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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廿九章 10 - 11

10 耶和華如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

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們仍回此地。」

11 耶和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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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鐵齒傳道‧亡國前後 ‧列邦列國的審判 ‧上帝的痛苦 ‧鐵齒的下場

安這段七十年歸回的應許 ─ 賜平安、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是信徒非常喜歡的經文。上下文蠻特別的…

廿九4-7 以色列的神對一切被擄去的如此說：

「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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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娶妻生兒女，...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

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

海外華人用這段經文，要為我們所在的城市、國家來禱告，

這是對的，但不全對；原文的意思是說 ─這是對的 但不全對 原文的意思是說

被擄巴比倫的乖乖的留七十年，

在那邊蓋房子 、為那個城市求平安，在那邊蓋房子…、為那個城市求平安，

不要聽假先知告訴你們 ─ 明年一定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鐵齒傳道‧亡國前後 ‧列邦列國的審判 ‧上帝的痛苦 ‧鐵齒的下場

假先知興風作浪

廿九8-9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假先知興風作浪…

「不要被你們中間的先知和占卜的誘惑，

也不要聽信自己所做的夢；

因為他們託我的名對你們說假預言…」

不不 通通亡國、被擄 在外面要七十年不不，通通亡國、被擄，在外面要七十年…
廿九10 七十年之後才有賜平安。

耶利米是鐵齒傳道：耶利米是鐵齒傳道：

 二24 ─ 以色列如慾心發動的野驢；十三13 ─ 爛麻布麻布

 五22 23 比「波浪不能翻騰、逾越海的界限」還膽子大膽子大 五22-23 ─比 波浪不能翻騰、逾越海的界限」還膽子大膽子大

剛硬 ─ 像非洲人不能改變膚色、豹不能改變斑點斑點

以色列是壞的無花果以色列是壞的無花果

他的話針針見血，罵得他們很討厭、很反彈。



‧鐵齒傳道‧亡國前後 ‧列邦列國的審判 ‧上帝的痛苦 ‧鐵齒的下場

第七章 ─ 就在他們聖殿敬拜的地方，

說，你們拜的是假的，你們應當悔改

九2-3 ─惟願我在曠野有行路人住宿之處，

使我可以離開我的民出去；

因他們都是行姦淫的… 
上帝，他們的丈夫，把他們從埃及救出來，，

這種話猶太人很討厭

進迦南地之後就背約，與當地的神行淫亂

這種話猶太人很討厭，

全國上下通通討厭他、要抵擋他…
約雅敬把他所寫的聖書燒了約雅敬把他所寫的聖書燒了

約雅斤、西底家，通通要害他

祭 先 君 都不喜歡他假祭司、假先知、君王，都不喜歡他

‧鐵齒傳道‧亡國前後 ‧列邦列國的審判 ‧上帝的痛苦 ‧鐵齒的下場

盼望耶利米告訴同胞，唯一的盼望，兩件 ─
七十年歸回；

新約彌賽亞耶穌，馬太福音所說的那位。

上帝透過摩西把以色列人帶出埃及，立了舊約寫在石版上，上帝透過摩西把以色列人帶出埃及 立了舊約寫在石版上

以色列人進迦南地就背約，以致擄到巴比倫去；

現在透過耶穌「下到埃及」、立了新約、釘十字架，現在透過耶穌 下到埃及」 了新約 釘十字架

讓被擄的可以歸回 ─ 這是安慰之書的核心。

同胞不聽他的…同胞不聽他的

面對這樣的同胞講道，你的性格要先被改變、要先經歷神，

要抓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應許、要持守上帝的異象，要抓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應許、要持守上帝的異象，

可能要為了上帝緣故吃一些苦，耶利米吃什麼苦，

十六1 9 ─ 不可結婚，在這地方不可娶妻、生兒養女十六1-9 ─ 不可結婚，在這地方不可娶妻、生兒養女

廿七2 ─ 用繩索綁在頸項，預告耶路撒冷城擄到巴比倫去

‧鐵齒傳道‧亡國前後‧列邦列國的審判 ‧上帝的痛苦 ‧鐵齒的下場

卅七章 ─ 尼布甲尼撒王一批、兩批、三批來包圍，

家鄉的最後一個王叫西底家；

後來南邊法老王，準備跟尼布甲尼撒王對敵，

暫時尼布甲尼撒王把軍隊派到南邊去。

上帝透過耶利米說 ─ 他們一定會再上來的，

只有一個方式可以活下去，就是投降。

這句話讓下面的人抓到把柄，卅七13 ─
他們抓住先知耶利米說：你是投降迦勒底人嗎？

卅八5 西底家把他放到地洞裡面，

耶利米說：我不是投降、我不是「猶奸」。

卅八5 西底家把他放到地洞裡面，

那個牢獄裡面沒有水、只有淤泥，

耶利米陷在淤泥當中，耶利米陷在淤泥當中，

差一點餓死、渴死，非常可憐的。

‧鐵齒傳道‧亡國前後‧列邦列國的審判 ‧上帝的痛苦 ‧鐵齒的下場

救他的是古實人、外邦人，叫以伯米勒，

同胞沒有人救我、沒有人愛我、沒有人聽我，

非常孤獨，愛之深被恨之切！

亡國之後，尼布甲尼撒王設立省長叫基大利亡國之後 尼布甲尼撒王設立省長叫基大利

保猶黨的以實瑪利，殺了基大利，要逃往亞捫

約哈難把以實瑪利預備擄到亞捫的人救出來，約哈難把以實瑪利預備擄到亞捫的人救出來

約哈難就問先知耶利米 ─
我應當往埃及去、還是要往巴比倫投降？

 廿六到卅五章 被擄到巴比倫的 七十年可以歸回

我應當往埃及去 還是要往巴比倫投降？

耶利米說 ─ 你只有一條道路，投降巴比倫、不要到埃及

 廿六到卅五章 ─ 被擄到巴比倫的，七十年可以歸回

 卅六到四五章 ─ 逃到埃及去的，沒有歸回的盼望

約哈難沒有聽先知耶利米的話 逃到埃及去約哈難沒有聽先知耶利米的話，逃到埃及去，

即使亡國之後仍然不聽他的道。



‧鐵齒傳道 ‧亡國前後‧列邦列國的審判‧上帝的痛苦 ‧鐵齒的下場

第一個審判 ─ 就是預言埃及一定受審判，

果然，尼布甲尼撒王把埃及擄走了。

埃投降埃及的不保、

投降巴比倫的可以安全，

並不意味耶利米是親巴比倫的…
四六、四七章 ─ 預言巴比倫王要受審判

五十、五一章 ─ 埃及、非利士、摩押、

亞捫、以東、大馬色、亞拉伯、

以攔、巴比倫要受審判

任何邦國都受審判 ─ 任何邦國都受審判

耶利米是寬廣的國度觀，
他愛上帝的國度，超過愛人間的國度他愛上帝的國度 超過愛人間的國度

正如 第一章 ─ 他是列國列邦的先知

‧鐵齒傳道 ‧亡國前後 ‧列邦列國的審判‧上帝的痛苦‧鐵齒的下場

上帝的妻子不忠貞，跟巴力淫亂、墮落…
耶利米不能結婚，經驗到上帝的愛

以西結，上帝要他在太太死的那一天不能哭，

等到耶路撒冷第三批亡國之後的人，

逃到巴比倫去的時候，那一天才開始哭 ─ 
體會上帝的妻子背叛、死了的痛苦

何西阿的太太歌篾跟其他男人行淫，

生出老二、老三，都不是他跟歌篾愛的結晶

這些掙扎幫助你瞭解 ─ 
最痛苦的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先知，是上帝上帝！！最痛苦的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先知，是上帝上帝！！

這些熬練，好讓你體會上帝的心腸 ─
上帝是愛祂的百姓的上帝是愛祂的百姓的

成為鐵齒傳道的人，因為瞭解上帝的愛

‧鐵齒傳道 ‧亡國前後 ‧列邦列國的審判 ‧上帝的痛苦‧鐵齒的下場

五二章 ─ 西底家死兩次，記載他不聽上帝的道，

上帝讓他死、眼睛被挖，兩次痛苦。

五二31-34 猶大王約雅斤被擄後三十七年，

亡城、聖殿被毀、聖民被擄，祭司、官吏都被殺，被殺，痛苦痛苦！！

大 約雅斤 年

巴比倫王以未米羅達元年，使猶大王約雅斤抬頭，提他出監，

又對他說恩言，使他的位高過與他一同在巴比倫眾王的位，

給他脫了囚服。他終身在巴比倫王面前吃飯。

巴比倫王賜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賜他一分，所需 食

終身是這樣，直到他死的日子。

上帝告訴這些王，要活下去只有投降，沒有人聽祂的，的，上帝告訴這些王，要活下去只有投降，沒有人聽祂的，的，

只有約雅斤聽祂的，投降、保命、還有晚年。

這個經文也是 列王紀下廿五章所記的這個經文也是 列王紀下廿五章所記的，

說明列王紀上下可能是耶利米寫的。

‧鐵齒傳道 ‧亡國前後 ‧列邦列國的審判 ‧上帝的痛苦‧鐵齒的下場

約雅斤只聽耶利米先知的一句話，就活到老、安享晚年。

傳道人的話要句句應驗，別人聽你的話，一句話就夠用。

所有人要害你，最後 ─
約雅斤因為聽你的話得保守

你留下來寫哀歌、安然度日

耶利米啊，你即使鐵齒、多少人想害你，耶利米啊 你即使鐵齒 多少人想害你

你經歷到上帝 ─
果然成為你的堅城、銅牆、鐵壁果然成為你的堅城 銅牆 鐵壁

以馬內利的神成為你的盾牌

你要為主成為鐵齒，經歷到銅牆、鐵壁，

以馬內利的神就會成為你的盾牌。

求主幫助你成為這樣的傳道人。



禱告禱告
主啊，

幫助所有華人傳道人

禱告禱告

幫助所有華人傳道人，

為了愛主的緣故 ─
甚至被同胞多受折磨都心甘情願，

在你面前心甘情願傳主的道。

讓我們每一句話成為百姓蒙恩的一個確據；

也更讓我們經歷到你是以馬內利的神，也更讓我們經歷到你是以馬內利的神，

成為傳道人的盾牌。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