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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
宋徽宗打如意算盘，
宋徽宗打如意算盘
想联合金朝女真族联攻辽国契丹族，
结果惨败 还曝露国政衰弱的事实
结果惨败、还曝露国政衰弱的事实。
金朝女真族洞悉了这一点，打败辽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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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靖康之耻」原可以被避免 —
擅于写书法、创立「瘦金体」的宋徽宗，
书法
瘦 体
宋徽宗
 身旁充满巧言令色的小人、甜言蜜语
 宠幸宦官童贯，任凭有才干的
文艺家蔡京胡作非为
最后为自己跟国家招来可怕的悲剧。
这段华人界都还算熟悉的中国历史，
可以直接跟南国犹大末年的一些光景连在一块。
今天的经文背景，就是描述约雅斤王被掳走后，
耶利米写信给被掳走的人，
 除了安慰、鼓励之外
 也继续指责那些都已经被抓走，
还在异乡、异邦继续奉耶和华的名
说假预言的那一群恶人

决定来吃下北宋 — 后来北宋首都汴京城被攻破，
后来北宋首都汴京城被攻破
 宋徽宗跟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掳到北方
 许多的宫女、大臣、皇后、工匠、
许多的宫女 大
皇后
专业技术的、乐师、音乐师，
上万以上的人都一次被掳 、被抓
从「靖康之耻」跟今天所上课的内容
来作一个联想…

先来看 耶利米书廿九章…
在耶利米担任先知的过程 总有假先知的团体
在耶利米担任先知的过程，总有假先知的团体
阴魂不散、如影随行的出现在他旁边 —
每当耶利米宣告耶和华的话、
每当耶利米宣告耶和华的话
开始在群众产生果效时，
 假先知总是赶紧跑到耶利米出现的地方去灭火
 然后让巧言令色、虚谎、甜言蜜语的话
进到百姓的心中，使他们内心被蒙蔽
假先知有的是明目张胆地羞辱耶利米，就像哈拿尼雅；
今天看到的是
 哥赖雅的儿子亚哈
 玛西雅的儿子西底家
 从被掳之地寄信回耶路撒冷
指控耶利米是假先知的示玛雅

尼布甲尼撒 605BC 迦基米施战争大败
埃及法老尼哥 当时列国都屈膝折服
埃及法老尼哥，当时列国都屈膝折服
 601BC 法老尼哥卷土重来，埃及跟巴比伦
再次大打出手 法老尼哥竟然胜
再次大打出手，法老尼哥竟然胜了，
包括约雅敬王在内的列国都开始谋反
南国犹大末代几个王，
经常都在动如何背叛的计谋。


尼布甲尼撒经过十八个月休养生息，
采取 连串的报复行动 修理那些背叛者
采取一连串的报复行动，修理那些背叛者，
约哈斯
 南国犹大约雅敬就死在报复行动当中
约雅敬
 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斤赶快继位，
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斤赶快继位
约雅斤
命运跟当过三个月国王的叔叔约哈斯一样，
位置还没有坐热 敌人就来了
位置还没有坐热、敌人就来了

耶廿九是记载耶利米写信给那一次被掳的一些犹太人，

一般称作为第二次被掳，
般称作为第 次被掳
 当时继任约雅斤当王的叔叔西底家才登基第四年
 被掳的三千多人，寄居在异乡大约四年了，
被掳的 千多人 寄居在异乡大约 年
期待在暗夜当中看见曙光、何时能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但还有通信的自由，
耶廿九 看到耶路撒冷跟被掳之地有几次书信往返。
看到 路 冷跟被
有几次 信往返
耶利米的秘书巴录就把耶利米跟被掳的人
书信彼此往返的内容编在 起
书信彼此往返的内容编在一起—
 廿九1-23、31-32 耶利米从南国犹大寄给
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的信件内容
 廿九24-28 耶利米从南国犹大回复
被掳到巴比伦的
假先知示玛雅的信件内容

597BC 三月十六日，尼布甲尼撒亲自率兵攻打耶路撒冷，

把约雅斤跟太后、三千多名的贵族、朝臣、工匠、
约雅斤 太
千多 的贵
朝
圣殿的金银器皿都掳到了巴比伦，
包括后来蒙召的先知以西结。
知
结
后来从 但五3-4
但五3 4 知道—
知道
539BC 巴比伦即将亡国的夜晚，伯沙撒王
跟朝臣把当年所掳来的器皿拿出来，
跟朝臣把当年所掳来的器皿拿出来
分给大家一起喝酒宴乐，
一边赞美他们国家用金、银、铜、
边赞美他们国家用金 银 铜
铁、木、石，所造的偶像。
就在那一天，
波斯帝国古列王一举攻打下巴比伦，
巴比伦帝国就灭亡了。

假先知永远都有的市场，即使被掳到异邦还继续
说假预言 甚至写下来 寄回耶路撒冷
说假预言，甚至写下来、寄回耶路撒冷。
廿九15 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
廿九21-32 写假预言寄回耶路撒冷的，

包括亚哈、西底家、示玛雅，
包括亚哈
西底家 示玛雅
跟受到上帝惩罚的哈拿尼雅没有两样
 都预言很短时间，被掳的约雅斤…、
都预言很短时间 被掳的约雅斤
圣殿的金银器皿，都会被送回耶路撒冷，
尼布甲尼撒的势力会突然失去 崩落 结束
尼布甲尼撒的势力会突然失去、崩落、结束


—
假先知玩不出什么把戏来，只会抄袭彼此的谎言。
这几 被掳到异乡的假先知，那 预言没有什么创 ，
这几个被掳到异乡的假先知，那些预言没有什么创意，
只是彼此抄来抄去，却永远有市场、因为很好听。

廿三上帝曾经透过耶利米的口嘲笑假先知

这些人之所以猖狂，无非是他们的假预言
永远受到欢迎 永远有他们的通路
永远受到欢迎、永远有他们的通路。
英国爵士培根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
真理 像黄金 样 重 总是
真理就像黄金一样的重，总是沉淀在河底、很难被人发现；
在 底
那如牛粪般轻浮的谬误，倒是漂浮在河面上、到处泛滥。」
身为耶和华的真先知耶利米，
就像是在中国历史所看到的一些老臣，
 就是忠言，但所讲出来的话却是逆耳的，
其
诉耳朵悖
不厌其烦、告诉耳朵悖逆的百姓们
真实的劝戒，问题是那些人总是不肯听
 耶利米还是继续这样的做，
所以他当时托西底家派遣到巴比伦的大使带封信去，
警告、提醒、劝慰那些被掳的人，
不要再听信这些假预言了！

耶利米要他们预备心、让他们知道 —
 你们就好好在那里生根、栽种果园，
你们就好好在那里生根 栽种果园
会看到果实结出、采收享用
 即使被掳到异邦，
即使被掳到异邦
 上帝还是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
 为要让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过程
重新思想、反省、学习上帝的话语跟律例
这一段长达七十年的时间，如果活得够长寿，
将会成为被掳归回的人之 ，所以耶利米告诉他们…
将会成为被掳归回的人之一，所以耶利米告诉他们…
7b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

为那城祷告耶和华；
因为那城得平安，
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耶利米在寄信给被掳的人，除了
预言假先知将为自己的胡说 道招来审判
预言假先知将为自己的胡说八道招来审判，
廿九29:4-6 万军之耶和华对一切被掳去的如此说：

「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
要被掳七十年
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
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
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
盖房子代表安定，栽种果园、生养儿女
不是 天两天的事，需要长时期的繁衍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需要长时期的繁衍
 耶利米是告诉那一群被掳的百姓们 —
顺服上帝的安排，之前死不悔改，
现在被掳、起码生命被保留下来，
 就好好在那个地方安居乐业
 学习为所在的城求平安


巴比伦帝国还算非常善待这群被掳的人，
凡是能够安定在巴比伦的人，后来有很好的发展。
拉二64-67 第一批归回的四万多名会众，
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竟然有
7000 仆人、婢女，男女歌唱者 200，
马 736、骡子 245、骆驼 400、驴子 6000，
可见耶和华祝福满满，即使被掳到异邦，
上帝真的按他所应许的来恩待他们。
这群人当中，有一些当年看过没有被毁的圣殿，
这群人当中
有 些当年看过没有被毁的圣殿
想必年纪已经很大了，
当被拆毁的圣殿根基重新被立起来的时候，
当被拆毁的圣殿根基重新被立起来的时候
他们兴奋又激动的哭了 —
没有想到还有回归的 天！
没有想到还有回归的一天！

廿九11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

为了加强这些应许，耶三十到三十一章 看到安慰的信息。
耶三十到卅三 被称作「安慰之书」…
被称作「安慰之书」
 这几章的经文为着耶利米先前
一连串谈到上帝要审判这些预言，
连串 到 帝 审
言
带来即时的甘露、恩雨降临
 谈到的对象不单是南国犹大，
也包括已经亡国一百多年的北国以色列

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父母管教孩子都是要带给孩子益处、不是折磨恶待孩子，
上帝对他儿女的意念也是如此…
在漫漫的寄居异乡的日子、在暗夜当 ，
在漫漫的寄居异乡的日子、在暗夜当中，
 心里要有盼望，等待那曙光的来临
 支持下去的力量，不再是当年
在耶路撒冷拜的那些偶像，
而是内心不断仰望、祷告上帝
而是内
不断仰望、祷告上帝

卅9 你们却要事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
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

12-14 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

将来上帝要透过大卫王的后裔 —
 新约的耶稣基督，作为他们永远的王
 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来与我们立约，
就是 耶利米书 后来提到的新约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我必被你们寻见，我必使你们被掳的归回 —
从我赶逐你们去的
各国、各地把你们召聚回来。

卅一3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上帝的约是永远慈爱的约，不会将他的子民撇下不顾。
31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整卷旧约当中唯一提到这个名词
卷
中
到
 初代教父俄立根把圣经最后的二十七卷
命名为新约，就是从耶利米书得到灵感


来八8-12 引述耶卅一31-34 —

新约是更美的约，约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
，
，
这约当中，人因着肉体的有限，没有办法满足
上帝绝对公平公义要求的部分，
耶稣基督都会为我们满足，
主就是「耶和华齐根努」，会让上帝成为我们永远的义。

律法之约是刻在石版上，新约所立的约是刻在心版上
 放着法版代表上帝同在的约柜，新约就以耶稣基督来取代，
放着法版代表上帝同在的约柜 新约就 耶稣基督来取代
主使用我们成为他的殿，他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约柜 —
 他的名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
他的名是以马内利 上帝与我们同在
 基督徒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跟上帝祷告，
因为神使用我们的身体作他的殿


新约的产生不是因为旧约出了错误，
 是因为百姓无能为力去做，
帝
义，
上帝才透过那永远的义，
也就是耶稣基督，来为我们一次献上，
成全上帝公平、公义、 洁的律法要求
成全上帝公平、公义、圣洁的律法要求
 以色列遭上帝的惩罚，关键是他们背约，
耶和华上帝为了解决人类背约的问题，
才透过基督与我们另立新约

— 上帝要在信他的子民当中做新事
 耶利米 — 上帝要与我们立新约
 以西结 — 上帝要赐给我们新的心，取代刚硬的石心
大先知书让我们知道 上帝在每个信他的子民身上
大先知书让我们知道，上帝在每个信他的子民身上，
早就有一幅非常美丽的救恩计画跟蓝图。
 以赛亚

卅一18-19 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

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
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
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
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
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
22 背道的民，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
就是女子护卫男子。
就是女子护卫男子
遵行新约的人会像一个爱慕丈夫的女人
遵行新约的人会像
个爱慕丈夫的女
拥抱她的丈夫 — 就是我们的主、上帝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