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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底家最后的机会西底家最后的机会 耶利米书卅七 – 卅八章

时间距亡国只剩下一年半，

国王是西底家王国王是西底家王，

从耶利米预言哥哥约雅敬的结局、

侄儿约雅斤被掳侄儿约雅斤被掳，

知道耶利米是真正的先知 — 先知的预言是不会落空的

身边又偏偏充满了一群很讨厌耶利米的人身边又偏偏充满了一群很讨厌耶利米的人，

这群人的态度恶劣、势力非常的大、手腕非常强硬，

西底家王虽然是君王 但是非常怕这群大臣西底家王虽然是君王，但是非常怕这群大臣

即使状况十分危急，上帝还是给

这位末代君王西底家最后的机会。

每一次的危机都是一场转机，每 次的危机都是 场转机，

问题是西底家王把握住了吗？

西底家王因为侄儿约雅斤王被掳，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立的摄政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立的摄政王，

在南国百姓的心目中，

真 是约 斤 是西底家王真正的王是约雅斤、而不是西底家王。

西底家王内心应该是非常的彷徨、害怕 —
 何尝不希望第二次被掳中，他的侄儿、太后、

朝臣、百姓，能够真的被掳归回

又缺乏安全感 — 约雅斤如果归回，

百姓们一定会把王位再次还给约雅斤王，

意味着要把王位拱手让给他的侄儿

西底家王坐在这个王位上西底家王坐在这个王位上

充满许多的不安全感，

特别需要他身旁的大臣特别需要他身旁的大臣

对他表达忠心的支持。

当时埃及法老王尼哥已经去世了，

新的法老王合弗拉颇有 番作为新的法老王合弗拉颇有一番作为。

西底家王旁边朝臣就劝西底家王 —
何 去 埃及 请埃 来帮 我何不妨再次去巴结埃及、请埃及来帮助我们…

西底家王就公然地背叛，

完全忘记耶利米曾经对他的提醒。

尼布甲尼撒发现南国犹大君王又搞背叛，

而且是他所立的西底家王时，

在 589BC 年底开始采取报复行动，

没想到三两下就把南国犹大的两座重要的城

亚西加、拉吉一举攻下，亚西加、拉吉 举 下，

整个大军已经逼近耶路撒冷。

西底家是吓破胆，没有想到背叛尼布甲尼撒西底家是吓破胆，没有想到背叛尼布甲尼撒
所付出的代价是如此地沉重！



卅七3西底家王打发…去见先知耶利米，说：
「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 」「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

卅四在危急中，西底家王做了一个好事 —在危急 ， 底家 做 好

遵行上帝的诫命，释放已经当奴隶超过七年的同胞。

按摩西律法规定 —按摩西律法规定

自己的同胞因为穷苦的缘故卖身为奴，

做到第七年、也就是安息年的时候，做到第七年、也就是安息年的时候，

主人就有义务要无条件的释放

南国没有做这样的事 耶利米也指责他们南国没有做这样的事、耶利米也指责他们

西底家王看到尼布甲尼撒大军压境非常害怕，

想到一定要求耶和华上帝的帮助、

一定要遵行他的话，

就释放了那群奴隶、回到他们的家里。

西底家身边亲埃及派的政治人物

可没有放弃寻求埃及法老的支持可没有放弃寻求埃及法老的支持…
考古重要发现拉吉信件 21 片的陶片中，

第三书有 个记载第三书有一个记载 —
588BC 夏天，亲埃及派的政治人物，

派了 个犹大军官前往埃及去跟法老求助派了一个犹大军官前往埃及去跟法老求助，

合弗拉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马上派埃及的军队前来援助耶路撒冷马上派埃及的军队前来援助耶路撒冷。

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
发现前有耶路撒冷南国犹大的人、

后有埃及军兵，，

迫于无奈只好暂时撤军，

不再围攻耶路撒冷、调军回击埃及。不再围攻耶路撒冷、调军 击埃及。

这是耶卅七重要的背景。

新巴比伦帝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族群 —迦勒底人，

圣经中常 迦勒底人 巴比伦人 作互通 同义词圣经中常以迦勒底人、巴比伦人，作互通、同义词。

巴比伦的迦勒底军队一离开，西底家及那些政治人物

就乐翻了，完全把遵守耶和华上帝的诫命抛诸脑后，

又想要有奴隶来服侍，就把先前告诉上帝不再奴役

的那群可怜的奴仆们，全数召回、继续的来奴役，

这件事曾经引起耶利米的大怒。

卅四 指责、警告他们说 —
你们所做所为 不公不义的行为 上帝都看到了你们所做所为、不公不义的行为，上帝都看到了，

上帝会惩罚你们，你们不要得意忘形

以为巴比伦的军队已经完全撤离以为巴比伦的军队已经完全撤离，

小心他们待会儿就回来；

你们所倚靠的埃及只是无用的你们所倚靠的埃及只是无用的，

你很快就会发现事实的真相

先前巴比伦已经围困耶路撒冷四、五个月，

住在外地的人都被困在耶路撒冷城住在外地的人都被困在耶路撒冷城，

很多的百姓趁着危机暂时解除、准备回到家乡，

其中包括要回到亚拿突城其中包括要回到亚拿突城
继承祖产的耶利米 — 卅七12。

耶利米准备穿越便雅悯门、又称北门，

被守门官伊利雅拦住了，

伊利雅知道耶利米一直提到「要投降巴比伦，

愈早投降、愈能够保住全城的人的性命。」早 降 够 城 命 」

南国犹大很多人讨厌、

不能接受耶利米这样的教导。不能接受耶利米这样的教导。

伊利雅误会耶利米是要去投降巴比伦，

他就一把抓住耶利米他就一把抓住耶利米…
耶利米就被逮捕了！



耶利米还来不及回到故乡，再次被抓回耶路撒冷、囚禁起来。

在 内 忐 的西底家王出就在那时，内心忐忑不安的西底家王出现了，

他还是觉得很害怕…

卅七17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
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甚么话临到没有？」

耶利米说：「有！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

西底家王是私底下找耶利米西底家王是私底下找耶利米，

 可见个性非常的懦弱、胆怯，不敢表明立场，

只能任凭亲埃及派 讨厌耶利米的人只能任凭亲埃及派、讨厌耶利米的人，

来摆布他的政治立场

还是做 件非常好的事西底家王还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 —
应耶利米的要求，

把耶利米移监到王宫旁边的卫兵院

卅二耶利米囚禁在卫兵院期间，叔叔沙龙的儿子

曾去找他 请求耶利米买 他们的 产曾去找他，请求耶利米买下他们的田产，

耶利米掏出银子、订下契约、

买 那块 产 以此证明买下那块田产，以此证明 —
 虽然会经历亡国之痛，但有一天，上帝会把我们

带回这块地、这块地会再次蒙受祝福
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上帝的应许

耶利米已经宣告了这带着盼望的应许，

但亲埃及的政党一点都不领情但亲埃及的政党一点都不领情，

一听到西底家王把耶利米给移监 ，

马上就去告诉西底家王说马上就去告诉西底家王说 —
把耶利米处死吧！

因为耶利米讲的话 让我们的心胆怯因为耶利米讲的话，让我们的心胆怯。

卅八2-4这一群人告诉西底家王说：

耶利米告诉我们 「住在耶路撒冷城里的耶利米告诉我们：「住在耶路撒冷城里的，

接下来会被刀杀、遭遇饥荒跟瘟疫；

出去归降 勒底 存活出去归降巴比伦迦勒底人的、必定存活。

如果愿意降服，就可以保住我们的生命，

命这一座城已经命定交给巴比伦王的军队。」

你 定要禁止耶利米的口你一定要禁止耶利米的口，

他再这样乱讲话下去，

城里所有人的心就消化了 手会发软城里所有人的心就消化了 — 手会发软，

没有办法争战、没有办法对抗敌人

耶利米这个人耶利米这个人，

不是为百姓以及耶路撒冷求平安，

而是叫我们受灾祸！

西底家听到亲埃及死硬派的一番话，

心里又开始害怕 胆怯 动摇 告诉这群人说心里又开始害怕、胆怯、动摇，告诉这群人说：

「耶利米在你们的手中，就随你们摆布吧！」

是那群人就把耶利米逮住于是那群人就把耶利米逮住，

把他悬挂在一个有淤泥的坑中，

让他饱受在地下湿气的侵蚀、

不给他吃喝，决定把他活活的折磨死。

西底家王旁边有一个非犹太人 —
皮肤黑的、来自古实的太监以伯米勒，

 知道耶利米是一个非常好的先知、上帝的仆人

 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的同胞这样的苦待耶利米晓得为什 样 苦待耶 米

为耶利米向西底家求情，西底家王又开始摇摆 —
「以伯米勒赶快带三十个人，趁着耶利米「以伯米勒赶快带 十个 ，趁着耶利米

还没有死之前，把他从污泥坑当中拖出来。」



发生这一连串的事件后不久，真的如同耶利米所说的 —
巴比伦迦勒底军队再次卷土重来巴比伦迦勒底军队再次卷土重来，

原来要救耶路撒冷的埃及军队拔腿就跑，

巴比伦很快 围攻耶路撒冷巴比伦很快又围攻耶路撒冷。

当时的西底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赶快又派人把耶利米找来，想听到上帝的话。

耶利米虽然被人从淤泥坑拉出来、身体严重营养不良，

受到许多人的恐吓、威胁，朝不保夕，

当时的年龄，也到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当时的年龄， 到六十多岁的 头子。

 其实他的嘴巴如果甜一点，

日子会好过、也能够解除他的困境子会好过、 能够解除他的困境

可是当西底家再次去询问耶利米时，

耶利米的口风没有松软过，耶利米的口风没有松软过，

立场跟先前的教导一直都是一致的

卅八17-18耶利米对西底家说：
「耶和华万军之神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
这城也不致被火焚烧 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这城也不致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

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
这城必交在迦勒底人手中。这城必交在迦勒底人手中。

他们必用火焚烧，
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

24西底家对耶利米说：
「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

西底家其实相信耶利米讲的话是真的 —
晓得耶利米是真先知，可是不敢面对耶利米的话晓得耶利米是真先知，可是不敢面对耶利米的话

耶利米的话是真理，西底家充满恐惧、使他回避真理，

不敢让自己诚诚实实地接受上帝话语的挑战不敢让自己诚诚实实地接受上帝话语的挑战

西底家实在错过太多次的机会了！

可别以为耶利米受困在耶路撒冷，是一件倒楣透顶的事，

他晓得上帝给他 个特殊的使命他晓得上帝给他一个特殊的使命 —
以一个上帝使者的身分陪伴百姓受苦

在百姓中 有像 底家 这样的人在百姓中，有像西底家王这样的人，

十分软弱、信心摇摆，上帝就是让耶利米

陪伴这类的人，走完亡国前夕最后的路程

耶利米从耶路撒冷有粮食、最后连一块饼都没得吃，

看到他为他的使命受苦、

为着诚实面对上帝所交付给他的真理受苦。

过程中两度成为西底家的心灵捕手，

 在西底家心乱如麻的时候， 在西底家心乱如麻的时候，

给他最中肯的教导跟建议

可惜的是西底家一次又一次地可惜的是西底家 次又 次地

错过耶利米开给他治愈灵魂的药单

西底家出于惧怕、对上帝的话没有信心，西底家出于惧怕、对上帝的话没有信心，

 想保住自己，结果失去整个国家，

让整个国家因他的决策而受苦让整个国家因他的决策而受苦

 586BC 亡国，竟然就两千多年，

直到1948以色列奇迹似地复国直到1948以色列奇迹似地复国

在这两千多年的岁月中，

曾 在 前虽然曾经在公元前二世纪

短暂建立哈斯摩尼王朝、

夺回政治的主权，

但不久又陷落在罗马帝国的统辖当中。



从西底家的身上，看到人面对真理是需要勇气…
耶利米的话代表上帝要让他所传讲的真理耶利米的话代表上帝要让他所传讲的真理，

真理常挑战人的内心深处，迫使生命当中邪情私欲

暴露在 帝 光 中 种感觉并 舒暴露在上帝话语的光当中，这种感觉并不舒服

西底家一次又一次接受上帝话语的光照，

言 窝但宁愿选择活在谎言的安乐窝里—
原想保住王位、掌握身旁大臣的支持

 反而断送江山，百姓、国家一同陪葬

耶利米是上帝派来的大使，却无法尝到被礼遇、重视的待遇，是 派来的 ，却无 被 的待 ，

 经常跟罪人受苦、跟悖逆的人捱饿受难

 不断说真话的过程中，被不断说假话的人陷害不断说真话的过程中，被不断说假话的人陷害

可是始终在生命最危机的时刻坚持立场

某方面 把西底家跟耶利米来作对比某方面，把西底家跟耶利米来作对比，

他们的态度、信念，真是天壤之别。

在过去几次耶利米的课程当中，

老师很喜欢拿耶利米跟上个世纪被称作老师很喜欢拿耶利米跟上个世纪被称作

「德国社会良知」的潘霍华牧师作比较—
境相 都 在兵荒 处境相似，都活在兵荒马乱、

国家社会陷入败坏的光景当中，

清 孤单因着保持清醒的心，反而招来更大的孤单
信仰不断地支持他们在那个世代扮演良心的角色，

不断地向同胞传讲悔改的信息，直到殉道的一刻

潘霍华曾经说潘霍华曾经说：

「当上帝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呼 他是呼召他来死！」

从耶利米身上看到这一点—
舍己那就是舍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