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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安慰
第十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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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书卅二 – 卅三章

从中国历史知道，每逢国家社会处在动荡当中，
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当道 四处横行
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当道、四处横行，
昏庸无能的皇帝任凭这些乱臣贼子来摆布。
现代中国作家聂作平《中国乱世排行榜》提到—
现代中国作家聂作平《中国乱世排行榜》提到
乱世有如一场被禁止的游戏，昂贵的出场费
让所有观看表演的人 都看得心有余悸
让所有观看表演的人，都看得心有余悸，
 后人读史，大不了发出「呜乎哀哉」的感叹
 但试想如果不幸也生在乱世，
但试想如果不幸也生在乱世
那种可怕的人间炼狱，我们又岂能消受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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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敌人架起攻城的巨锤、不断夺命催魂的状况下，
上帝却透过耶利米 给面对亡国的耶路撒冷最美的应许 —
上帝却透过耶利米，给面对亡国的耶路撒冷最美的应许
带给这一群非常恐惧、不安、没有盼望的百姓们，
在 境 中
在困境当中的安慰。
慰
廿九11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遭逢乱世，对信上帝的人最大的区别是 —
 信神的人可以在暗夜当中看见曙光
 还不认识上帝的人，很可能在乱世中
活在极大的惊恐、绝望里头，
只能任凭环境去摆布他们
上帝的救恩 不单只是赐给犹太人
上帝的救恩，不单只是赐给犹太人，
也赐给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

今天要看的耶利米书就是进入到乱世的情境当中，
南国犹大
，
当时距离南国犹大亡国，
几乎已经到了倒数计时的阶段了…

耶卅二背景在西底家王在位第十年、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当王第十八年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当王第十八年，
 耶利米被关在皇宫旁边卫兵院的院子里
 过去十八年，南国犹大活得苟延残喘，
过去十八年 南国犹大活得苟延残喘
国家政策始终摆荡在
继续降服巴比伦、还是要亲埃及？
没有一次是靠拢上帝的
尼布甲尼撒前后两次洗劫耶路撒冷…
最后留在南国政府朝廷的，都是谄媚之辈，
就围在西底家王的旁边，
 经常把他的国家政策带往亲埃及路上
常
家 策带 亲埃及
 所给西底家王的信息，
经常跟耶利米所传讲
也经常跟耶利米所传讲
来自耶和华上帝的话相违背

西底家王第九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再次带兵围城，
城陷落的时间，是在西底家王第十一年 —
耶路撒冷被摧毁。
今天所阅读的经文正是发生在即将被灭亡
先前一段非常岌岌可危的围城阶段。
前
非常
危
城阶
看今天经文，不妨跟
看今天经文
不妨跟 卅七、卅八 互相作对照，
互相作对照
因为 卅二、卅三、卅七、卅八 都是发生在
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那三年的围城阶段，
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那三年的围城阶段
589 – 586BC 左右…

卅七记载耶利米被囚卫兵院的过程…

耶利米想趁 588BC 巴比伦为应付埃及、暂时离开耶路撒冷时，
巴比伦为应付埃及 暂时离开耶路撒冷时
走回距离耶路撒冷城五公里的故乡亚拿突，
为要去继承一块地。
他准备从北门走出耶路撒冷时，被守卫长伊利雅
以投降敌营之名把他抓起来送入监狱，
 捏造一个罪名说耶利米去卖国求荣，
是一个大帽子扣在耶利米的身上
 后来西底家把耶利米改囚到卫兵院
当时西底家身旁的人都是亲埃及派的，
 认为耶利米鼓励他们
要投降巴比伦的言论形同叛国
 西底家迫于无奈，
西底家迫于无奈
只能够继续拘禁耶利米在卫兵院

耶利米这时候无故被抓，
就放在卫兵院里，一直到国家灭亡为止。

卅二1-5 西底家很不满意耶利米讲的预言，说︰

你为什么预言说「看哪，耶路撒冷城必交在
你为什么预言说「看哪
耶路撒冷城必交在
巴比伦王手中，他一定会攻取这座城，
西底家无法逃脱迦勒底人的手 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西底家无法逃脱迦勒底人的手、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们必面对面彼此说话、眼对眼互相对看。」
和合本的翻译彷佛两者是对等
 原文的意思却是说 —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高高在上地质问你
 西底家要像阶下囚
西底家要像阶下囚一样，
样，
唯唯诺诺地来回答尼布甲尼撒审讯
显出 个强烈不对等的关系
显出一个强烈不对等的关系


耶利米当时看着西底家讲了这一段预言，
告诉他说— 再不顺服上帝，接下来的光景就是如此！

表面看来西底家对耶利米的预言不以为然，
但从后来的事件发展知道 —


西底家内心知道耶利米是真的先知，
可是他实在是不敢相信
这样的噩运跟审判会临到他的身上，
所以始终没有预备好自己去听诚实话


西底家是一个心怀二意、内心没有定见的人，
西底家是
个心怀二意、内心没有定见的人，
一下子想去听耶利米奉耶和华的名
说可以帮助他的信息
 一下子耳朵又被亲埃及派的人拉去，
去听信他们讲出一些违背上帝旨意的话


西底家反复几次找耶利米，
但始终没有一次是真正认罪悔改、接受他的劝导。

在这样混乱中，耶利米做了一件
比任何人都有信心 盼望的动作 —
比任何人都有信心、盼望的动作
进行了一场房地产的交易…
卅二6-15 上帝告诉耶利米︰
上帝告诉耶利米
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篾会来卫兵院找你，
要求你买下在亚拿突的产业，
你就买下这块田产。
哈拿篾可能因为当时动荡，觉得守一块田地有什么用呢？

耶利米当时被囚禁在卫兵院，去买房地产有什么用呢？
更不可思议的 — 上帝鼓励耶利米去买下这块房地产。
上帝鼓励耶利米去买 这块房地产
 当时耶路撒冷遭到围城刚刚暂时解除，
不代表尼布 尼撒不会再来围打
不代表尼布甲尼撒不会再来围打
 如果城被攻破、耶利米也死亡，
耶利米守单身、没有孩子来继承，
他花这笔钱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耶和华上帝却叫耶利米照着办…

利廿五23-25
利廿五23
25 以色列人有责任要保全祖先所留下来的财产，

这是一个信心的动作，耶利米真的照办，
这是
个信心的动作 耶利米真的照办
当时没有钱币，是用银子的重量来作为交易，
 用「舍客勒」的单位来计算，
客
单
一舍客勒相当于 11.424 公克
 耶利米相当秤了 190 多克的银子给哈拿篾

如果不得不暂时卖掉田产，
也必须要找最近的亲属来交易，
有一天要买回的时候、比较方便一点。
耶利米是哈拿篾非常至近的亲属，
耶利米是哈拿篾非常至近的亲属
哈拿篾就找上了耶利米。

耶利米特别请了见证人，就是他的秘书巴录，
还有卫兵院的卫兵们围观 来为这 场事件作见证人
还有卫兵院的卫兵们围观，来为这一场事件作见证人。
耶利米用他的行动实践上帝的应许 —
有一天这块地成为荒场
 但有一天，上帝会让被掳的百姓再次归回，
这块地会再次成为上帝祝福、使用的地方


当时耶利米保存了契约书、放在瓦罐里，
用这个动作告诉周围的一些人 —
有一天这块地方会再有人买卖房屋
有
天这块地方会再有人买卖房屋、田产。
田产
 在人看来耶利米的动作是损失、是愚拙的
 在信上帝的人看来，显出上帝应许的坚定、作为的大能
在信上帝的人看来 显出上帝应许的坚定 作为的大能
卅二17 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
，

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虽然当时外在的环境不好，
耶利米也知道巴比伦还会再回头攻打他们，
耶利米也知道巴比伦还会再回头攻打他们
但他用行动证明 — 耶和华上帝没有离开我们…
卅二40-41 (新译本) 我要和他们立永远的约，

我必不离开他们，必使他们得到福乐；
，
；
我必把敬畏我的心赐给他们，使他们不会离开我。
 我必喜欢他们，使他们得到福乐；
 我必全心全意、真诚地把他们栽种在这地上。



卅三耶利米还被囚在卫兵院时，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
耶利米还被囚在卫兵院时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

当时耶路撒冷还是被围城 —
尼布甲尼撒三两下就解决埃及的军队，
尼布甲尼撒三两下就解决埃及的军队
很快又大批地来入侵耶路撒冷，
就围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
就围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

以西结书 记载当时的背景…
结廿一22 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

使他安设撞城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
筑垒造台，以撞城锤，攻打城门。
修筑攻城的坡道，不断累积泥土修筑，
修筑攻城的坡道
不断累积泥土修筑
是古代最常用的攻城法。
耶路撒冷城墙附近 有上千
耶路撒冷城墙附近，有上千
巴比伦的士兵都在修筑坡道。
卅三4 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

就是拆毁为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
耶路撒冷城墙内的房屋全部都拆毁拿来当作军事用途，
盖医院 盖停尸间 不断筑墙厚度 高度
盖医院、盖停尸间，不断筑墙厚度、高度，
根据这些记载，当时的状况已经非常非常的危急。

虽然死不悔改的耶路撒冷的百姓在顽抗上帝、
顽抗巴比伦侵略的过程中 经历了更多严重的伤亡
顽抗巴比伦侵略的过程中，经历了更多严重的伤亡，
 但上帝应许有一天，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将会被医治，
使被掳的人有机会可以归回
 即使耶路撒冷接下来面对的环境是荒凉的，
但日后这个地方会再次充满欢乐的声音
就像耶利米以行动来购买房地产，
证明上帝坚定不移的慈爱应许。
所以耶利米提到 —
有一天人会带着感恩祭、再次回到耶和华的圣殿。
后来从 尼希米记、以斯拉记 看到这样的盛况 —
他们会彼此说：我们要来称谢耶和华，
因为他是至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为他是至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在这两三年当中，耶利米不断告诉里面的百姓说 —
 你们要悔改、要出去投降，
你们要悔改 要出去投降
可以保住生命、保住这一座城
 不要的话，更可怕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身上
审
会 到我 身
当时身陷险境的耶利米在这种情况下，
再次听到上帝的指示…
卅三3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这句话不只是对耶利米、也对百姓说的…
他们的内心非常地惶惶不安，
但是耶利米告诉他们 —
我们来跟上帝祷告吧！
又大又难的事，上帝都会指示我们当如何做。

上帝成就他美善应许的关键 — 赐下一位合他心意的牧者
来牧养他的 姓 使属他的子民 再成为流离失所的羊群
来牧养他的百姓，使属他的子民不再成为流离失所的羊群…
卅三
卅三15-16 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

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类似的经文曾经重复出现
类似的经文曾经重复出现…

耶和华齐根努

廿三5-6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
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在他的日子 犹大必得救 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上帝就是透过在新约的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义」。

「耶和华我们的义」按希伯来文原文
有关于耶和华的名 — 耶和华齐根努，
耶和华齐根努
称作耶和华齐根努的公义之君就是主耶稣基督，
 将会透过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筹定和平、
将会透 我
帝
关系
我 筹
成为一座桥梁，成为完全的祭
 所立的新约是一个永远不废除的约
永
废除
—
如同白日、黑夜的自然定律，
稳定、非常有秩序、永远不会改变
这个应许之约已经应验在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身上，
凡称「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弟兄姊妹，
 已经都在基督里、在天父上帝面前成为义的人
 在主里面已经立下这个永不会废去的约
愿我们经常持守这约 持定神透过基督赐给我们的公义
愿我们经常持守这约，持定神透过基督赐给我们的公义，
让我们作一个继续跟随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