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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安慰困境中的安慰 耶利米書卅二 –卅三章

從中國歷史知道，每逢國家社會處在動盪當中，

亂臣賊子總是很容易當道、四處橫行，亂臣賊子總是很容易當道、四處橫行，

昏庸無能的皇帝任憑這些亂臣賊子來擺佈。

現代中國作家聶作平《中國亂世排行榜》提到現代中國作家聶作平《中國亂世排行榜》提到—
亂世有如一場被禁止的遊戲，昂貴的出場費

讓所有觀看表演的人，都看得心有餘悸，讓所有觀看表演的人，都看得心有餘悸，

後人讀史，大不了發出「嗚乎哀哉」的感嘆

但試想如果不幸也生在亂世但試想如果不幸也生在亂世，

那種可怕的人間煉獄，我們又豈能消受得了呢？

今天要看的耶利米書就是進入到亂世的情境當中，

當時距離南國猶大亡國，當時 離南國猶大 國

幾乎已經到了倒數計時的階段了…

就在敵人架起攻城的巨錘、不斷奪命催魂的狀況下，

上帝卻透過耶利米 給面對亡國的耶路撒冷最美的應許上帝卻透過耶利米，給面對亡國的耶路撒冷最美的應許 —
帶給這一群非常恐懼、不安、沒有盼望的百姓們，

在困境當中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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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逢亂世，對信上帝的人最大的區別是—
信神的人可以在暗夜當中看見曙光信神的人可以在暗夜當中看見曙光

還不認識上帝的人，很可能在亂世中

活在極大的驚恐、絕望裡頭，活在極大的驚恐 絕望裡頭

只能任憑環境去擺佈他們

上帝的救恩，不單只是賜給猶太人，上帝的救恩，不單只是賜給猶太人，

也賜給所有願意信靠祂的人。

耶卅二背景在西底家王在位第十年、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當王第十八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當王第十八年，

耶利米被關在皇宮旁邊衛兵院的院子裡

過去十八年，南國猶大活得苟延殘喘，

國家政策始終擺盪在

繼續降服巴比倫、還是要親埃及？

沒有一次是靠攏上帝的

尼布甲尼撒前後兩次洗劫耶路撒冷…
最後留在南國政府朝廷的，都是諂媚之輩，最後留在南國政府朝廷的 都是諂媚之輩

就圍在西底家王的旁邊，

經常把他的國家政策帶往親埃及路上經常把他的國家 策帶往親埃及路上

所給西底家王的信息，

也經常跟耶利米所傳講也經常跟耶利米所傳講

來自耶和華上帝的話相違背



西底家王第九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再次帶兵圍城，

城陷落的時間 是在西底家王第十 年城陷落的時間，是在西底家王第十一年—
耶路撒冷被摧毀。

今天所閱讀的經文正是發生在即將被滅亡

先前一段非常岌岌可危的圍城階段。

看今天經文 不妨跟 卅七 卅八 互相作對照看今天經文，不妨跟 卅七、卅八 互相作對照，

因為 卅二、卅三、卅七、卅八 都是發生在

巴比倫圍攻耶路撒冷那三年的圍城階段巴比倫圍攻耶路撒冷那三年的圍城階段，

589 – 586BC左右…

耶利米這時候無故被抓，

就放在衛兵院裡，一直到國家滅亡為止。

卅七記載耶利米被囚衛兵院的過程…
耶利米想趁 588BC 巴比倫為應付埃及、暫時離開耶路撒冷時，

走回距離耶路撒冷城五公里的故鄉亞拿突，

為要去繼承一塊地。

他準備從北門走出耶路撒冷時，被守衛長伊利雅

以投降敵營之名把他抓起來送入監獄，

捏造一個罪名說耶利米去賣國求榮，

是一個大帽子扣在耶利米的身上

後來西底家把耶利米改囚到衛兵院

當時西底家身旁的人都是親埃及派的，

認為耶利米鼓勵他們認為耶利米鼓勵他們

要投降巴比倫的言論形同叛國

西底家迫於無奈，西底家迫於無奈，

只能夠繼續拘禁耶利米在衛兵院

卅二1-5 西底家很不滿意耶利米講的預言，說︰

為 麼 言 「 城 交在你為什麼預言說「看哪，耶路撒冷城必交在

巴比倫王手中，他一定會攻取這座城，

西底家無法逃脫迦勒底人的手 必交在巴比倫王的手中西底家無法逃脫迦勒底人的手、必交在巴比倫王的手中，

他們必面對面彼此說話、眼對眼互相對看。」

和合本的翻譯彷彿兩者是對等

原文的意思卻是說—原文的意思卻是說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要高高在上地質問你

西底家要像階下囚一樣，西底家要像階下囚 樣

唯唯諾諾地來回答尼布甲尼撒審訊

顯出一個強烈不對等的關係顯出 個強烈不對等的關係

耶利米當時看著西底家講了這一段預言，耶利米當時看著西底家講了這 段預言

告訴他說— 再不順服上帝，接下來的光景就是如此！

表面看來西底家對耶利米的預言不以為然，

但從後來的事件發展知道但從後來的事件發展知道—

西底家內心知道耶利米是真的先知，

可是他實在是不敢相信

這樣的噩運跟審判會臨到他的身上，

所以始終沒有預備好自己去聽誠實話

西底家是一個心懷二意、內心沒有定見的人，西底家是 個心懷二意 內心沒有定見的人

一下子想去聽耶利米奉耶和華的名

說可以幫助他的信息說可以幫助他的信息

一下子耳朵又被親埃及派的人拉去，

去聽信他們講出一些違背上帝旨意的話去聽信他們講出一些違背上帝旨意的話

西底家反覆幾次找耶利米，西底家反覆幾次找耶利米

但始終沒有一次是真正認罪悔改、接受他的勸導。



在這樣混亂中，耶利米做了一件

比任何人都有信心 盼望的動作比任何人都有信心、盼望的動作—
進行了一場房地產的交易…

卅二6-15 上帝告訴耶利米︰

你叔叔沙龍的兒子哈拿篾會來衛兵院找你，

要求你買下在亞拿突的產業，

你就買下這塊田產。

哈拿篾可能因為當時動盪，覺得守一塊田地有什麼用呢？

利廿五23-25 以色列人有責任要保全祖先所留下來的財產，利廿五23 25 以色列人有責任要保全祖先所留下來的財產

如果不得不暫時賣掉田產，

也必須要找最近的親屬來交易，也必須要找最近的親屬來交易

有一天要買回的時候、比較方便一點。

耶利米是哈拿篾非常至近的親屬，耶利米是哈拿篾非常至近的親屬，

哈拿篾就找上了耶利米。

耶利米當時被囚禁在衛兵院，去買房地產有什麼用呢？

更不可思議的 帝鼓勵 米去買 這塊房地產更不可思議的— 上帝鼓勵耶利米去買下這塊房地產。

當時耶路撒冷遭到圍城剛剛暫時解除，

不代表尼布甲尼撒不會再來圍打

如果城被攻破、耶利米也死亡，

耶利米守單身、沒有孩子來繼承，

他花這筆錢到底有什麼用處呢？

耶和華上帝卻叫耶利米照著辦…

的動作 耶利這是一個信心的動作，耶利米真的照辦，

當時沒有錢幣，是用銀子的重量來作為交易，

用「舍客勒」的單位來計算，

一舍客勒相當於 11.424 公克

耶利米相當秤了 190多克的銀子給哈拿篾

耶利米特別請了見證人，就是他的祕書巴錄，

還有衛兵院的衛兵們圍觀 來為這 場事件作見證人還有衛兵院的衛兵們圍觀，來為這一場事件作見證人。

耶利米用他的行動實踐上帝的應許 —
有一天這塊地成為荒場

但有一天，上帝會讓被擄的百姓再次歸回，

這塊地會再次成為上帝祝福、使用的地方

當時耶利米保存了契約書、放在瓦罐裡，當時耶利米保存了契約書 放在瓦罐裡

用這個動作告訴周圍的一些人—
有一天這塊地方會再有人買賣房屋、田產。有 天這塊地方會再有人買賣房屋、田產。

在人看來耶利米的動作是損失、是愚拙的

在信上帝的人看來，顯出上帝應許的堅定、作為的大能在信上帝的人看來，顯出上帝應許的堅定、作為的大能

卅二17 主耶和華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卅 耶和華 曾 能和伸 來 膀臂

創造天地，在你沒有難成的事。

雖然當時外在的環境不好，

耶利米也知道巴比倫還會再回頭攻打他們耶利米也知道巴比倫還會再回頭攻打他們，

但他用行動證明— 耶和華上帝沒有離開我們…

卅二40-41 (新譯本) 我要和他們立永遠的約，

我必不離開他們，必使他們得到福樂；我必 離開 得到 樂

我必把敬畏我的心賜給他們，使他們不會離開我。

我必喜歡他們，使他們得到福樂；

我必全心全意、真誠地把他們栽種在這地上。

卅三耶利米還被囚在衛兵院時 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他卅三耶利米還被囚在衛兵院時，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他，

當時耶路撒冷還是被圍城 —
尼布甲尼撒三兩下就解決埃及的軍隊尼布甲尼撒三兩下就解決埃及的軍隊，

很快又大批地來入侵耶路撒冷，

就圍在耶路撒冷的城牆外就圍在耶路撒冷的城牆外。



以西結書記載當時的背景…

結廿一22 在右手中拿著為耶路撒冷占卜的籤，

使他安設撞城錘，張口叫殺，揚聲吶喊，

築壘造臺，以撞城錘，攻打城門。

修築攻城的坡道，不斷累積泥土修築，修築攻城的坡道，不斷累積泥土修築，

是古代最常用的攻城法。

耶路撒冷城牆附近，有上千耶路撒冷城牆附近，有上千

巴比倫的士兵都在修築坡道。

卅三4 論到這城中的房屋和猶大王的宮室，

就是拆毀為擋敵人高壘和刀劍的。

耶路撒冷城牆內的房屋全部都拆毀拿來當作軍事用途，

蓋醫院、蓋停屍間，不斷築牆厚度、高度，蓋醫院、蓋停屍間，不斷築牆厚度、高度，

根據這些記載，當時的狀況已經非常非常的危急。

在這兩三年當中，耶利米不斷告訴裡面的百姓說—
悔 去 降你們要悔改、要出去投降，

可以保住生命、保住這一座城

不要的話，更可怕的審判就會臨到我們身上

當時身陷險境的耶利米在這種情況下，

卅三3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

再次聽到上帝的指示…

卅三3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

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

這句話不只是對耶利米、也對百姓說的…
他們的內心非常地惶惶不安，

但是耶利米告訴他們—
我們來跟上帝禱告吧！

又大又難的事，上帝都會指示我們當如何做。

雖然死不悔改的耶路撒冷的百姓在頑抗上帝、

頑抗巴比倫侵略的 程中 經歷 更多嚴重的傷亡頑抗巴比倫侵略的過程中，經歷了更多嚴重的傷亡，

但上帝應許有一天，這座傷痕累累的城將會被醫治，

使被擄的人有機會可以歸回

即使耶路撒冷接下來面對的環境是荒涼的，

但日後這個地方會再次充滿歡樂的聲音

就像耶利米以行動來購買房地產，

證明上帝堅定不移的慈愛應許。

所以耶利米提到—所以耶利米提到

有一天人會帶著感恩祭、再次回到耶和華的聖殿。

後來從 尼希米記、以斯拉記看到這樣的盛況後來從 尼希米記、以斯拉記看到這樣的盛況 —
他們會彼此說：我們要來稱謝耶和華，

因為祂是至善的 祂的慈愛永遠長存因為祂是至善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上帝成就祂美善應許的關鍵— 賜下一位合祂心意的牧者

來牧養 屬 成為流 失 羊群來牧養祂的百姓，使屬祂的子民不再成為流離失所的羊群…

卅三15-16 當那日子、那時候，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卅三 當那日子 那時候 我 使大衛公義的苗裔

長起來，祂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

在那日子猶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祂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類似的經文曾經重複出現 耶和華齊根努

廿三5-6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

類似的經文曾經重複出現… 耶和華齊根努

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

祂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

在祂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祂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上帝就是透過在新約的耶穌基督，來成為「我們的義」。



「耶和華我們的義」按希伯來文原文

有關於耶和華的名 耶和華齊根努有關於耶和華的名 — 耶和華齊根努，

稱作耶和華齊根努的公義之君就是主耶穌基督，

將會透過我們跟上帝之間的關係，為我們籌定和平、

成為一座橋樑，成為完全的祭

所立的新約是一個永遠不廢除的約 —
如同白日、黑夜的自然定律，

穩定、非常有秩序、永遠不會改變

這個應許之約已經應驗在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身上，這個應許之約已經應驗在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身上

凡稱「耶穌基督為我們救主」的弟兄姊妹，

已經都在基督裡、在天父上帝面前成為義的人已經都在基督裡 在天父上帝面前成為義的人

在主裡面已經立下這個永不會廢去的約

願我們經常持守這約，持定神透過基督賜給我們的公義，願我們經常持守這約，持定神透過基督賜給我們的公義，

讓我們作一個繼續跟隨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