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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北宋末年的「靖康之恥」，
宋徽宗打如意算盤，
想聯合金朝女真族聯攻遼國契丹族，
結果慘敗、還曝露國政衰弱的事實。
金朝女真族洞悉了這一點，打敗遼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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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靖康之恥」原可以被避免 —
擅於寫書法、創立「瘦金體」的宋徽宗，
 身旁充滿巧言令色的小人、甜言蜜語
 寵幸宦官童貫，任憑有才幹的
文藝家蔡京胡作非為
最後為自己跟國家招來可怕的悲劇。
這段華人界都還算熟悉的中國歷史，
可以直接跟南國猶大末年的一些光景連在一塊。
今天的經文背景，就是描述約雅斤王被擄走後，
今天的經文背景
就是描述約雅斤王被擄走後
耶利米寫信給被擄走的人，
 除了安慰
除了安慰、鼓勵之外
鼓勵之外
 也繼續指責那些都已經被抓走，
還在異鄉 異邦繼續奉耶和華的名
還在異鄉、異邦繼續奉耶和華的名
說假預言的那一群惡人

決定來吃下北宋 — 後來北宋首都汴京城被攻破，
後來北宋首都汴京城被攻破
 宋徽宗跟他的兒子宋欽宗被擄到北方
 許多的宮女、大臣、皇后、工匠、
專業技術的、樂師、音樂師，
上萬以上的人都一次被擄 、被抓
從「靖康之恥」跟今天所上課的內容
從
靖康之恥」跟今天所上課的內容
來作一個聯想…

先來看 耶利米書廿九章…
在耶利米擔任先知的過程 總有假先知的團體
在耶利米擔任先知的過程，總有假先知的團體
陰魂不散、如影隨行的出現在他旁邊 —
每當耶利米宣告耶和華的話、
開始在群眾產生果效時，
 假先知總是趕緊跑到耶利米出現的地方去滅火
 然後讓巧言令色、虛謊、甜言蜜語的話
進到百姓的心中，使他們內心被矇蔽
假先知有的是明目張膽地羞辱耶利米，就像哈拿尼雅；
假先知有的是明目張膽地羞辱耶利米
就像哈拿尼雅；
今天看到的是
 哥賴雅的兒子亞哈
 瑪西雅的兒子西底家
 從被擄之地寄信回耶路撒冷
指控耶利米是假先知的示瑪雅

尼布甲尼撒 605BC 迦基米施戰爭大敗
埃及法老尼哥 當時
埃及法老尼哥，當時列國都屈膝折服
都 膝
 601BC 法老尼哥捲土重來，埃及跟巴比倫
再次大打出手，法老尼哥竟然勝了，
包括約雅敬王在內的列國都開始謀反
南國猶大末代幾個王，
經常都在動如何背叛的計謀。


尼布甲尼撒經過十八個月休養生息，
採取 連串的報復行動 修理那些背叛者
採取一連串的報復行動，修理那些背叛者，
約哈斯
 南國猶大約雅敬就死在報復行動當中
約雅敬
 約雅敬的兒子約雅斤趕快繼位，
約雅敬的兒子約雅斤趕快繼位
約雅斤
命運跟當過三個月國王的叔叔約哈斯一樣，
位置還沒有坐熱、敵人就來了
置還 有 熱
來

耶廿九 是記載耶利米寫信給那一次被擄的一些猶太人，

一般稱作為第二次被擄，
作為第 次被擄
 當時繼任約雅斤當王的叔叔西底家才登基第四年
 被擄的三千多人，寄居在異鄉大約四年了，
期待在暗夜當中看見曙光、何時能回到耶路撒冷？
他們雖然被擄到巴比倫，但還有通信的自由，
耶廿九 看到耶路撒冷跟被擄之地有幾次書信往返
看到耶路撒冷跟被擄之地有幾次書信往返。
耶利米的祕書巴錄就把耶利米跟被擄的人
書信彼此往返的內容編在一起
書信彼此往返的內容編在
起—
 廿九1-23、31-32 耶利米從南國猶大寄給
被擄到巴比倫的以色列人的信件內容
 廿九24-28 耶利米從南國猶大回覆
被擄到巴比倫的
假先知示瑪雅的信件內容

597BC 三月十六日，尼布甲尼撒親自率兵攻打耶路撒冷，

把約雅斤跟太后、三千多名的貴族、朝臣、工匠、
聖殿的金銀器皿都擄到了巴比倫，
包括後來蒙召的先知以西結。
後來從 但五3-4
但五3 4 知道 —
539BC 巴比倫即將亡國的夜晚，伯沙撒王
跟朝臣把當年所擄來的器 拿出來
跟朝臣把當年所擄來的器皿拿出來，
分給大家一起喝酒宴樂，
一邊讚美他們國家用金、銀、銅、
邊讚美他們國家用金 銀 銅
鐵、木、石，所造的偶像。
就在那一天，
波斯帝國古列王一舉攻打下巴比倫，
巴比倫帝國就滅亡了。

假先知永遠都有的市場，即使被擄到異邦還繼續
說假預言 甚至寫下來 寄回耶路撒冷
說假預言，甚至寫下來、寄回耶路撒冷。
廿九15 你們說：「耶和華在巴比倫為我們興起先知。」
廿九21-32 寫假預言寄回耶路撒冷的，

包括亞哈、西底家、示瑪雅，
包括亞哈
西底家 示瑪雅
跟受到上帝懲罰的哈拿尼雅沒有兩樣
 都預言很短時間，被擄的約雅斤…、
都預言很短時間 被擄的約雅斤
聖殿的金銀器皿，都會被送回耶路撒冷，
尼布甲尼撒的勢力會突然失去 崩落 結束
尼布甲尼撒的勢力會突然失去、崩落、結束


—
假先知玩不出什麼把戲來，只會抄襲彼此的謊言。
這幾個被擄到異鄉的假先知 那些預言沒有什麼創意
這幾個被擄到異鄉的假先知，那些預言沒有什麼創意，
只是彼此抄來抄去，卻永遠有市場、因為很好聽。

廿三 上帝曾經透過耶利米的口嘲笑假先知
帝曾 透過耶利米的 嘲笑假先知

這些人之所以猖狂，無非是他們的假預言
永遠受到歡迎 永遠有他們的通路
永遠受到歡迎、永遠有他們的通路。
英國爵士培根說：「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之中，
真理就像黃金一樣的重，總是沉澱在河底、很難被人發現；
那如牛糞般輕浮的謬誤，倒是漂浮在河面上、到處氾濫。」
身為耶和華的真先知耶利米，
中國 史
臣
就像是在中國歷史所看到的一些老臣，
 就是忠言，但所講出來的話卻是逆耳的，
不厭其煩 告訴耳朵悖逆的百 們
不厭其煩、告訴耳朵悖逆的百姓們
真實的勸戒，問題是那些人總是不肯聽
 耶利米還是繼續這樣的做，
耶利米還是繼續這樣的做
所以他當時託西底家派遣到巴比倫的大使帶封信去，
警告 提醒 勸慰那些被擄的人
警告、提醒、勸慰那些被擄的人，
不要再聽信這些假預言了！

耶利米要他們預備心、讓他們知道 —
 你們就好好在那裡生根、栽種果園，
在
栽 果
會看到果實結出、採收享用
 即使被擄到異邦，
 上帝還是與你們同在、祝福你們
 為要讓你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重新思想、反省、學習上帝的話語跟律例
這一段長達七十年的時間，如果活得夠長壽，
將會成為被擄歸回的人之
將會成為被擄歸回的人之一，所以耶利米告訴他們…
所以耶利米告訴他們…
7b 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

為那城禱告耶和華；
因為那城得平安，
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耶利米在寄信給被擄的人，除了
預言假先知將為自己的胡說八道招來審判，
先
為自
道 來審
廿九29:4-6 萬軍之耶和華對一切被擄去的如此說：

要被擄七十年
「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
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
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
生兒養女，在那裡生養眾多，不致減少。」

蓋房子代表安定，栽種果園、生養兒女
不是 天兩天的事 需要長時期的繁衍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需要長時期的繁衍
 耶利米是告訴那一群被擄的百姓們 —
順服上帝的安排 之前死不悔改
順服上帝的安排，之前死不悔改，
現在被擄、起碼生命被保留下來，
 就好好在那個地方安居樂業
 學習為所在的城求平安


巴比倫帝國還算非常善待這群被擄的人，
凡是能夠安定在巴比倫的人，後來有很好的發展。
拉二64-67 第一批歸回的四萬多名會眾，
從巴比倫回到了耶路撒冷，竟然有
7000 僕人、婢女，男女歌唱者 200，
馬 736、騾子 245、駱駝 400、驢子 6000，
可見耶和華祝福滿滿，即使被擄到異邦，
上帝真的按祂所應許的來恩待他們。
這群人當中，有一些當年看過沒有被毀的聖殿，
這群人當中
有 些當年看過沒有被毀的聖殿
想必年紀已經很大了，
當被拆毀的聖殿根基重新被立起來的時候，
當被拆毀的聖殿根基重新被立起來的時候
他們興奮又激動的哭了 —
沒有想到還有回歸的一天！
有想到還有回歸的
！

為了加強這些應許，耶三十到三十一章 看到安慰的信息。
耶三十到卅三 被稱作「安慰之書」…
被稱作「安慰之書
 這幾章的經文為著耶利米先前
一連串談到上帝要審判這些預言，
帶來即時的甘露、恩雨降臨
 談到的對象不單是南國猶大，
也包括已經亡國一百多年的北國以色列

廿九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

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管
都
帶
不 折
待
父母管教孩子都是要帶給孩子益處、不是折磨惡待孩子，
上帝對祂兒女的意念也是如此…
在漫漫的寄居異鄉的日子 在暗夜當中
在漫漫的寄居異鄉的日子、在暗夜當中，
 心裡要有盼望，等待那曙光的來臨
 支持下去的力量，不再是當年
支持下去的力量 不再是當年
在耶路撒冷拜的那些偶像，
而是內心不斷仰望、禱告上帝
而是內心不斷仰望
禱告上帝

卅9 你們卻要事奉耶和華你們的神

和我為你們所要興起的王大衛。

12-14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

將來上帝要透過大衛王的後裔 —
 新約的耶穌基督，作為他們永遠的王
 上帝要透過耶穌基督來與我們立約，
就是 耶利米書 後來提到的新約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我必被你們尋見，我必使你們被擄的歸回 —
從我趕逐你們去的
各國、各地把你們召聚回來。

卅一3 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

我 永遠的愛愛你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此我 慈愛吸引你
上帝的約是永遠慈愛的約，不會將祂的子民撇下不顧。
31 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整卷舊約當中唯一提到這個名詞
 初代教父俄立根把聖經最後的二十七卷
命名為新約，就是從 耶利米書 得到靈感


來八8-12 引述 耶卅一31-34 —

新約是更美的約，約的中保就是耶穌基督。
這約當中 人因著肉體的有限 沒有辦法滿足
這約當中，人因著肉體的有限，沒有辦法滿足
上帝絕對公平公義要求的部分，
耶穌基督都會為我們滿足
耶穌基督都會為我們滿足，
主就是「耶和華齊根努」，會讓上帝成為我們永遠的義。

律法之約是刻在石版上，新約所立的約是刻在心版上
 放著法版代表上帝同在的約櫃，新約就以耶穌基督來取代，
著
表上帝同在
櫃 新約
基督來
主使用我們成為祂的殿，祂就是我們生命當中的約櫃 —
 祂的名是以馬內利，上帝與我們同在
 基督徒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跟上帝禱告，
因為神使用我們的身體作祂的殿


新約的產生不是因為舊約出了錯誤 ，
 是因為百姓無能為力去做，
帝才透過那永遠的義
上帝才透過那永遠的義，
也就是耶穌基督，來為我們一次獻上，
成全上帝公平 公義 聖潔的律法要求
成全上帝公平、公義、聖潔的律法要求
 以色列遭上帝的懲罰，關鍵是他們背約，
耶和華上帝為了解決人類背約的問題
耶和華上帝為了解決人類背約的問題，
才透過基督與我們另立新約

— 上帝要在信祂的子民當中做新事
 耶利米 — 上帝要與我們立新約
帝
我 立新約
 以西結 — 上帝要賜給我們新的心，取代剛硬的石心
大先知書讓我們知道，上帝在每個信祂的子民身上，
早就有一幅非常美麗的救恩計畫跟藍圖。
 以賽亞

卅一18-19 我聽見以法蓮為自己悲歎說：

你責罰我，我便受責罰，像不慣負軛的牛犢一樣。
求你使我回轉，我便回轉，因為你是耶和華我的神。
我回轉以後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後就拍腿歎息；
我 擔當 年 凌辱就
我因擔當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
蒙羞
22 背道的民，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
就是女子護衛男子。
就是女子護衛男子
遵行新約的人會像 一個愛慕丈夫的女人
個愛慕丈夫的女人
擁抱她的丈夫 — 就是我們的主、上帝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