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旅程

耶利米書

第十九課…

四三、四四 巴錄記載耶利米被擄到埃及之後的預言，

應該是耶利米有生之年最後的一段預言。
應該是耶利米有生之年最後的
段預言
按照猶太傳統說法 — 說完這段預言，
耶利米也結束了他人生最後的旅程，
耶利米也結束了他人生最後的旅程
當時有一些猶太難民不滿耶利米的教導，
最後致他於死 耶利米很有可能後來是殉道
最後致他於死，耶利米很有可能後來是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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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南國猶大周圍幾個國家的列國預言，
 應該是巴錄從耶利米一生不同的階段
應該是巴錄從耶利米 生不同的階段
針對列國所發出來的預言、統合性的整理
 交待南國猶大以外周邊幾個國家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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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大段當中，夾了 四十五章，像是一個樞紐 —
提到耶利米對巴錄的勸勉。
提到耶利米對巴錄的勸勉
耶利米書 裡多次看到巴錄，但角色比較不明顯，
四五 提到巴錄的部分也只有短短五節，
是耶利米在約雅敬王第四年的時候，
對巴錄的勸勉…
南國猶大末年約雅敬王焚燒
耶利米託巴錄所記載下來的預言書，
還逼迫巴錄、耶利米，想致他們於死地。
想必當時巴錄一時信心軟弱 —
 發現跟到耶利米成為記錄上帝話語的祕書，
非但沒有得到尊榮、還得到逼迫、患難、生命的危險
 可能對他的道路感到害怕跟無助，
可能對他的道路感到害怕跟無助
希望為自己尋找一條平安穩妥的道路

四五5 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

我必使災禍臨到凡有血氣的
我必使災禍臨到凡有血氣的。
但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為掠物。
這是耶和華說的。
上帝應許有朝一日真正的大災難發生時，
巴錄即使在患難，生命依然會得蒙保守。
這 位跟耶利米 起被約哈難擄到埃及的祕書巴錄
這一位跟耶利米一起被約哈難擄到埃及的祕書巴錄，
僥倖地生存下來、並沒有像耶利米被逼迫而死
 恰好可以把耶利米生平所有的預言書做好好的整理


這一段信息介在耶利米生前最後的預言
以及對列國的預言中間，
我們可確知 — 上帝使用巴錄成為歷史的見證人，
也成為耶利米生平所有預言的見證人。

約哈難這一群叛軍原本跟耶利米說 — 請為我們禱告…
 他們完全知道這些道理，只是沒有辦法做出來
完
道這 道
是 有辦
來
 當聽到上帝旨意跟他們內心想的不一樣時，
開始威脅耶利米，把所有留在猶大地的
男人、女人、孩子、公主，全部都抓到了埃及，
當中包括耶利米、巴錄，人數不得而知
為什麼叛軍會去埃及、而不是別的地方呢？
無非是想重蹈當初西底家親埃及的政策 —
希 透過埃及的保護免於 死
希望透過埃及的保護免於一死。
 結果如意算盤失算了，耶利米得到上帝的指示
告訴他們 — 你們沒有平安
 為了掩飾內心不安的慾望、不敢承認自己貪生怕死，
反而反咬耶利米 巴錄 口
反而反咬耶利米、巴錄一口，
認為他們不僅說謊，而且是巴錄在從中作梗

耶和華的話是什麼呢？三三10-14 安慰之書 —
耶和華如此說：論到這個地方，說是荒廢無人民、無牲畜之地，
耶和華如此說
論到這個地方 說是荒廢無 民 無牲畜之地
但在這個荒涼沒人民、沒牲畜的猶大城邑，
跟耶路撒冷的街上 必再聽見歡喜快樂的聲音
跟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聽見歡喜快樂的聲音，
新郎和新婦的聲音，我們都會再次聽到。
 有一天這個荒瘠之地，會再次充滿熱鬧的聲音
 你還會聽見有人說：「我們要稱謝萬軍之耶和華，
因為祂本為善 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
因為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
我應許 色列家跟猶大家的恩言
我應許以色列家跟猶大家的恩言，一定會成就！」
定會成就！」
耶利米早就把這麼美的應許告訴他們，
甚至還被關在衛兵院的時候 就以實際的行動
甚至還被關在衛兵院的時候，就以實際的行動
去購買房地產，來證實確實有一天，
上帝會把被擄的百姓帶回來耶路撒冷
上帝會把被擄的百姓帶回來耶路撒冷。
可惜的是約哈難這一群惡人還是不聽！

過去四十多年來，耶利米為著忠心傳上帝的話
常常
常常力排眾議、受到很多的苦難，
眾議 受
多 苦難
 許多假先知成群結隊地宣告「有平安、有平安」
 耶利米常常孤單、卻又勇氣十足地說「沒有平安」
「
過去的歷史演進，證實
 耶利米四十多年來的苦口婆心、所講的話都是真的
 常常迎合群眾胃口的那些聲音，
都是虛幻的、撒謊的、表面作秀的
約哈難這批人卻再次對耶利米做出傷害的事 —
不敢面對自己，就乾脆去掐住耶利米，
還誣衊耶利米是受巴錄的指使
還誣衊耶利米是受巴錄的指使。
四三4-7 兩度出現「他們不聽從耶和華的話」—
不是說不聽耶利米的話，
而是說不聽從耶和華的話。

四三7 這群人把耶利米跟巴錄抓到埃及答比匿，

已經有猶太人逃到那個地方、建立了社區。
有
逃
地
建
8-11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
耶和華的
到耶利米

「你在猶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幾塊大石頭，
藏在答比匿法老的宮門那裡。」
對他們說： 我必召我的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
在所藏的石頭上我要安置他的寶座；他必將
光華的寶帳支搭在其上，他要來攻擊埃及地。
定為死亡的，必致死亡；
定為擄掠
定為擄掠的，必被擄掠；
擄
定為刀殺的，必交刀殺。
別以為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
你們悖逆上帝 迫害義人的叛徒
你們悖逆上帝、迫害義人的叛徒，
命運不在你們手中、而是在上帝公義的審判裡。

沒想到耶利米的警告非但沒有引起這群人的謙卑，
反倒說 — 誰希罕上帝呢？乾脆拜埃及人的偶像好了！
誰希
帝
乾 拜埃
像
四四15-19 住在埃及地巴忒羅的婦女、連同她們的丈夫說：

你奉上帝的名跟我們說話，我們絕對不要聽
 一定要做我們現在講的話 —
跟天后燒香、獻上奠祭，
 按著我們與我們列祖、君王、首領，在猶大城邑
著我 與我 列
在猶 城
和耶路撒冷街上素常所行的那些事一樣
 當年南國猶大沒亡國時怎樣拜拜，
當年南國猶大沒 國時怎樣拜拜
我們今天也要繼續拜
那時我們吃飽飯 享福樂 不見災禍
那時我們吃飽飯、享福樂、不見災禍，
自從我們沒有跟天后燒香、澆奠祭，
倒缺乏 還被刀劍 饑荒滅絕
倒缺乏，還被刀劍、饑荒滅絕。
我們遭遇苦難，是因為沒有拜天后的緣故！


談完了耶利米忠心至死的事奉，
也來看看南國猶大周邊幾個國家…
也來看看南國猶大周邊幾個國家

亞蘭
亞捫
巴比倫
南國猶大

非利士
埃及

在埃及地的一切猶大人，
在埃
地的 切猶大
 必因刀劍、饑荒所滅，直到滅盡；
 脫離刀劍、從埃及地歸回猶大地的人，人數很少。
脫離刀劍 從埃及地歸回猶大地的人 人數很少
那進入埃及地要在那裡寄居、就是所剩下的猶大人，
必知道是誰的話立得住，
是我的話呢？還是他們的話呢？
從 四四 之後，再也看不到耶利米講任何預言，
再 看 到耶利米講任何預言
按猶太人傳統的解釋，耶利米後來
是被那一群死不悔改的同胞拿石頭丟死。
但老師相信 — 為自己的同胞付上一生守望的耶利米，
即使是因著自己的同胞逼迫而亡，
在殉道
在殉道被上帝接走之前，內心充滿了榮耀、
帝接走 前 內
滿了榮耀
而不是仇恨，並且為那群逼迫他的人禱告。

為何上帝會提到列國呢？
南國猶大周邊的國家不會因為拜偶像
上帝耶和華就不是他們的神。
從 以賽亞書、以西結書 都看到 —
先知不只對他們自己的國家發預言，
也對外邦發預言，
 神的子民做壞事、上帝會懲罰
 不是上帝的子民做壞事，上帝一樣也會懲罰

摩押
以東

四六 - 五一 談到這幾個列國在政治舞台上最後的終局，

這部份的預言全部用詩歌體來論到他們的結局
 是耶利米在人生不同階段所提到的，巴錄作整理跟統合


四四27-28 耶利米聽完這一番話再次發出嚴厲的警告…

上帝卻應許有一天，祂會以義的代替不義，
 按希伯來文原文的翻譯叫
「耶和華齊根努」— 耶和華上帝是我的義
 這樣一個「因信稱義」的救恩，
有一天同樣也會臨到外邦人身上

—
 1-12 605BC 迦基米施戰爭中埃及的慘敗
 13-26 預言尼布甲尼撒還會再攻打埃及一次

四六 關於埃及的預言

經文背景可能記載
568BC 南國猶大亡國差不多
十八年後發生的重要戰爭
 隨著考古挖出來巴比倫文獻的殘片
得到了證實，就放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


當時埃及東北部的幾個城鎮 —
密奪、挪弗、包括約哈難那群人
藏匿的答比匿在內，
藏匿的答比匿在內
在埃及遭受到巴比倫攻打的
過程中，全部遭到侵犯。
中 全部遭到侵

四七 接著論到非利士，

位置在今日的迦薩走廊
位置在今日的迦薩走廊，
在以色列的西邊、瀕臨地中海，
 自古以來就是很重要航海的民族
 當時在瀕臨地中海的地區
建立五座要城…
預言提到非利士要去幫助推羅、西頓剩下的人，
但是結局不會成功、非利士從此成為歷史名詞。
非利士後來跟南國猶大徹底地被巴比倫所滅
非利士後來跟南國猶大徹底地被巴比倫所滅，
不同的是 —
 猶太民族經歷兩千多年的亡國，
猶太民族經歷兩千多年的亡國
但至今沒有被滅種
 非利士民族卻從此消失在歷史的舞台，
非利士民族卻從此消失在歷史的舞台
直到今天再也找不出非利士民族

這些地方在 四四1 耶利米就已經警告過他們了 —
住這些地方的猶太人，把埃及當安樂窩、躲避上帝的心意，
這
猶太人
埃 當安樂窩 躲
帝
意
你們躲避的這些城市將來都會發生災禍！
這些人不但不聽，而且連同丈夫一起背棄上帝，說：
他們要拜偶像，而且拜得心安理得、沒有懺悔之意。
後來事件發展真如耶利米的預言…
568BC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埃及設立審判的寶座，
甲
埃及
審 的寶
像當時耶利米的動作一樣 —
搬好幾塊
搬好幾塊大石頭、放在法老宮殿的根基上。
頭
在 老宮 的根基
雖然他後來殉道去世，
但過了幾十年之後完全地應驗
但過了幾十年之後完全地應驗，
在那場戰爭當中，尼布甲尼撒逮捕了許多
逃到埃及的猶太人 判處他們死刑
逃到埃及的猶太人，判處他們死刑，
然後刑罰聯合埃及人背叛的猶太人。

四八 – 四九 預言摩押、亞捫、以東、亞蘭

位在南國猶大約但河東邊，都是以色列的世仇，
位在南國猶大約但河東邊
都是以色列的世仇
 在南國猶大約雅敬王的期間，
曾經加入巴比倫的聯軍攻打南國猶大
 又跟南國猶大西底家王一起密謀叛變，
國際政策跟南國一樣，都是見風轉舵
耶利米曾經做過牛軛，送給他們一人一副、一人一套，
鼓勵他們不要輕舉妄動、免得斷絕生路。
這些國家也有百姓被擄到巴比倫，
這些國家也有百姓被擄到巴比倫
但像以東、摩押、亞捫都還在南國猶大
被毀的時候 保持中立
被毀的時候，保持中立，
附庸在巴比倫的雄威下，得到倖存。
但從歷史的發展發現 — 這些國家後來都
慢慢被同化、甚至消失，連民族也都不再存在。

四九 提到以攔，位置相當今天的伊朗，

他說「耶和華要在以攔設立寶座
他說「耶和華要在以攔設立寶座」。
從後來歷史發展知道 —
以攔族併入波斯帝國，
 後來取代巴比倫帝國的中東霸主
 波斯帝國古列王，後來釋放以色列人被擄歸回
耶利米這一段預言確實也應驗。
五十 – 五一 談巴比倫，

有人曾經誤會耶利米的政治立場…
有
曾
會
場
別看巴比倫現在很強盛，
 會有一個比它更強盛的國家興起
會有 個比它更強盛的國家興起
 在人看來不可一世的巴比倫帝國
就會迅速地隕落
就會迅速地隕落，
像是天上的流星，來得快、去得也快

巴比倫帝國尼布甲尼撒二世 562BC 去世之後，一蹶不振，
539BC 但以理先知記載 — 伯沙撒王帶著朝臣
用耶和華聖殿擄來的金銀器皿喝酒宴樂的那一晚，
巴比倫百姓偷偷打開城門
迎接瑪代波斯帝國的軍隊到來，
古列王不費吹灰之力進入首都巴比倫，
滅掉了新巴比倫，
曾經叱吒風雲的大國國祚不到一百年，
就從人類歷史徹底消失，完全應驗 —
五一39 他們火熱的時候，我必為他們設擺酒席，

使他們沉醉，好叫他們快樂，
睡了長覺，永不醒起。
這是耶利米對列國的預言，
從歷史當中發現 — 全部都應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