时上帝吩咐 — 要作坚城、铁柱、铜墙，
12 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
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 「耶和华差遣我预言
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
13 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 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与你们。」

24 沙番的儿子亚希甘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治死他。
代下卅四20 约西亚王重修圣殿挖到律法书，

读给约西亚王的书记官沙番。
亚希甘对上帝有敬畏的心，
知道耶利米是真正属上帝的真先知…
知道耶利米是真正属上帝的真先知

耶利米有勇气、没有惧怕，他的话带来恫吓的效果
耶利米
勇气
恫
—
百姓跟领袖听到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话，害怕、不敢动手，

20-23 基列耶琳人乌利亚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

约雅敬王就想要把他治死
约雅敬王就想要把他治死。
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
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 王用刀杀了他
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王用刀杀了他。

17-19 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

「当犹大王希西家的日子，
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
犹大王希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
希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
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
若治死这人，我们就作了大恶，自害己命。」

耶利米面对很大的逼迫，但视死如归、勇者无惧，
结果唤醒了百姓的良知
 乌利亚虽然也讲跟耶利米一样的话，却不敢承担逼迫，
为了护卫自己生命的缘故逃亡，结果反而失丧了生命


—
南国犹大最后 位王在任其间 耶利米所讲的话
南国犹大最后一位王在任其间，耶利米所讲的话…
当时西底家刚就任，邻国派使节来道贺，
廿七3 有以东、摩押、亚扪、推罗、西顿王，
有以东 摩押
扪 推
顿
藉由道贺西底家王登基，一起串联密谋
联合反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廿七到廿八发生在西底家王年间的故事

帝差遣耶利米到当 ，献 用 套跟木头所做成的牛轭，
上帝差遣耶利米到当中，献上用绳套跟木头所做成的牛轭，
 轭是驾驭牛只耕田的器具，代表被奴役
 反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计谋不会成功，
 是上帝兴起、审判列国重要的工具
 管教跟刑罚之后，上帝会让国家重新改观
因此这一项奴役并不是永远，
上帝要他们在被奴役 管教的过程要顺服
上帝要他们在被奴役、管教的过程要顺服，
才会做牛轭献给各国使节、包括自己国家在内。

哈拿尼雅提到两年后，被掳的金银器皿会回来，
这是 个假的宣告 而在发出假预言两个月内他就 了
这是一个假的宣告，而在发出假预言两个月内他就死了，
上帝责罚宣讲假预言的人。
上帝是亵慢 得的 — 一个人如果
上帝是亵慢不得的
个
冒用上帝的名作出一些不荣耀上帝，
甚至曲解上帝旨意的事，
这样的人在上帝的面前是绝对站立不住的！
耶利米不是不晓得群众喜欢听什么话，
 耶和华的话放在他口中，他不敢放肆、不敢亵渎圣灵
 即使面对逼迫、患难，他还是坚持忠贞的服事上帝
虽然也有心性敏感、软弱、痛苦、哀伤、孤独、
有 性 感、软弱、痛苦、哀 、
、
流泪的时候，但是一再从圣经当中发现 —
 他经常回到上帝的面前
 呼召他的上帝，就是赐给他勇气的那一位

这个举动，国家当然视为是奇耻大辱…
廿八1-3先知哈拿尼雅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都带回此地。
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
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
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
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哈拿尼雅算是第一位公然挑战耶利米的假先知…
哈拿尼雅算是第
位公然挑战耶利米的假先知…
 想必当时动作非常有气魄、讲话非常有自信，
很多人就相信哈拿尼雅讲的是真的
 耶利米也只能够默默地回答一件事 —
愿你的话成真 愿耶和华照你口所说的话来成就
愿你的话成真、愿耶和华照你口所说的话来成就。
问题上帝不是瞎子，人犯错，公义的上帝岂能不进行审判呢？

教会历史上亚他那修，是初代教会重要的教父，
曾经为了对付亚流派的异端 终其 生被放逐多次
曾经为了对付亚流派的异端，终其一生被放逐多次，
 为了捍卫三位一体的教义，面对许多压力，
到最 连皇帝都
到最后连皇帝都对他失去耐性
去
 许多人认为他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许世界就和平了
但是亚他那修知道真理是绝对不可让步的，
他温柔却坚定、虽然面临逼迫，却是勇者无惧。
每一次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
都从耶利米的身上彷佛看到亚他那修的影子 —
 他们为了捍卫真理，一生颠沛流离，
他们为了捍 真 ，
沛
，
但始终他们都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愿我们也是在上帝面前如此尽忠，
以致于无惧、无惊、无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