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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底家王距離約但河只剩幾英里的時候，
被巴比倫的士兵活抓 送到尼布甲尼撒面前
被巴比倫的士兵活抓、送到尼布甲尼撒面前，
結局就如同耶利米先前兩度預言的內容 —
果然成為階下囚，站在尼布甲尼撒
寶座下面、兩人眼對眼的相視…
尼布甲尼撒王對這位背叛者做了非常殘忍的報復行動 —
 把西底家所有的兒子跟親信都殺死
 再把西底家的雙眼珠都挖出來
挖掉眼睛 是古代近東
挖掉眼睛，是古代近東
 對悖逆的奴隸進行的審判方式
 尼布甲尼撒是用當時中東國與國之間
背叛的刑罰對待西底家王
當時的巴比倫之囚跟西底家王
當時的巴比倫之囚跟西底家王，
就一路像牛一樣、被牽到巴比倫。

耶利米書卅九 – 四二章

經文開始就記載南國猶大的亡國血淚史，
586BC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經過十八個月的圍城，
成功攻破耶路撒冷的城牆，
成功攻破耶路撒冷的城牆
南國一夕變天、猶太人從此亡國。
城被攻破時，尼布甲尼撒一定快速下達命令 —
活捉南國猶大王西底家！
西底家王已經逃出耶路撒冷城下到耶利哥，
準備前往亞拉巴，今天約但河谷 帶，
準備前往亞拉巴，今天約但河谷一帶，
想橫渡約但河到摩押或亞捫，
差不多今天中東約但王國那個位置。
差不多今天中東約但王國那個位置

讀到這裡，或許會非常同情西底家王的處境，
 上帝其實有給西底家好幾次悔改的機會，
上帝其實有給西底家好幾次悔改的機會
耶利米曾經告訴他 — 出去投降，
不僅保住自己、也可以保住全城的人
 西底家最後出於自私自利的私心，
 使得國家滅亡，耶路撒冷遭遇前所未有殘忍的屠殺
 連自己的雙眼也被挖出來，失明之前，最後的景象
竟然是自己的兒子、親信被可怕地殘殺…
耶路撒冷城被攻破 國王被抓
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國王被抓，
城裡的人唯一的選擇就是投降，
卅九8 9 迦勒底人用火焚燒王宮和百姓的房屋，
卅九8-9
迦勒底人用火焚燒王宮和百姓的房屋

又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
那時，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將城裡所剩下的百姓
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餘的民都擄到巴比倫去了。

歷史上稱這群包括西底家在內的猶太人
為「巴比倫之囚」，
成群結隊、被繩子串在一起，徒步
從今天的以色列、走到伊拉克，
一路上挨餓受凍、死的死、病的病，
撐到巴比倫的被迫成為奴隸。

耶利米對這群人付上長達四十多年
苦口婆心勸戒的代價，
這群人始終掩住耳朵 心蒙脂油不聽
這群人始終掩住耳朵、心蒙脂油不聽，
為他們自己導致這樣可怕的結局。

詩篇一三七 描述被擄到巴比倫的人，

在憂悶痛楚中、寫下了一首詩…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
一追想錫安就哭了。
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
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因為在那裡，
因為在那裡
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
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
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記你 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我若不記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
情願我的舌頭 於 膛！
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
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以東人說：
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這仇！

耶路撒冷城被攻破時，一件很不齒的事同時發生…
世仇以東人為猶太人所遭遇的苦難，展開慶祝活動，
俄巴底亞書11-14 記載 —
當外人擄掠雅各的財物，外邦人進入他的城門，
為耶路撒冷拈鬮的 子
為耶路撒冷拈鬮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與他們同夥。
竟 在 旁 像與 們同夥
以色列跟以東的祖先都是以撒的後代
你兄弟遭難的日子，你不當瞪眼看著；
你兄弟遭難的
子 你不當瞪眼看著
猶大人被滅的日子，你不當因此歡樂；
他們遭難的日子，你不當說狂傲的話。
我民遭災的日子，你不當進他們的城門；
他們遭災的日子，你不當瞪眼看著他們受苦；
他們遭災的日子，你不當伸手搶他們的財物；
你不當站在岔路 剪除他們中間逃脫的；
你不當站在岔路口剪除他們中間逃脫的；
他們遭難的日子，你不當將他們剩下的人交付仇敵。

卅九9-10 那時，護衛長尼布撒拉旦

將城裡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
以及其餘的民都擄到巴比倫去了。
卻將民中毫無所有的窮人留在猶大地，
卻將民中毫無所有的窮人留在猶大地
當時給他們葡萄園和田地。
不管是被抓走的、或是被留在原地的，
狀況都是非常的悲慘。
雖然先前耶利米被自己國家的君王、政治領袖
折磨得半死 但在城被攻破之後
折磨得半死，但在城被攻破之後…
卅九11-12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

囑咐護衛長尼布撒拉旦說：
「你領他去，好好地看待他，切不可害他；
他對你怎麼說，你就向他怎麼行。」

尼布甲尼撒之所以叫人善待耶利米，
他 能 為耶利米 親 比倫派的
他可能以為耶利米是親巴比倫派的人。
耶利米的預言自始至終 —
 都是告訴自己的國家君王、百姓，要投降巴比倫，
我們碰巴比倫、如同雞蛋碰石頭，趕緊投降為妙
 這個背後不是因為膽小如鼠，
 而是因為上帝的吩咐、為要減少
更多無辜人死亡的慘劇發生
 上帝已經興起巴比倫作管教的杖，
來刑罰南國猶大一切的不公不義

尼布撒拉旦給耶利米自由抉擇去留的主權 —
去巴比倫、或留在耶路撒冷？
耶利米決定到米斯巴投靠基大利。
基大利是亞希甘的兒子、沙番的孫子，
 亞希甘就是當年保護耶利米
免於約雅敬王毒害的那位忠臣
 從爺爺沙番那一代開始，
想必都對上帝心存敬畏之心
南國猶大被滅後，就不再成為一個國，
南國猶大被滅後
就不再成為 個國
成為巴比倫帝國中的一個省，
基大利是省長 省會立在米斯巴
基大利是省長、省會立在米斯巴。
耶利米要去米斯巴投靠基大利，
跟著剩下來可憐的猶大百姓一起共存亡。
著剩 來 憐的猶大
起共存

當時尼布甲尼撒聽到耶利米的預言，大喜在心，
當時尼布甲尼撒聽到耶利米的預言
大喜在
但他其實不曉得耶利米講這些預言的目的，
 是滿足上帝對他這個職務的託付
 不是滿足尼布甲尼撒的虛榮心

當時耶路撒冷經過戰火摧殘，不適合當省會，
基大利才在米斯巴選成省會，管理民中又窮又病的人。
根據在拉吉考古挖掘到一個有基大利字樣的戳印推斷，
基大利在南國猶大還沒滅亡之前，
應該在西底家王旁邊曾經擔任過
旁
行政官員、有行政經驗。
聖經記載 — 他很懂得迅速在
國家滅亡之後，做一個很好的管理….
四十12 這一切猶大人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裡，
這 切猶大人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裡

又積蓄了許多的酒，並夏天的果子。
基大利是出色的行政首長，但不懂得政治界的複雜，
巴比倫軍隊才一撤軍，先前流亡到國外的反叛軍
就趁這個時候趕快回到南國猶大要奪權！

基大利事先接到流亡遊擊軍隊約哈難的警告，
但是他不以為意 (四十13-16) 。
四一1
四
1 七月間

(陽曆十月)，王的大臣宗室
以實瑪利帶著十個人，來到米斯巴見
基大利 在米斯巴 同吃飯
基大利，在米斯巴一同吃飯。
席間以實瑪利拔出刀來，
將基大利以及身旁的親信全部殺光，
把所有的難民、包括耶利米，全部都擄走了。
 以實瑪利對自己的同胞做出這麼殘忍的事
無非是為了要奪權
奪
 為他撐腰就是亞捫王巴利斯，
想趁南國猶
想趁南國猶大剛滅亡的時候，
滅 的時
扶植一個傀儡政權來抵抗巴比倫

幸好亞捫王巴利斯的詭計沒有得逞，
遊擊軍隊的首領約哈難即時阻止以實瑪利的行動，
遊擊軍隊的首領約哈難即時阻止以實瑪利的行動
把原本被挾持的難民給搶救回來。
約哈難開始焦慮 — 省長基大利已經被殺了，
尼布甲尼撒把帳算在我們這群無辜的人頭上、
又派軍隊來掃蕩我們，我們豈不倒楣。
所以他們決議要逃到埃及。
耶四二1-6 約哈難帶著大大小小跑來求耶利米，

他說：我們本來人很多、現在人變得更少，
他說
我
來
多
在 變
少
這是你親眼所見的，請你為我們這群可憐人禱告 —
我們想去埃及 你去求告耶和華
我們想去埃及，你去求告耶和華，
耶和華怎麼吩咐、我們都照樣去做，
 祂說的無論是好是歹、我們都要聽
祂說的無論是好是歹 我們都要聽
 聽從耶和華我們神的話，就可以得福

四三2-3 約哈難，並一切狂傲的人，就對耶利米說：

「你說謊言！耶和華我們的神並沒有差遣你來說：
「你說謊
華我
『你們不可進入埃及，在那裡寄居。』
這是巴錄挑唆你害我們 要將我們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
這是巴錄挑唆你害我們，要將我們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
使我們有被殺的，有被擄到巴比倫去的。」
接著再也不停留南國猶大這塊地方，
將耶利米、巴錄，都擄到埃及地。
不管是亡國前、亡國後，國中上上下下
充斥著講話出爾反爾的人 —
 遇到困難的時候，卑躬屈膝、求先知為他們禱告
 等先知傳上帝的話
等先知傳上帝的話、違背他們心意的時候，
違背他們心意的時候，
又跳出來指責他們是說謊者
這群人集聚群眾的勢力、口徑 致地去指控
這群人集聚群眾的勢力、口徑一致地去指控
那一些心靈正直、尋求真理的人，還逼迫他們。

耶利米就為他們禱告，十天後，得到上帝的引導…
 你們要好好待在這個地方，雖然現在殘破，
你們要好好待在這個地方 雖然現在殘破
上帝會重新的栽培、建立、必不拆毀，
不要怕巴比倫王，情況不會像想得那麼壞，
因為有萬王之王上帝與你們同在
 如果不聽耶和華上帝的話、執意逃離到埃及…
 你們自以為聰明的地方，將會絆倒你們自己
 你們懼怕的戰爭跟饑荒，不久之後會臨到那裡
你們一定要聽上帝的話，好好待在原地等候神。
非常令人嘆息的是 — 約哈難這群人，邪情私慾發作了，
 他們以為耶利米轉述耶和華上帝的旨意，
他們 為耶利米轉述耶和華上帝的旨意
必定也是他們心裡所想的
 結果原來上帝的心意，跟我們的慾望不一樣
結果原來上帝的心意 跟我們的慾望不 樣
他們開始責備耶利米是胡說八道的人！

我們從這其中看到什麼呢？
 按人性來看，面對真相、人要改變需要勇氣
按人性來看 面對真相 人要改變需要 氣
 所以許多人憎惡攪動我們靈魂安樂窩的人，
寧可選擇繼續活在固執、自我欺瞞當中
約哈難這群人，從耶路撒冷被圍城，早就知道
埃及這個充斥偶像崇拜的國度不是可靠的盟友，
則不會在耶路 冷 國 前夕
否則不會在耶路撒冷亡國的前夕，
短暫出個兵、又腳底抹油的逃跑。
可是這群亡國奴再次痴心妄想
可是這群亡國奴再次痴心妄想，
想要去巴結埃及、乞求埃及的保護。
反觀耶利米，明明知道這群百姓的內心不誠實、邪惡，
反觀耶利米
明明知道這群百姓的內心不誠實 邪惡
他還是依然跟這群罪人在一起。
我們就知道 — 他不是叛國賊，熱愛他的祖國，
甚至在亡國之後，選擇與民中最窮的人同在。

德國的殉道者潘霍華牧師，
本來有機會趁著學術訪
本來有機會趁著學術訪問、繼續停留美國，
繼續停留美
但他選擇回到德國，他當時說：
「如果我在我的同胞受苦的時候沒有與他們同在，
那麼有一天，我的國家重建的時候，
我就不配參與其中。」
結果幾年之後他就殉道，
雖來不及參與國家二次大戰之後的重建，
但是他的殉道卻像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
卻結出許多的子粒來。
耶利米的狀況跟潘霍華非常的相似 —
 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一個社會的良知
 在國家滅亡
在國家滅亡、不聽他們話的時候，
不聽他們話的時候，
依然忠心的服事上帝、忠於神的旨意到底

羅馬皇帝尼祿克勞丟一世在位期間大肆逼迫初代教會，
許多基督徒被拋在競技場
許多基督徒被拋在競技場跟野獸搏鬥，
搏鬥
卻仍然前仆後繼、接受殘酷的考驗。
當時 個羅馬軍官很疑惑
當時一個羅馬軍官很疑惑，問他的屬下：
他的屬
「什麼事讓基督徒這麼勇敢呢？」
底下的士兵說：「基督徒有一個信念、異象在他們心中，
為著這股信念、異象，他們不怕死！」
耶利米、乃至潘霍華牧師，都是這一類的人 —
 他們有信念、不貪生怕死
他們有信念 不貪生怕死
 在一個撒謊、喜歡聽假話的世代，作良知
讓他們的人生在世人當中作一個最特別的投資
讓他們的人生在世人當中作
個最特別的投資 —
 為上帝而活、忠心到底！
 他們選擇
他們選擇一個與世不相同的永恆投資，
個與世不相同的永恆投資，
因著這場永恆的投資，使他們活得跟世人不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