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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书廿九章 10 - 11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仍回此地。」
11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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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齿传道 ‧亡国前后‧列邦列国的审判‧上帝的痛苦‧铁齿的下场
这段七十年归回的应许 ─ 赐平安、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信徒非常喜欢的经文。上下文蛮特别的…
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如此说：
「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
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
娶妻生儿女
娶妻生儿女，...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

廿九4-7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

‧铁齿传道 ‧亡国前后‧列邦列国的审判‧上帝的痛苦‧铁齿的下场

假先知兴风作浪…
兴风作浪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
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
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

廿九8-9

不，通通亡国、被掳，在外面要七十年…
通通亡国 被掳 在外面要七十年
廿九10

耶利米是铁齿传道：

七十年之后才有赐平安。

海外华人用这段经文，要为我们所在的城市、国家来祷告，
这是对的，但不全对；原文的意思是说 ─

 二24 以色列如欲心发动的野驴；十三13 ─ 烂麻布

被掳巴比伦的乖乖的留七十年，

 刚硬 ─ 像非洲人不能改变肤色、豹不能改变斑点

 五22-23
五22 23 比「波浪不能翻腾、逾越海的界限」还胆子大
比「波浪不能翻腾 逾越海的界限」还胆子大

在那边盖房子
在那边盖房子…、为那个城市求平安，
为那个城市求平安

 以色列是坏的无花果

不要听假先知告诉你们 ─ 明年一定回耶路撒冷。

他的话针针见血，骂得他们很讨厌、很反弹。

‧铁齿传道 ‧亡国前后‧列邦列国的审判‧上帝的痛苦‧铁齿的下场
就在他们圣殿敬拜的地方，
说，你们拜的是假的，你们应当悔改
九2-3 惟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
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
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
上帝，他们的丈夫，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
，
进迦南地之后就背约，与当地的神行淫乱
第七章

这种话犹太人很讨厌，
这种话犹太人很讨厌
全国上下通通讨厌他、要抵挡他…
 约雅敬把他所写的圣书烧了
 约雅斤、西底家，通通要害他
 假祭司、假先知、君王，都不喜欢他
假祭司 假先知 君王 都 喜欢他

‧铁齿传道 ‧亡国前后 ‧列邦列国的审判‧上帝的痛苦‧铁齿的下场

尼布甲尼撒王一批、两批、三批来包围，
尼布甲尼撒
批 两批
批来包围
家乡的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
后来南边法老王 准备跟尼布甲尼撒王对敌
后来南边法老王，准备跟尼布甲尼撒王对敌，
暂时尼布甲尼撒王把军队派到南边去。
上帝透过耶利米说 ─ 他们一定会再上来的，
他们 定会再上来的
卅七章 ─

只有一个方式可以活下去，就是投降。
这句话让下面的人抓到把柄，卅七13 ─
他们抓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迦勒底人吗？
耶利米说：我不是投降、我不是「犹奸」。
西底家把他放到地洞里面，
那个牢狱里面没有水、只有淤泥，
耶利米陷在淤泥当中，
差一点饿死、渴死，非常可怜的。

卅八5

‧铁齿传道 ‧亡国前后‧列邦列国的审判‧上帝的痛苦‧铁齿的下场
耶利米告诉同胞，唯一的盼望，两件 ─
七十年归回；
新约弥赛亚耶稣，马太福音 所说的那位。
上帝透过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立了旧约写在石版上，
帝透过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立了旧约写在石版上，
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就背约，以致掳到巴比伦去；
现在透过耶稣「下到埃及」、立了新约、钉十字架，
让被掳的可以归回 ─这是安慰之书的核心。
同胞不听他的…
面对这样的同胞讲道，你的性格要先被改变、要先经历神，
要抓到上帝在你身上的应许 要持守上帝的异象
要抓到上帝在你身上的应许、要持守上帝的异象，
可能要为了上帝缘故吃一些苦，耶利米吃什么苦，
十六1 9 不可结婚，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
十六1-9
不可结婚 在这地方不可娶妻 生儿养女
廿七2 用绳索绑在颈项，预告耶路撒冷城掳到巴比伦去

‧铁齿传道 ‧亡国前后 ‧列邦列国的审判‧上帝的痛苦‧铁齿的下场

救他的是古实人、外邦人，叫以伯米勒，
同胞没有人救我、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听我，
非常孤独，爱之深被恨之切！
 亡国之后，尼布甲尼撒王设立省长叫基大利
亡国之后，尼布甲尼撒 设立省长叫 大利
 保犹党的以实玛利，杀了基大利，要逃往亚扪
 约哈难把以实玛利预备掳到亚扪的人救出来，

约哈难就问先知耶利米 ─
我应当往埃及去、还是要往巴比伦投降？
耶利米说 ─ 你只有一条道路，投降巴比伦、不要到埃及
 廿六到卅五章 ─ 被掳到巴比伦的，七十年可以归回
被掳到巴比伦的 七十年可以归回
 卅六到四五章 ─ 逃到埃及去的，没有归回的盼望

约哈难没有听先知耶利米的话，逃到埃及去，
约哈难没有听先知耶利米的话
逃到埃及去
即使亡国之后仍然不听他的道。

‧铁齿传道 ‧亡国前后‧列邦列国的审判 ‧上帝的痛苦‧铁齿的下场

─ 就是预言埃及一定受审判，
就是预言埃及 定受审判
果然，尼布甲尼撒王把埃及掳走了。
投降埃及的不保、
投降埃及的不保
投降巴比伦的可以安全，
并 意味耶利米是亲 比伦的
并不意味耶利米是亲巴比伦的…
四六、四七章 ─ 预言巴比伦王要受审判
五十、五一章 ─ 埃及、非利士、摩押、
埃及 非利士 摩押
亚扪、以东、大马色、亚拉伯、
以拦、巴比伦要受审判
受审
第
第一个审判
审判

任何邦国都受审判 ─
耶利米是宽广的国度观，
 他爱上帝的国度，超过爱人间的国度
 正如第一章 ─ 他是列国列邦的先知

‧铁齿传道 ‧亡国前后‧列邦列国的审判‧上帝的痛苦‧铁齿的下场

─ 西底家死两次，记载他不听上帝的道，
底家
听上帝的道
上帝让他死、眼睛被挖，两次痛苦。
亡城、圣殿被毁、圣民被掳，祭司、官吏都被杀，
掳 祭
官吏都被杀，痛苦
痛苦！
痛苦！

五二章

犹大王约雅斤被掳后三十七年，
巴比伦王以未米罗达元年，使犹大王约雅斤抬头，提他出监，
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
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
，
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分，
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
五二31-34

上帝告诉这些王，要活下去只有投降，没有人听他的
上帝告诉这些王
要活下去只有投降 没有人听他的
的，
只有约雅斤听他的，投降、保命、还有晚年。
这个经文也是 列王纪下廿五章 所记的，
所记的
说明列王纪上下可能是耶利米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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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妻子不忠贞，跟巴力淫乱、堕落…
 耶利米不能结婚，经验到上帝的爱
 以西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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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后的人，
逃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一天才开始哭 ─
体会上帝的妻子背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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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他跟歌篾爱的结晶
这些挣扎帮助你了解 ─
最痛苦的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先知，是上帝！
这些熬练，好让你体会上帝的心肠 ─
 上帝是爱他的百姓的
 成为铁齿传道的人，因为了解上帝的爱

‧铁齿传道 ‧亡国前后‧列邦列国的审判‧上帝的痛苦‧铁齿的下场

约雅斤只听耶利米先知的一句话，就活到老、安享晚年。
约雅斤只听耶利米先知的
句话 就活到老 安享晚年
传道人的话要句句应验，别人听你的话，一句话就够用。
所有人要害你 最后 ─
所有人要害你，最后
约雅斤因为听你的话得保守
你留 来写哀歌 安然度
你留下来写哀歌、安然度日
耶利米啊，你即使铁齿、多少人想害你，
你经历到上帝 ─
果然成为你的坚城、铜墙、铁壁
以马内利的神成为你的盾牌
你要为主成为
为主成为铁齿，经历到铜墙、铁壁，
铜墙 铁壁
以马内利的神就会成为你的盾牌。
求主帮助你成为这样的传道人。

祷告

主啊，
帮助所有华人传道人，
所有华人传道人
为了爱主的缘故 ─

甚至被同胞多受折磨都心甘情愿，
在你面前心甘情愿传主的道。
让我们每一句话成为百姓蒙恩的一个确据；
也更让我们经历到你是以马内利的神，
成为传道人的盾牌。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