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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底家王因為侄兒約雅斤王被擄，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設立的攝政王，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設立的攝政王
在南國百姓的心目中，
真正的王是約雅斤、而不是西底家王。
西底家王內心應該是非常的彷徨、害怕 —
 何嘗不希望第二次被擄中，他的侄兒、太后、
朝臣、百姓，能夠真的被擄歸回
 又缺乏安全感 — 約雅斤如果歸回，
百姓們一定會把王位再次還給約雅斤王，
意味著要把王位拱手讓給他的侄兒
西底家王坐在這個王位上
充滿許多的不安全感，
特別需要他身旁的大臣
對他表達忠心的支持。

耶利米書卅七 – 卅八章

時間距亡國只剩下一年半，
國王是西底家王，
 從耶利米預言哥哥約雅敬的結局、
侄兒約雅斤被擄，
知道耶利米是真正的先知 — 先知的預言是不會落空的
 身邊又偏偏充滿了一群很討厭耶利米的人，
身邊又偏偏充滿了一群很討厭耶利米的人
這群人的態度惡劣、勢力非常的大、手腕非常強硬，
西底家王雖然是君王 但是非常怕這群大臣
西底家王雖然是君王，但是非常怕這群大臣
即使狀況十分危急，上帝還是給
即使狀
十分
帝還是給
這位末代君王西底家最後的機會。
每 次的危機都是 場轉機
每一次的危機都是一場轉機，
問題是西底家王把握住了嗎？

當時埃及法老王尼哥已經去世了，
新的法老王合弗拉頗有 番作為
新的法老王合弗拉頗有一番作為。
西底家王旁邊朝臣就勸西底家王 —
何不妨再次去巴結埃及、請埃及來幫助我們…
西底家王就公然地背叛，
完全忘記耶利米曾經對他的提醒。
尼布甲尼撒發現南國猶大君王又搞背叛，
而且是他所立的西底家王時，
在 589BC 年底開始採取報復行動
年底開始採取報復行動，
沒想到三兩下就把南國猶大的兩座重要的城
亞西加 拉吉 舉攻下
亞西加、拉吉一舉攻下，
整個大軍已經逼近耶路撒冷。
西底家是嚇破膽 沒有想到背叛尼布甲尼撒
西底家是嚇破膽，沒有想到背叛尼布甲尼撒
所付出的代價是如此地沉重！

卅七3 西底家王打發…去見先知耶利米，說：

「求你為我們禱告耶和華我們的神。」
「求你為我們禱告耶和華我們的神
—
遵行上帝的誡命，釋放已經當奴隸超過七年的同胞。
 按摩西律法規定 —
自己的同胞因為窮苦的緣故賣身為奴，
做到第七年 也就是安息年的時候
做到第七年、也就是安息年的時候，
主人就有義務要無條件的釋放
 南國沒有做這樣的事
南國沒有做這樣的事、耶利米也指責他們
耶利米也指責他們

卅四 在危急中
在危急中，西底家王做了一個好事
西底家王做了 個好事

西底家王看到尼布甲尼撒大軍壓境非常害怕，
想到一定要求耶和華上帝的幫助、
一定要遵行祂的話，
就釋放了那群奴隸、回到他們的家裡。

新巴比倫帝國有一個很重要的族群 — 迦勒底人，
聖經中常以迦勒底人、巴比倫人，作互通、同義詞。
中常 迦勒底人 巴比倫人 作
義詞
巴比倫的迦勒底軍隊一離開，西底家及那些政治人物
就樂翻了，完全把遵守耶和華上帝的誡命拋諸腦後，
又想要有奴隸來服侍，就把先前告訴上帝不再奴役
的那群可憐的奴僕們，全數召回、繼續的來奴役，
這件事曾經引起耶利米的大怒。
卅四 指責、警告他們說

—

你們所做所為 不公不義的行為，上帝都看到了，
你們所做所為、不公不義的行為，上帝都看到了，
上帝會懲罰你們，你們不要得意忘形
 以為巴比倫的軍隊已經完全撤離，
小心他們待會兒就回來；
你們所倚靠的埃及只是無用的，
你很快就會發現事實的真相


西底家身邊親埃及派的政治人物
可沒有放棄尋求埃及法老的支持…
可沒有放棄尋求埃及法老的支持
考古重要發現拉吉信件 21 片的陶片中，
第三書有 個記載 —
第三書有一個記載
588BC 夏天，親埃及派的政治人物，
派了一個猶大軍官前往埃及去跟法老求助，
官前 埃 去
老求
合弗拉也沒有讓他們失望，
馬上派埃及的軍隊前來援助耶路撒冷。
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王
甲
發現前有耶路撒冷南國猶大的人、
後有埃及軍兵
後有埃及軍兵，
迫於無奈只好暫時撤軍，
不再圍攻耶路撒冷 調軍回擊埃及
不再圍攻耶路撒冷、調軍回擊埃及。
這是 耶卅七 重要的背景。

先前巴比倫已經圍困耶路撒冷四、五個月，
住在外地的人都被困在耶路撒冷城，
在外地
都被 在
城
很多的百姓趁著危機暫時解除、準備回到家鄉，
其中包括要回到亞拿突城
繼承祖產的耶利米 — 卅七12。
耶利米準備穿越便雅憫門、又稱北門，
被守門官伊利雅攔住了，
伊利雅知道耶利米一直提到「要投降巴比倫，
愈早投降 愈能夠保住全城的 的性命 」
愈早投降、愈能夠保住全城的人的性命。」
南國猶大很多人討厭、
不能接受耶利米這樣的教導
不能接受耶利米這樣的教導。
伊利雅誤會耶利米是要去投降巴比倫，
他就一把抓住耶利米…
他就
把抓住耶利米
耶利米就被逮捕了！

耶利米還來不及回到故鄉，再次被抓回耶路撒冷、囚禁起來。
就在那時，內心忐忑不安的西底家王出現了，
他還是覺得很害怕…
卅七17 西底家王打發人提出他來，在自己的宮內

華
」
私下問他說：「從耶和華有甚麼話臨到沒有？」
耶利米說：「有！你必交在巴比倫王手中。」
西底家王是私底下找耶利米
西底家王是私底下找耶利米，
 可見個性非常的懦弱、膽怯，不敢表明立場，
只能任憑親埃及派、討厭耶利米的人，
能任憑親埃 派 討厭耶利米的人
來擺布他的政治立場
 西底家王還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 —
應耶利米的要求，
把耶利米移監到王宮旁邊的衛兵院

卅八2-4 這一群人告訴西底家王說：

耶利米告訴我們：「住在耶路撒冷城裡的，
耶利米告訴我們
「住在耶路撒冷城裡
接下來會被刀殺、遭遇饑荒跟瘟疫；
出去歸降巴比倫迦勒底人的、必定存活。
如果願意降服，就可以保住我們的生命，
這一座城已經命定交給巴比倫王的軍隊。」
你 定要禁止耶利米的口
你一定要禁止耶利米的口，
他再這樣亂講話下去，
城裡所有人的心就消化 — 手會發軟，
城裡所有人的心就消化了
手會發軟
沒有辦法爭戰、沒有辦法對抗敵人
 耶利米這個人，
不是為百姓以及耶路撒冷求平安，
而是叫我們受災禍！


卅二 耶利米囚禁在衛兵院期間，叔叔沙龍的兒子

曾去找他，請求耶利米買下他們的田產，
曾去
請求
米買
產
耶利米掏出銀子、訂下契約、
買下那塊田產，以此證明 —
 雖然會經歷亡國之痛，但有一天，上帝會把我們
帶回這塊地、這塊地會再次蒙受祝福
 以實際行動來證明上帝的應許
耶利米已經宣告了這帶著盼望的應許，
但親埃及的政黨一點都不領情，
一聽到西底家王把耶利米給移監 ，
馬上就去告訴西底家王說 —
把耶利米處死吧！
因為耶利米講的話 讓我們的心膽怯
因為耶利米講的話，讓我們的心膽怯。

西底家聽到親埃及死硬派的一番話，
心裡又開始害怕 膽怯 動搖 告訴這群人說
心裡又開始害怕、膽怯、動搖，告訴這群人說：
「耶利米在你們的手中，就隨你們擺布吧！」
於是那群人就把耶利米逮住，
把他懸掛在一個有淤泥的坑中，
讓他飽受在地下濕氣的侵蝕、
不給他吃喝，決定把他活活的折磨死。
西底家王旁邊有一個非猶太人 —
皮膚黑的 來自古實的太 以伯米勒
皮膚黑的、來自古實的太監以伯米勒，
 知道耶利米是一個非常好的先知、上帝的僕人
 不曉得為什麼他們的同胞這樣的苦待耶利米
為耶利米向西底家求情，西底家王又開始搖擺 —
以伯米勒趕快帶三十個人 趁著耶利米
「以伯米勒趕快帶三十個人，趁著耶利米
還沒有死之前，把他從汙泥坑當中拖出來。」

發生這一連串的事件後不久，真的如同耶利米所說的 —
巴比倫
巴比倫迦勒底軍隊再次捲土重來，
底 隊 次
重來
原來要救耶路撒冷的埃及軍隊拔腿就跑，
巴比倫很快又圍攻耶路撒冷。
當時的西底家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趕快又派人把耶利米找來，想聽到上帝的話。
耶利米雖然被人從淤泥坑拉出來 身體嚴 營養不良
耶利米雖然被人從淤泥坑拉出來、身體嚴重營養不良，
受到許多人的恐嚇、威脅，朝不保夕，
當時的年齡 也到六十多歲的老頭子
當時的年齡，也到六十多歲的老頭子。
 其實他的嘴巴如果甜一點，
日子會好過 也能夠解除他的困境
日子會好過、也能夠解除他的困境
 可是當西底家再次去詢問耶利米時，
耶利米的口風沒有鬆軟過
耶利米的口風沒有鬆軟過，
立場跟先前的教導一直都是一致的

可別以為耶利米受困在耶路撒冷，是一件倒楣透頂的事，
 他曉得上帝給他一個特殊的使命
他曉得上帝給他 個特殊的使命 —
以一個上帝使者的身分陪伴百姓受苦
 在百姓中，有像西底家王這樣的人，
十分軟弱、信心搖擺，上帝就是讓耶利米
陪伴這類的人，走完亡國前夕最後的路程
耶利米從耶路撒冷有糧食、最後連一塊餅都沒得吃，
看到他為他的使命受苦、
為著誠實面對上帝所交付給他的真理受苦。
過程中兩度成為西底家的心靈捕手，
 在西底家心亂如麻的時候
在西底家心亂如麻的時候，
給他最中肯的教導跟建議
 可惜的是西底家
可惜的是西底家一次又一次地
次又 次地
錯過耶利米開給他治癒靈魂的藥單

卅八17-18 耶利米對西底家說：

「耶和華萬軍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耶和華萬軍之神
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你若出去歸降巴比倫王的首領，你的命就必存活，
這城也不致被火焚燒，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
 你若不出去歸降巴比倫王的首領，
這城必交在迦勒底人手中
這城必交在迦勒底人手中。
他們必用火焚燒，
你也不得脫離他們的手 」
你也不得脫離他們的手。」
24 西底家對耶利米說：
「不要使人知道這些話，你就不至於死。」
西底家其實相信耶利米講的話是真的 —
 曉得耶利米是真先知
曉得耶利米是真先知，可是不敢面對耶利米的話
可是不敢面對耶利米的話
 耶利米的話是真理，西底家充滿恐懼、使他迴避真理，
不敢讓自己誠誠實實地接受上帝話語的挑戰
西底家實在錯過太多次的機會了！

西底家出於懼怕、對上帝的話沒有信心，
西底家出於懼怕
對上帝的話沒有信心
 想保住自己，結果失去整個國家，
讓整個國家因他的決策而受苦
 586BC 亡國，竟然就兩千多年，
直到 1948 以色列奇蹟似地復國

在這兩千多年的歲月中，
雖然曾經在公元前二世紀
短暫建立哈斯摩尼王朝、
奪回政治的主權，
但不久又陷落在羅馬帝國的統轄當中。

從西底家的身上，看到人面對真理是需要勇氣…
耶利米的話代表上帝要讓他所傳講的真理，
耶利米的話代表上帝要讓他所傳講的真理
 真理常挑戰人的內心深處，迫使生命當中邪情私慾
暴露在上帝話語的光當中，這種感覺並不舒服
 西底家一次又一次接受上帝話語的光照，
但寧願選擇活在謊言的安樂窩裡 —
 原想保住王位、掌握身旁大臣的支持
 反而斷送江山，百姓、國家一同陪葬
耶利米是上帝派來的大使，卻無法嚐到被禮遇、重視的待遇，
耶利米是上帝派來的大使
卻無法嚐到被禮遇 重視的待遇
 經常跟罪人受苦、跟悖逆的人捱餓受難
 不斷說真話的過程中，被不斷說假話的人陷害
不斷說真話的過程中 被不斷說假話的人陷害
可是始終在生命最危機的時刻堅持立場
某方面，把西底家跟耶利米來作對比，
他們的態度、信念，真是天壤之別。

在過去幾次耶利米的課程當中，
老師很喜歡拿耶利米跟上個世紀被稱作
「德國社會良知」的潘霍華牧師作比較 —
 處境相似，都活在兵荒馬亂、
國家社會陷入敗壞的光景當中，
因著保持清醒的心，反而招來更大的孤單
 信仰不斷地支持他們在那個世代扮演良心的角色，
不斷地向同胞傳講悔改的信息，直到殉道的一刻
潘霍
潘霍華曾經說：
「當上帝呼召一個人的時候，
是呼召他來死！」
從耶利米身上看到這一點 —
那就是捨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