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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大先知書 第六堂、耶利米書信息 

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性情溫柔，耶利米時常眼淚汪汪。在耶利米書和耶利米哀歌裡，都說出他是

哭泣的先知，總是眼淚滿眶的。但他的眼淚是因天上的火燒在他的骨頭裡，他本來想閉口不說，且

受了很多誤會、冤屈；但裡面的火在燒，燒到他哭，燒到他喊，燒到他不能不說。 

耶利米書的信息主要指出猶大拜偶像的罪行，若不悔改必招惹神的審判。耶和華神對罪的審判是肯

定的；而祂的慈愛和守約的信實也是肯定的，並且是永遠的。本書一開始（在耶利米蒙召時），已

指明神要透過耶利米的事奉，傳遞，進行拆毀與建立的行動。 

神愛祂的百姓，祂向他們的心充滿了感情，祂向他們的意念乃是平安並且善良的；但是因著祂百姓

們的背逆，在祂的愛中，祂必需管教他們。在耶利米書中神有九次如此說：我從早起來並且打發我

的眾先知來警誡你，想要把你們領回來。由此我們可以看見，神向著他的百姓是何等大的忍耐！是

何等長久的愛！甚至在猶大國尚未敗亡之前，神說將會有七十年的被擄，然後他們要歸回。祂要轉

向祂的百姓，而祂的百姓也要回轉歸向祂。神要為他們成全一切，要改變他們的心，使他們能夠真

實的愛主，並且與祂一同進入有福的時期。這就是他預言中的要點。 

一、耶利米的蒙召（1 章） 

神把每一個任命作為祂要我們所是的，好使我們能夠來服事祂的目的。所以當那神聖的呼召臨到的

時候，必有這三個步驟：首先是神認識我們，第二祂聖別我們，第三祂分派我們。 

耶 1:5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6 我就說、主耶和華阿、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 

耶 1:9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 

耶 1:10 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1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甚麼‧我說、我看見一根杏樹枝。 

民 17:8 第二天摩西進法櫃的帳幕去、誰知、利未族亞倫的杖已經發了芽、生了花苞、開了花、結了熟杏。 

耶 1:18 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

上的眾民反對。 

在神起首建造的工作之前，在神能夠栽植、耕種之前，有許多的事務是要被毀壞並且要被拔除的。

神必須作這個反面的工作，就是到了今天仍然是同樣的原則。 在神的教會中，在神能夠真正作任

何建造和栽植之前，有許多的事情先要被毀壞、拆毀、傾覆並且拔出。神的拆毀就是神的建造。 

 

二、警誡猶大的預言-卷一（2－20 章） 

在約西亞與約雅敬時代所傳之十篇信息，總題是指出罪召惹神的審判 

 1. 第一篇信息(2: 1-3: 5)：以色列之忘恩負義  

耶 2:7 我領你們進入肥美之地、使你們得喫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們進入的時候、就玷污我

的地、使我的產業成為可憎的。8 祭司都不說、耶和華在那裏呢‧傳講律法的、都不認識

我、官長違背我、先知藉巴力說豫言、隨從無益的神。 

耶 2:12 諸天哪、要因此驚奇、極其恐慌、甚為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13 因為我的百姓、做了

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2. 第二篇信息(3: 6-6: 30)：神慈聲呼喚歸回 

耶 3:14 耶和華說、背道的兒女阿、回來罷‧因為我作你們的丈夫‧並且我必將你們從一城取一

人、從一族取兩人、帶到錫安。 

耶 3:22 你們這背道的兒女阿、回來罷‧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病。看哪、我們來到你這裏‧因你

是耶和華我們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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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三篇信息(7-10)：真正的敬拜 

耶 7:3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你們改正行動作為、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居住。

4 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說、這些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 

耶 7:11 這稱為我名下的殿、在你們眼中、豈可看為賊窩麼‧我都看見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 7:22 因為我將你們列祖從埃及地領出來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並沒有題說、也沒有吩

咐他們‧23 我只吩咐他們這一件、說、你們當聽從我的話、我就作你們的 神、你們也

作我的子民‧你們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耶 8:10 從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虛謊。11 他們輕輕忽忽的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

了‧其實沒有平安。 

耶 9:1 但願我的頭為水、我的眼為淚的泉源、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 

耶 10:10 惟耶和華是真 神、是活 神、是永遠的王‧他一發怒大地震動、他一惱恨、列國都擔

當不起。 

 4. 第四篇信息(11-12)：破壞的約 

耶 11:1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2 當聽這約的話、告訴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3 對他

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不聽從這約之話的人、必受咒詛‧ 

耶 11:8 他們卻不聽從、不側耳而聽、竟隨從自己頑梗的惡心去行‧所以我使這約中一切咒詛的

話、臨到他們身上、這約是我吩咐他們行的、他們卻不去行。 

5. 第五篇信息(13)：驕傲是敗壞之先 

耶 13:9 耶和華如此說、我必照樣敗壞猶大的驕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驕傲。 

耶 13:17 你們若不聽這話、我必因你們的驕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淚、因為耶和華的群

眾被擄去了。 

 6. 第六篇信息(14-15)：神定意施審判 

耶 15:1 耶和華對我說、雖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顧惜這百姓‧你將他們

從我眼前趕出、叫他們去罷。 

耶 15:16 耶和華萬軍之 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

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 

耶 15:20 我必使你向這百姓成為堅固的銅牆‧他們必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我與你同在、要拯

救你、搭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7. 第七篇信息(16: 1-17: 18)：無法逃避的審判 

耶 16:12 而且你們行惡、比你們列祖更甚‧因為各人隨從自己頑梗的惡心行事、甚至不聽從我。 

耶 16:13 所以我必將你們從這地趕出、直趕到你們和你們列祖素不認識的地‧你們在那裏必晝夜

事奉別神‧因為我必不向你們施恩。 

耶 17:9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10 我耶和華是鑒察人心、試驗人肺腑的、

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結果報應他。 

 8. 第八篇信息(17: 19-27)：當以安息日為聖 

耶 17:24 耶和華說、你們若留意聽從我、在安息日不擔甚麼擔子進入這城的各門、只以安息日為

聖日、在那日無論何工都不作、25 那時就有坐大衛寶座的君王、和首領、他們與猶大人、

並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車、或騎馬、進入這城的各門‧而且這城必存到永遠。 

9. 第九篇信息(18)：神管教以色列的目的 

耶 18:1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2 你起來、下到窯匠的家裏去、我在那裏要使你聽我的話。3

我就下到窯匠的家裏去、正遇他轉輪作器皿。4 窯匠用泥作的器皿、在他手中作壞了、他

又用這泥另作別的器皿‧窯匠看怎樣好、就怎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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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18:11 現在你要對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說、耶和華如此說、我造出災禍攻擊你們、定意

刑罰你們‧你們各人當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改正你們的行動作為。 

10. 第十篇信息(19-20)：耶路撒冷必被毀滅 

耶 19:15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我必使我所說的一切災禍臨到這城、和屬城的一切

城邑、因為他們硬著頸項、不聽我的話。 

耶 20:9 我若說、我不再題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我便心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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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警誡猶大的預言-卷二（21－33 章） 

在西底家朝代國亡前不同時代之講道記錄，總題是耶路撒冷的被亡是應得的審判 

 1. 第一篇信息(21)：耶路撒冷必滅亡  

耶 21:7 以後我要將猶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僕百姓、就是在城內、從瘟疫、刀劍、飢荒中剩下

的人、都交在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們仇敵、並尋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倫

王必用刀擊殺他們、不顧惜、不可憐、不憐憫‧這是耶和華說的。 

 2. 第二篇信息(22)：數算猶大之罪 

耶 22:8 許多國的民要經過這城、各人對鄰舍說、耶和華為何向這大城如此行呢。9 他們必回答說、

是因離棄了耶和華他們 神的約、事奉敬拜別神。 

 3. 第三篇信息(23: 1-8)：斥責虛假之牧人 

耶 23:2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斥責那些牧養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說、你們趕散我的羊群、並沒有

看顧他們‧我必討你們這行惡的罪‧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 23:5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

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6 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

耶和華我們的義。 

 4. 第四篇信息(23: 9-40)：斥責虛假之先知 

耶 23:15 所以萬軍之耶和華論到先知如此說、我必將茵蔯給他們喫、又將苦膽水給他們喝、因為

褻瀆的事出於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 

耶 23:32 耶和華說、那些以幻夢為豫言又述說這夢、以謊言和矜誇使我百姓走錯了路的、我必與

他們反對‧我沒有打發他們也沒有吩咐他們、他們與這百姓毫無益處‧這是耶和華說的。 

5. 第五篇信息(24)：兩筐無花果樹之比喻 

耶 24:5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被擄去的猶大人、就是我打發離開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

的、我必看顧他們如這好無花果、使他們得好處。 

耶 24:8 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將猶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領、以及剩在這地耶路撒冷的餘民、並

住在埃及地的猶大人、都交出來、好像那極壞、壞得不可喫的無花果。 

6. 第六篇信息(25)：七十年被擄與神的刑罰 

耶 25:11 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駭‧這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12 七十年滿了以後、我

必刑罰巴比倫王、和那國民、並迦勒底人之地、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荒涼‧這是耶

和華說的。 

 7. 第七篇信息(26)：聖城必被毀滅 

耶 26:4 你要對他們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若不聽從我、不遵行我設立在你們面前的律法、5

不聽我從早起來、差遣到你們那裏去我僕人眾先知的話、（你們還是沒有聽從） 6 我就必

使這殿如示羅、使這城為地上萬國所咒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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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第八篇信息(27-28 )：順服神管教 

耶 27:12 我就照這一切的話、對猶大王西底家說、要把你們的頸項放在巴比倫王的軛下、服事他

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 

耶 27:17 不可聽從他們、只管服事巴比倫王便得存活‧這城何至變為荒場呢。 

 9. 第九篇信息(29)：神的意念 

耶 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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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你們仍回此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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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第十篇信息(30-33)：安慰的書 

耶 30:3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猶大被擄的人歸回‧我也要使他們回

到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他們就得這地為業‧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 31:3 古時〔或作從遠方〕耶和華向以色列〔原文作我〕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

此我以慈愛、吸引你。4 以色列的民哪、〔民原文作處女〕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

你必再以擊鼓為美、與歡樂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耶 31:20 耶和華說、以法蓮是我的愛子麼、是可喜悅的孩子麼、我每逢責備他、仍深顧念他、所

以我的心腸戀慕他、我必要憐憫他。 

耶 31:31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耶 33:14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應許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15 當那日子、那時

候、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長起來‧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16 在那日子猶大必得

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四、歷史插段－敍述當時國都被圍攻及攻陷之史事（34-44 章） 

1. 亡國前國家的腐敗情形（34－39 章） 

2. 國亡後國家的紛亂情形（40－44 章） 

 

五、本書之附錄－巴錄從耶利米口述後之手筆（45-52 章） 

1. 巴錄的「蒙召」（45 章）－此段論巴錄得耶利米之權錄成本書 

2. 論列國遭審判之預言（46－51 章）－列國與以色列國的關係決定他們存亡之因素 

3. 歷史插段（52 章）－此段復述國都毀亡時之史跡，旨在指出列邦之手段，真神之公義 

現在我們處在主再來前最末了的一段時期，這是需要像耶利米這樣人的時刻。我們也是一班立約的

子民，神已經與我們立了一個新約，乃是用祂愛子的血作為印記；那是一個恩典的約。但是教會已

經離開了她起初的愛，從神的恩典中漂離得越來越遠，教會開始事奉她自己手中的工作，教會已經

變成一個屬世的機構、外表上人們是在敬拜神，但是其中沒有屬靈的實際。神的心因著祂的百姓被

分散，沒有牧人、受攻擊、被蒙蔽而破碎了！神要得著一般人像耶利米一樣能夠與神一同哀哭，能

夠含著眼淚說出嚴厲的話語，呼喚神的百姓們回轉歸向這個新約並且認識神的恩典。在這末了一個

世代中，為神得著歸回的見證。 

 

 

作業: 請分享耶利米的蒙召與他職事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