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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楚歌四面楚歌 耶利米書廿 –廿四章

放棄是許多人在面臨挫折時候的第一個反應…
加拿大維真神學院的靈修神學教授侯士庭，加拿大維真神學院的靈修神學教授侯士庭，

在描述宗教改革屬靈領袖馬丁路德時，

提到一段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時期心境掙扎的描述提到一段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時期心境掙扎的描述—

從宗教改革開始，我就不是因為野心驅使我做這件事，

在人面前講話受到自我肯定，是魔鬼最大的引誘

可是如果沒有人肯聽講，又覺得很容易就放棄了

改革初期他經常希望自己趕緊為主殉道、早早了事，

好從許多困境當中及早得著解脫，但事與願違。好從許多困境當中及早得著解脫 但事與願違

馬丁路德經常說：他是沒有得到自己的同意下，

被上帝呼召出來當改革家的、非常的不得已，被上帝呼召出來當改革家的 非常的不得已，

是因為環境的驅使，他才做這樣的工作。

用這樣的事作引言，就是帶領弟兄姊妹

次 米 境再次進到耶利米遇到挫折的心境裡…

巴施戶珥毆打了他、再製作枷鎖將他監禁起來，

囚禁一夜、獲得釋放之後，耶利米告訴他：

「你的名字不再叫自由 — 就是巴施戶珥，

要叫瑪歌珥米撒畢 — 四面都是驚嚇、四面都是楚歌。」

耶利米這句話，其實他自己先經歷到，

他太孤單、而且國家整體愈來愈艱難，

耶利米生命遇到四面楚歌、

四面都是驚嚇的光景

但是談完 二十章之後，廿一章到廿四章，

卻是看到耶利米開始宣判他們當中的假先知、

後來末代猶大列王所遇到的四面楚歌的光景

被毆打的耶利米遇到這樣公開被羞辱，

內心何等的委曲內心何等的委曲…

廿10b 我知己的朋友說：或者他被引誘。

廿7 耶和華啊 你曾勸導我 我也聽了你的勸導

paw-thaw‘ 原文指引誘、欺騙、半哄半勸

廿7 耶和華啊，你曾勸導我，我也聽了你的勸導。

你比我有力量，且勝了我。

我終日成為笑話，人人都戲弄我。我終日成為笑話，人人都戲弄我。

這是一句情緒的話，毫無隱藏的帶到上帝的面前。

耶利米用很曖昧的字眼來形容上帝對他 —
你哄騙我、你欺哄我，我 我

我還真傻，被你哄住、被你揪出來作先知

結果你騙我、大家也笑我，結果你騙我 大家也笑我

我在你、在人面前，簡直是兩面都不是人！



廿8b 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凌辱、譏刺。

他到處告訴大家快沉船、強暴毀滅、戰爭快要爆發，

但一切還是很安靜、很太平

大家笑他窮緊張、烏鴉嘴、預言沒有應驗，

假先知更加的得意洋洋

十七15 他們對我說：耶和華的話在哪裡呢？叫這話應驗吧！

耶利米痛苦的告訴上帝…
不知不覺我當了數十年的先知，

你的話成為我的凌辱跟譏刺；

他埋怨耶和華上帝欺騙、強迫他，他想逃避…

廿9 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

我便心裡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便心裡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

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廿10 我聽見了許多人的讒謗，四圍都是驚嚇；
瑪歌珥米撒畢

廿 我聽見了許多 的讒謗 四圍都是驚嚇

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窺探我，願我跌倒，

說：告他吧，我們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誘，

我們就能勝他，在他身上報仇。

瑪歌珥米撒畢是耶利米對毆打他的巴施戶珥取的綽號瑪歌珥米撒畢是耶利米對毆打他的巴施戶珥取的綽號，

意思是四面楚歌，預言接下來你跟你朋友的處境…

耶利米這句預言還來不及應驗，

自己反倒先經歷什麼叫作四面楚歌 —
先前耶利米埋怨上帝欺哄他、抓住他、勝過他

現在面對好朋友想套出更多的話，現 好朋友

懷疑耶利米講假預言，好抓住把柄，

去告發他，讓耶利米被抓到官府去告發他 讓耶利米被抓到官府

以假先知的待遇，拿石頭把他給丟死

從經文當中想起上帝起初呼召他的時候，告訴耶利米 —
你有 天要作堅城 銅牆 鐵壁 他們無法勝過你你有一天要作堅城、銅牆、鐵壁，他們無法勝過你

你要勝過他們，要繼續用單純的信心來倚賴我，

我按著你的口所說出來的話 句都是不落空的我按著你的口所說出來的話，一句都是不落空的

廿14-18 耶利米為自己做了一首哀歌，

不是咒詛人、是咒詛自己 — 寧可自己從來沒出生過

這一次完全沒有推託上帝的召命，已經預備好作戰了！

廿11-13 然而，耶和華與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

因此，逼迫我的必都絆跌，不能得勝；他們必大大蒙羞，

就是受永不忘記的羞辱，因為他們行事沒有智慧。

試驗義人、察看人肺腑心腸的萬軍之耶和華啊，

求你容我見你在他們身上報仇求你容我見你在他們身上報仇，

因我將我的案件向你稟明了。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歌；讚美耶和華！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歌；讚美耶和華！

因他救了窮人的性命脫離惡人的手。

耶利米在 耶利米書廿一到廿四章，

像連珠炮似的攻擊那些糊里糊塗的君王、

帶人進入錯謬假預言中的冒牌先知。

廿一1b 2a 西底家王打發瑪基雅的兒子巴施戶珥

南國猶大最後一位君王

廿一1b-2a 西底家王打發瑪基雅的兒子巴施戶珥…
去見耶利米，說：「請你為我們求問耶和華。」

極 能 巴比倫 布 撒 開 耶路撒冷極可能是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王開始圍攻耶路撒冷

先前約雅敬王巴結埃及、背叛尼布甲尼撒王，

導致之前就有一次攻打，圍城初期約雅敬就死亡，

他的兒子約雅斤登基將近三個月就被抓了

耶利米書十三章就曾警告過他們— 快沉船了，

趁上帝還沒讓黑暗來臨之前趕快把榮耀歸給祂，趁上帝還沒讓黑暗來臨之前趕快把榮耀歸給祂

如果不聽，我只會在暗地裡為你們哭泣、因為你們注定被抓。



十三18 你要對君王和太后說：

約雅斤跟母親 就是約雅敬的未亡人約雅斤跟母親、就是約雅敬的未亡人

你們當自卑，坐在下邊；

因你們的頭巾，就是你們的華冠，已經脫落了。因你們的頭巾，就是你們的華冠，已經脫落了。

後來果然約雅斤王跟太后在 BC597被抓，
抓到巴比倫人數有三千多人。

耶利米書廿四被擄的人中包括領袖、工匠、鐵匠，耶利米書廿 被擄的人中包括領袖 匠 鐵匠

耶和華聖殿的珍寶被帶到異邦之地，尼布甲尼撒

把這些器皿供在他們的偶像瑪爾杜克面前把這些器皿供在他們的偶像瑪爾杜克面前

聖殿裡比較大型金製的器皿，

就把它切割、帶回巴比倫去放就把它切割 帶回巴比倫去放

這一次的被擄事件是第二次的被擄，

先知以西結在第二次時被擄；先知以西結在第二次時被擄；

但以理在第一次時被擄。

耶利米書廿四章針對第二次被擄的人，他領受一個異象…

1-2 耶和華指給我看，有兩筐無花果放在耶和華的殿前。

一筐是極好的無花果，好像是初熟的；

一筐是極壞的無花果，壞得不可吃。

5-7 被擄去的猶大人，我必看顧他們如這好無花果，

我要眷顧他們，我也要建立他們，

我要賜他們認識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十一19、卅六26 上帝應許要給祂的子民新心、新靈 —

除掉他們肉體的石心，給他們換上肉心。除掉他們肉體的石心，給他們換上肉心。

那些留在耶路撒冷執迷不悟、遇到兩次被擄還不肯悔改的，那 留在耶 撒冷執迷不悟 遇到兩次被擄還不肯悔改的

像是爛到極壞不可吃的無花果，接受嚴峻的審判

譏笑耶利米的人，會成為被人譏笑的人譏笑耶利米的 會成為被人譏笑的人

這件事後來果然應驗了。

尼布甲尼撒對耶路撒冷第二次擄掠、班師回朝之前，

約雅斤 是約雅敬 弟瑪探雅當立了約雅斤的叔叔、也就是約雅敬的兄弟瑪探雅當國王

給他改名西底家，要西底家指著耶和華的名發誓說：

要效忠巴比倫帝國，敢再去巴結埃及，結局就是亡國

西底家當時只是攝政王，

南國猶大還是奉約雅斤為正式國王，

他們期待國王、太后趕快回來

假先知發的假預言，

就是聲稱約雅斤跟太后會回來、

耶和華聖殿的器皿也會很快的運回來

西底家王的立場很搖擺，沒幾年就去倒貼埃及、搞背叛，西底家王的立場很搖擺 沒幾年就去倒貼埃及 搞背叛

尼布甲尼撒非常的火大，

BC589派兵，重要軍事基地拉吉都打下來，BC589派兵，重要軍事基地拉吉都打下來，

耶路撒冷命在旦夕！
拉吉

就是在這個時候，西底家趕快派人去找耶利米，

說 華 講 麼說：耶和華跟你講什麼話？

耶利米書二十一章耶利米告訴他們— 你們完蛋了！

如果你們願意，活路、死路都在你們的面前，

生路就是趕快出城向巴比倫投降

死路就是拒絕投降、死守這城

上帝早就告訴你們，要對上帝的管教順服，

管教、順服，就是生路

悖逆、剛硬，最後就是滅城跟屠殺

代下卅六11-13 西底家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一歲，

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先知耶利米以耶和華的話勸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

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著神起誓，他卻背叛，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著神起誓 他卻背叛

強項硬心，不歸服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當時祭司長、人民，都大大得罪上帝，

憎 事隨從列國所行一切可憎的事、

汙穢耶和華在耶路撒冷分別為聖的聖殿。

耶和華因為愛惜自己的子民跟居所，

常常派使者 —也是就是先知不斷警告，

但他們一再戲弄上帝的使者、

藐視祂的話、譏誚祂的先知，

以致耶和華的憤怒臨到子民的身上，直到無法挽救為止。

聖經給我們的教導：上帝在審判人的時候，

不可能沒有給預警、從來沒有給他機會。

但正因為南國猶大末代幾個皇帝，

一個個都不肯敬畏上帝，結果帶領百姓、肯敬畏

政治領袖們，走上錯謬的道路。

耶利米書廿二章上帝藉耶利米宣判幾個末代皇帝的結局…
最早被擄到埃及的約哈斯王最早被擄到埃及的約哈斯王，

當時法老尼哥把他廢掉、抓到埃及

另外 個名字叫沙龍 意思是平安另外一個名字叫沙龍，意思是平安，

但沒有平安，他永遠沒有辦法再歸回故土

約哈斯之後的很兇惡的王叫約雅敬，耶利米責備他

壓榨百姓、蓋宮殿、抽重稅、不把工價給百姓

死的時候，享受不到君王去世全國舉哀的尊榮，

反像驢子一樣，被人拖到城外去亂埋

被稱作哥尼雅的約雅斤王，是跟太后一起被擄到巴比倫，

耶利米說—他像耶和華手上的印戒，代表權柄，耶利米說 他像耶和華手上的印戒 代表權柄

脫下來、跟母后被抓到異鄉，

不是生在那裡、卻會死在那裡，不是生在那裡 卻會死在那裡

終生無回國當王的任何希望

耶利米書廿三章責備引導人走錯謬之路的宗教領袖，

是 惡 牧羊 羊群帶他們是邪惡的牧羊人，把羊群帶錯路

假先知亂講預言，在百姓當中製造虛假的希望

上帝諷刺他們—
得祂話語的先知是應該忠實傳講祂的話，

上帝的話是烈火、是大槌，

會讓人意識到審判的力量、悔改的重要性

假先知的話卻是軟弱無力，雖包上糖衣，

對人真正的靈性卻沒有醫治的效用

上帝笑他們的話是互相抄襲、彼此欺騙，

重複率太高、而且自欺欺人，重複率太高 而 自欺欺人

他們的話是無用的糠秕，根本不能跟麥子相比。

奈何這以假亂真的話，永遠找得到信眾如癡如醉的追隨，奈何這以假亂真的話 永遠找得到信眾如癡如醉的追隨

就像市場賣的仿冒品一樣，永遠都有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