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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书的文体，融合了诗歌体、散文体，
穿插人称的转换、人物情节的变化，非常生动
 仔细研读耶利米书，
很难不被它字里行间的信息打动，
甚至边读，会边陪着耶利米流泪祷告


非常期盼在这二十堂课程的学习中，
 不仅陪伴着弟兄姐妹
耶
书 真
一起进到耶利米书的真情世界
 也能够从经文当中，
了解耶利米所服事的时代，是 个
了解耶利米所服事的时代，是一个
道德败坏的社会、神棍横行的世代
 更多从耶利米事奉的榜样、分享的信息当中，
学习作一位持守真理、宣扬真道的服事者

耶利米书
公元前七世纪的先知耶利米的著作，
透过私人秘书巴录整理、编辑、汇整，
 被列为大先知书的第二卷，共五十二章，
被列为大先知书的第二卷 共五十二章
实际原文长度超过以赛亚书，
是先知书中原文内容最长的一卷
是先知书中原文内容最长的
卷
 是先知书中最多表述先知个人的祷告、
服事心路历程 情绪的高低起伏
服事心路历程、情绪的高低起伏、
与上帝之间深刻对白的一卷书

刘幸枝博士
与夫婿
张圣佳博士

读起耶利米书，会感觉非常的人性化 ─
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一个服事上帝的人，
字 行间中感受到 个服事 帝的 ，
内心的挣扎、服事历程中跟上帝的关系。

如何阅读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并不是按着时代的先后次序，来记录预言，
书
时代的先后次序
言
 耶利米的预言不是一次讲完，服事时间达四十多年，
巴录点点滴滴记述耶利米所有的预言
 耶利米书记载，在预言的过程当中，
 第一次记录的预言，送给约雅敬国王，
国王将上帝的话语割破、丢在火炉里
 巴录只好根据耶利米口述第二次的预言，再次记录，
在一个动荡的世代，不容易保存所有的预言，
所以没有按照年代次序来做编排
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大段落、重要的主题，
 掌握所记载经文事件发生的年代
 老师从章节的段落抓出核心的主题，
老师从章节的段落抓出核心的主题
带各位有系统的研读耶利米书的经文

经文鉴别─希伯来文的马索拉抄本
圣经公会出版希伯来圣经 BHS ，就是根据
就是根据
马索拉学派学者《列宁格勒抄本》为底本，
目前最早、最完整的希伯来旧约抄本
前最早 最完整的希伯来 约抄本
 华人教会和合本圣经是按这个版本编排的


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
译
 公元前二、三世纪，
一群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翻译
 比马索拉抄本短少 1/8、2700 字，次序也有些不同
旧约学者 Gleason Archer 认为：
 可能耶利米时期，有
可能耶利米时期，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在流传
个更早的版本在流传…
影响在埃及翻译出来的希腊文七十士译本
 耶利米死后，巴录把更多的讲章、预言内容
耶利米死后 巴录把更多的讲章、预言内容
扩充编排，而影响形成马索拉抄本的底本

这些情形，都可以从比耶利米更早出来服事、
同时期先知西番雅的信息当中看到…
时期先知 番雅的信息当
到
番三1-3 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
番三

她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
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她的神。
 她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
 她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
 她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
 她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
耶和华在她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
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
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
西番雅记载政治领袖、神职人员、审判官、平民老百姓，
西番雅记载政治领袖、神职
员、审判官、平民老百 ，
所呈现出来的信仰、社会道德败坏的光景。

时代背景 ─耶利米在犹大约西亚王在位第十三年，
蒙召成为耶和华的先知，大约
和华的 知
627 – 626B.C.，
 服事期间横跨约西亚王、约哈斯王、
约雅敬王、约雅斤王、西底家王
 直到南国犹大 586B.C. 灭亡，
还一直在犹太人当中担任先知工作
服事时间长达四、五十年，是南国历史最动荡不安的时期，
面对国家即将灭亡、目睹耶路撒冷被攻破、人民被杀…
这些动荡不安的情形，
 实在因为当时南国犹大的百姓离弃了上帝、
崇拜各样的偶像、背弃上帝的律法，
崇拜各样的偶像、背弃上帝的律法
忘记先祖与上帝所曾立下的约
 宗教愈来愈堕落、社会道德愈来愈败坏，
宗教愈来愈堕落 社会道德愈来愈败坏
从政治领袖到平民百姓，愈加贪婪腐化、毫无廉耻

南国犹大道德败坏、社会公义不彰，
早从约西亚王的祖父玛拿西王时代
就已经开始，登基长达五十五年…
王下廿一2-6 玛拿西行重新建筑他父希西家所毁坏的邱坛，

又为巴力筑坛，做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
且敬拜事奉天上的万象 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
且敬拜事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
并使他的儿子经火，又观兆，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
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利米担任先知四、五十年中，
国家社会就是在承受玛拿西王毁坏的后果。
国家社会就是在承受玛拿西王毁坏的后果
代下卅三11-13 亚述王的将帅用铙钩钩住玛拿西，

用铜炼锁住他 带到巴比伦去
用铜炼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
他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
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

他昔日所铸成的错误，对子孙的贻害都已经造成了！

玛拿西王去世，其子亚扪接续作王，
多行 义 两年就被臣子造反杀掉
多行不义，两年就被臣子造反杀掉。
约西亚王登基，是耶利米所遇到的第一位王，
 南国犹大最后一位好王
南国犹大最后 位好 ─敬畏耶和华上帝，
敬畏耶和华上帝
拆毁祖父、父亲建立的神坛，重修圣殿
 列王纪：大祭司希勒家发现律法书，
家
交给书记官沙番诵读给约西亚王聆听，
女先知户勒大解释律法
 律法书重现，促成约西亚作王第十八年的宗教改革
很可惜只是流于表面，没有办法彻底重建信仰根基，
 百姓、政治领袖、神职人员都只是表面敷衍，
信仰的骨子里还是只求功利、不求悔改的模式
 以为守住外在的宗教仪式，对上帝就有交代，
以为守住外在的宗教仪式 对上帝就有交代
只要耶路撒冷圣殿还在，耶和华就不会离开他们

605B.C. 改变中东局势的迦基米施战争爆发，

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打败埃及法老王尼哥，
巴比伦国
尼布甲尼撒打败埃及法老 尼哥
成为中东霸主，从打败各国中搜罗许多的菁英…
 从耶路撒冷掳走第一批菁英，有但以理及三位朋友
从耶路撒冷掳走第 批菁英 有
 597B.C. 巴比伦第二次掳掠耶路撒冷，
掳走后来在迦巴鲁河边蒙召作先知的以西结
自从巴比伦崛起，约雅斤、西底家的外交政策，
一直处在巴比伦、埃及之间摇摆状态…
想求得国家苟延残喘的机会，忘记求告上帝
想求得国家苟延残喘的机会，忘记求告
帝─
 以为耶和华的圣殿还在耶路撒冷，
就会有平安的日子来到
 当时的先知讲一些让群众听了
喝采、叫好的假话，不断地说：
平安哪 、平安，一切都平安！

612B.C. 新巴比伦帝国拿布波拉撒攻陷亚述首都尼尼微，

为遏止巴比伦的坐大，法老王尼哥
为遏止巴比伦的坐大
法老 尼哥
609B.C. 出兵支援亚述反抗军，
南国约
南国约西亚王草率出兵，战死在米吉多，
草率出兵
在米吉多
导致埃及控制整个南国犹大…
犹大百姓拥立约西亚王的次子约哈斯作王，
不听法老王的话 法老王尼哥三个月就把他废掉
不听法老王的话，法老王尼哥三个月就把他废掉
 另立约西亚的长子约雅敬，
王下廿三 罚南国缴纳…，向百姓横征暴敛、抽重税
罚南国缴纳
向百姓横征暴敛 抽重税
耶卅六 杀害先知乌利亚、把耶利米预言书割破、
盖宫殿 狂妄自大 招来上帝的审判 ─
盖宫殿…狂妄自大，招来上帝的审判
廿二19 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扔在城门之外
 南国犹大末代两位君王约雅斤、西底家，
南国犹大末代两位君王约雅斤 西底家
完全没有力量来改善当时的败坏状况


就在国家彼此上下装傻，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出现了 ─
那就是耶利米 像 根针
那就是耶利米，像一根针，
把每个人心中自我膨胀的部分都给戳破了，
 这声音来自于上帝对耶利米的托付
这声音来自 上帝对耶利米的托付
 告诉这群人：没有平安、你们没有平安！
耶利米成为时代的异数，一生的事奉没有掌声，
只有咒骂、批评、掌嘴、逼迫、羞辱、监禁…
虽然好几次想放弃，但无数次与上帝深刻的祷告、交流，
使他一次又一次的坚持下去。
持
耶利米一生从未享受过明星牧者的待遇，
 为主受苦、忠诚的传讲上帝的话语
 多次下榻的地方是监狱，而不是五星级的套房
新约提到耶稣好像「即将宰杀的羊，默默地被带到宰杀之地」，
新约提到耶稣好像「即将宰杀的羊，默默地被带到宰杀之地」
经文背景是来自耶利米书，记载耶利米受苦的光景。

阅读耶利米书，不单只是因为它是圣经当中的一卷，
对事奉上帝的 来说 耶利米书是
对事奉上帝的人来说，耶利米书是一面清澈的镜子，
清澈的镜子
 让每一位事奉上帝的人，不是预设立场 ─
我事奉上帝 我配得尊荣
我事奉上帝、我配得尊荣
 从耶利米的身上看到、不是如此，
 他从一开始蒙召，就预备好为主受苦
 一生的事奉，教导服事上帝的人 ─要有受苦的心志
有时走不下去，就求主再次赐我们力量，
回到祂的面前、抓住主、呼求主，
跟主坦露内心的脆弱、无力感…
相信主当年给耶利米鼓励 安慰 力量
相信主当年给耶利米鼓励、安慰、力量，
主也会再次给愿意事奉、跟随祂的人，
能够在悖逆上帝 不喜悦上帝的话语 抵挡上帝
能够在悖逆上帝、不喜悦上帝的话语、抵挡上帝、
偏离上帝话语的时代，作上帝忠贞的仆人。

潘霍华是上个世纪、二次大战时期，
为主殉道的一个殉道者…
为主殉道的一个殉道者

上帝啊！
我虽孤单 你却不离开我；
我虽孤单，你却不离开我；
我虽软弱，你却不丢弃我；
我心里黑暗，有你同在就有光明；
我心里浮躁，有你安慰就有平安；
我心里怀恨，有你激励我就能忍耐。
你的道路超越人的理解，
但你知道我所当走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