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米书

最后的旅程
第十九课…

四三、四四 巴录记载耶利米被掳到埃及之后的预言，

应该是耶利米有生之年最后的一段预言。
应该是耶利米有生之年最后的
段预言
按照犹太传统说法 — 说完这段预言，
耶利米也结束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
耶利米也结束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
当时有一些犹太难民不满耶利米的教导，
最后致他于死 耶利米很有可能后来是殉道
最后致他于死，耶利米很有可能后来是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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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国犹大周围几个国家的列国预言，
 应该是巴录从耶利米一生不同的阶段
应该是巴录从耶利米 生不同的阶段
针对列国所发出来的预言、统合性的整理
 交待南国犹大以外周边几个国家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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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大段当中，夹了四十五章，像是一个枢纽 —
提到耶利米对巴录的劝勉。
提到耶利米对巴录的劝勉
耶利米书 里多次看到巴录，但角色比较不明显，
四五 提到巴录的部分也只有短短五节，
提到 录的部分也只有短短 节
是耶利米在约雅敬王第四年的时候，
对巴录的劝勉…
南国犹大末年约雅敬王焚烧
耶利米托巴录所记载下来的预言书，
还逼迫巴录、耶利米，想致他们于死地。
想必当时巴录一时信心软弱 —
 发现跟到耶利米成为记录上帝话语的秘书，
非但没有得到尊荣、还得到逼迫、患难、生命的危险
 可能对他的道路感到害怕跟无助，
希望为自己寻找一条平安稳妥的道路

四五5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

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
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
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上帝应许有朝一日真正的大灾难发生时，
巴录即使在患难，生命依然会得蒙保守。
这一位跟耶利米一起被约哈难掳到埃及的秘书巴录，
侥幸地生存下来、并没有像耶利米被逼迫而死
 恰好可以把耶利米生平所有的预言书做好好的整理


这一段信息介在耶利米生前最后的预言
以及对列国的预言中间，
我们可确知— 上帝使用巴录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也成为耶利米生平所有预言的见证人。

约哈难这一群叛军原本跟耶利米说 — 请为我们祷告…
 他们完全知道这些道理，只是没有办法做出来
他们完全知道这些道理
是没有办法做出来
 当听到上帝旨意跟他们内心想的不一样时，
开始威胁耶利米，把所有留在犹大地的
威
米
有留在
男人、女人、孩子、公主，全部都抓到了埃及，
当中包括耶利米、巴录，人数不得而知
为什么叛军会去埃及、而不是别的地方呢？
无非是想重蹈当初西底家亲埃及的政策 —
希望透过埃及的保护免于一死。
埃及
 结果如意算盘失算了，耶利米得到上帝的指示
告诉他们— 你们没有平安
告诉他们
 为了掩饰内心不安的欲望、不敢承认自己贪生怕死，
反而反咬耶利米、巴录
反而反咬耶利米、巴录一口，
，
认为他们不仅说谎，而且是巴录在从中作梗

耶和华的话是什么呢？三三10-14 安慰之书 —
耶和华如此说：论到这个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
耶和华如此说
论到这个地方 说是荒废无人民 无牲畜之地
但在这个荒凉没人民、没牲畜的犹大城邑，
跟耶路撒冷的街上 必再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
跟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我们都会再次听到。
有
有一天这个荒瘠之地
天这个荒瘠之地，会再次充满热闹的声音
会再次充满热闹的声音
 你还会听见有人说：「我们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
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应许以色列家跟犹大家的恩言， 定会成就 」
我应许以色列家跟犹大家的恩言，一定会成就！」
耶利米早就把这么美的应许告诉他们，
甚至还被关在卫兵院的时候，就以实际的行动
去购买房地产，来证实确实有一天，
上帝会把被掳的百姓带回来耶路撒冷。
上帝会把被掳的百姓带回来耶路撒冷
可惜的是约哈难这一群恶人还是不听！

过去四十多年来，耶利米为着忠心传上帝的话
常常力排众
常常力排众议、受到很多的苦难，
受到很多的苦难
 许多假先知成群结队地宣告「有平安、有平安」
 耶利米常常孤单、却又勇气十足地说「没有平安」
耶利米常常孤单 却 勇气十足地说「没有平安」
过去的历史演进，证实
 耶利米四十多年来的苦口婆心、所讲的话都是真的
 常常迎合群众胃口的那些声音，
都是虚幻的、撒谎的、表面作秀的
约哈难这批人却再次对耶利米做出伤害的事 —
不敢面对自己，就干脆去掐住耶利米，
还诬蔑耶利米是受巴录的指使。
四三4-7 两度出现「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不是说不听耶利米的话，
不是说不听耶利米的话
而是说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四三7 这群人把耶利米跟巴录抓到埃及答比匿，

已经有犹太人逃到那个地方 建立了社区
已经有犹太人逃到那个地方、建立了社区。
8-11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说

「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
藏在答比匿法老的宫门那里。」
对他们说： 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
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
光华的宝帐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
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
定为掳掠的 必被掳掠
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
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
别以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你们悖逆 帝、迫害义人的叛徒，
你们悖逆上帝、迫害义人的叛徒，
命运不在你们手中、而是在上帝公义的审判里。

没想到耶利米的警告非但没有引起这群人的谦卑，
反倒说 — 谁希罕上帝呢？干脆拜埃及人的偶像好了！
谁希罕上帝呢 干脆拜埃及人的偶像好了
四四15-19 住在埃及地巴忒罗的妇女、连同她们的丈夫说：

你奉上帝的名跟我们说话，我们绝对不要听
 一定要做我们现在讲的话 —
跟天后烧香、献上奠祭，
 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城邑
和耶路撒冷街上素常所行的那些事一样
 当年南国犹大没亡国时怎样拜拜，
年南
时怎样拜拜，
我们今天也要继续拜
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不见灾祸，
自从我们没有跟天后烧香、浇奠祭，
倒缺乏，还被刀剑、饥荒灭绝。
我们遭遇苦难，是因为没有拜天后的缘故！


谈完了耶利米忠心至死的事奉，
也来看看南国犹大周边几个国家…
也来看看南国犹大周边几个国家

亚兰
亚扪
巴比伦
南国犹大

非利士
埃及

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
在埃及地的
切犹大人
 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
 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人数很少。
脱离刀剑 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 人数很少
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
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
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
是我的话呢？还是他们的话呢？
从四四之后，再也看不到耶利米讲任何预言，
之后 再也看不到耶利米讲任何预言
按犹太人传统的解释，耶利米后来
是被那一群死不悔改的同胞拿石头丢死。
拿
但老师相信— 为自己的同胞付上一生守望的耶利米，
即使是因着自己的同胞逼迫而亡，
帝
，
荣耀
在殉道被上帝接走之前，内心充满了荣耀、
而不是仇恨，并且为那群逼迫他的人祷告。

为何上帝会提到列国呢？
南国犹大周边的国家不会因为拜偶像
上帝耶和华就不是他们的神。
从 以赛亚书、以西结书 都看到 —
先知不只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发预言，
也对外邦发预言，
 神的子民做坏事、上帝会惩罚
 不是上帝的子民做坏事，上帝一样也会惩罚

摩押
以东

四六- 五一 谈到这几个列国在政治舞台上最后的终局，

这部份的预言全部用诗歌体来论到他们的结局
 是耶利米在人生不同阶段所提到的，巴录作整理跟统合


四四27-28 耶利米听完这一番话再次发出严厉的警告…

上帝却应许有一天，他会以义的代替不义，
上帝却应许有
天 他会以义的代替不义
 按希伯来文原文的翻译叫
「耶和华齐根努」—
华
耶和华上帝是我的义
和华 帝 我
 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救恩，
有一天同样也会临到外邦人身上

—
 1-12 605BC 迦基米施战争中埃及的惨败
 13-26 预言尼布甲尼撒还会再攻打埃及一次

四六关于埃及的预言

经文背景可能记载
568BC 南国犹大亡国差不多
十八年后发生的重要战争
 随着考古挖出来巴比伦文献的残片
得到了证实，就放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当时埃及东北部的几个城镇 —
密夺、挪弗、包括约哈难那群人
藏匿的答比匿在内，
藏匿的答比匿在内
在埃及遭受到巴比伦攻打的
过程中 全部遭到侵犯
过程中，全部遭到侵犯。

四七 接着论到非利士，

位置在今日的迦萨走廊
位置在今日的迦萨走廊，
在以色列的西边、濒临地中海，
 自古以来就是很重要航海的民族
自
来 是 重 航海
 当时在濒临地中海的地区
建立五座要城…
预言提到非利士要去帮助推罗、西顿剩下的人，
但是结局不会成功、非利士从此成为历史名词。
非利士后来跟南国犹大彻底地被巴比伦所灭，
不同的是 —
 犹太民族经历两千多年的亡国，
但至今没有被灭种
 非利士民族却从此消失在历史的舞台，
直到今天再也找不出非利士民族

这些地方在四四1 耶利米就已经警告过他们了 —
住这些地方的犹太人 把埃及当安乐窝 躲避上帝的心意
住这些地方的犹太人，把埃及当安乐窝、躲避上帝的心意，
你们躲避的这些城市将来都会发生灾祸！
这些人不但不听 而 连同丈夫 起背弃上帝 说
这些人不但不听，而且连同丈夫一起背弃上帝，说：
他们要拜偶像，而且拜得心安理得、没有忏悔之意。
后来事件发展真如耶利米的预言…
568BC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埃及设立审判的宝座，
像当时耶利米的动作一样 —
在
搬好几块大石头、放在法老宫殿的根基上。
虽然他后来殉道去世，
但过了几十年之后完全地应验，
在那场战争当中，尼布甲尼撒逮捕了许多
逃到埃及的犹太人，判处他们死刑，
然后刑罚联合埃及人背叛的犹太人。

四八– 四九 预言摩押、亚扪、以东、亚兰

位在南国犹大约但河东边，都是以色列的世仇，
位在南国犹大约但河东边
都是以色列的世仇
 在南国犹大约雅敬王的期间，
曾
曾经加入巴比伦的联军攻打南国犹大
打南
 又跟南国犹大西底家王一起密谋叛变，
国际政策跟南国一样，都是见风转舵
耶利米曾经做过牛轭，送给他们一人一副、一人一套，
鼓励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免得断绝生路。
这些国家也有百姓被掳到巴比伦，
但像以东、摩押、亚扪都还在南国犹大
被毁的时候，保持中立，
附庸在巴比伦的雄威下，得到幸存。
但从历史的发展发现 — 这些国家后来都
慢慢被同化、甚至消失，连民族也都不再存在。

四九提到以拦，位置相当今天的伊朗，

他说「耶和华要在以拦设立宝座」
他说「耶和华要在以拦设立宝座」。
从后来历史发展知道 —
以拦族并入波斯帝国，
以拦族并入波斯帝国
 后来取代巴比伦帝国的中东霸主
 波斯帝国古列王，后来释放以色列人被掳归回
耶利米这一段预言确实也应验。
五十– 五一 谈巴比伦，

有人曾经误会耶利米的政治立场…
别看巴比伦现在很强盛，
 会有一个比它更强盛的国家兴起
有
比
强 的国家兴起
 在人看来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帝国
就会迅速 陨落，
就会迅速地陨落，
像是天上的流星，来得快、去得也快

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二世 562BC 去世之后，一蹶不振，
539BC 但以理先知记载—
但以理先知记载 伯沙撒王带着朝臣
用耶和华圣殿掳来的金银器皿喝酒宴乐的那一晚，
巴比伦百姓偷偷打开城门
偷偷打 城
迎接玛代波斯帝国的军队到来，
古列王不费吹灰之力进入首都巴比伦，
首
灭掉了新巴比伦，
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国国祚不到一百年，
就从人类历史彻底消失，完全应验 —
五一39 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

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
睡了长觉，永不醒起。
这是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
这是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
从历史当中发现 — 全部都应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