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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利米书记载这一位先知的蒙召，
来看上帝如何在艰难的时代当中托付 个传道人
来看上帝如何在艰难的时代当中托付一个传道人，
教导传道人顺服他的心意、忠心的来事奉他…
一1-3 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

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
犹大王亚们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
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
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
代下卅四1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请按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
直到米吉多战争爆发，死在法老王尼哥手中。

开始播放

代下卅四 约西亚在位第十八年、二十六岁时，

下令重修耶和华的圣殿，大祭司希勒家发现律法书，
下令重修耶和华的圣殿
大祭司希勒家发现律法书
掌管利未人礼服的沙龙，他的妻子女先知户勒大
到约
到约西亚王面前解释律法，
前解 律法
约西亚才明白律法书的道理
律法书的内容，有人说是申命记，
有人说就是摩西律法书
 为什么律法书被尘封已久呢？
 玛拿西王多行不义，律法当时被视若垃圾、丢弃一旁
玛拿西 多
，律
弃 旁
 更有可能有敬畏上帝的祭司，
怕 帝的律法书被焚烧，偷偷藏了起来
怕上帝的律法书被焚烧，偷偷藏了起来


过了半个世纪后，律法书给挖出来，
可想而知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 没有上帝的话
可想而知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上帝的话，
国家、社会，是何等奇怪的光景。

耶一1b 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
代下卅四14b 祭司希勒家得了耶和华的律法书。
祭司希勒家得了耶和华的律法书
耶卅二7a 你叔叔沙龙…
代下卅四22b 户勒大是掌管礼服利未人沙龙的妻。

无法百分之百确认；但如果真的就是
无法百分之百确认；但如果真的就是…
耶利米从小生长在敬虔的家庭，带给他珍贵的属灵资产，
绝对可以孕育他成为 个看重上帝话语的人。
绝对可以孕育他成为一个看重上帝话语的人。
耶一1a 耶利米出生在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家族。



古代祭司是继承制 男 成年 后
古代祭司是继承制，男丁成年之后，理所当然成为祭司
所当然成为祭司


亚拿突城位在
耶路撒冷北方五公里的山丘上，
可以远眺约但河河谷、死海，
种满杏树，初春开放，非常的美丽

一5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上帝把耶利米分别为圣、单单归属于他，
 代表耶利米的一生都属乎上帝 ─
为上帝而生、也为上帝而活
 名字的意思：
耶和华上帝所指定、所建立的
上帝呼召耶利米当先知，而且担任列国的先知，
上帝呼召耶利米当先知
而且担任列国的先知
代表服事的范围非常大 ─
不只是自己的国家，
凡与南国犹大相关的邻邦各国，
都会听到他的预言。

就人性，耶利米的恐惧合情合理，
但上帝偏偏颠覆人的智慧 ─拣选无有的、叫有的羞愧，
拣选无有的 叫有的羞愧
卑微的、叫有地位的羞愧，软弱的、叫强壮者羞愧。
当年先知撒母耳奉命膏立新的君 取代扫罗
当年先知撒母耳奉命膏立新的君王取代扫罗，
看到大卫的长兄一表人才，以为应该是他，
岂知上帝拣选了牧羊少年，也就是大卫！
帝
牧羊 年
上帝拣选了在人看来微不足道、年纪很轻、
敏感脆弱、容易受伤，不正是提醒耶利米 ─
 不是倚靠自己的势力、人生阅历、才能，
乃是要倚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提醒旁边的人 ─不要过度高举有恩赐
不要过度高举有恩赐、才干的传道人，
才干的传道人
 为他拥有才干、恩赐感谢主
 但更要专心仰望、信靠那位呼召耶利米的
但更要专心仰望 信靠那位呼召耶利米的上帝，
他是赐人服事力量、赐给人荣耀他恩典的主

面对上帝的呼召，耶利米可没有得意忘形，
当面对别人都求之 得的先知 分时
当面对别人都求之不得的先知职分时，
他以自己的年纪太轻，作为推托的借口…
一6 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原文 na-ar，青少年的年纪，按利未人服事年龄，
青少年的年纪 按利未人服事年龄
或许才二十出头，还在见习生的阶段。
耶利米知道在叔叔伯伯的面前，只是乳臭未干…
 接受先知职分，带来的不是荣华富贵、明星牧者
 付上的代价可能是背后的攻击、直接的毁谤、嫉妒，
甚至身旁亲朋好友，
怀疑他精神妄想、把自己当成先知
廿九27 亚拿突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

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

一9 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这动作也代表耶利米一生的服事，顺服在上帝的管治当中，
「耶和华如此说」在全部旧约有 349 次
 耶利米书用了 157 次 ─讲的话不是凭着自己来讲的，
又被称作「耶和华话语的先知」
作上帝话语出口的代价是很大的 ─好听、难听的话，
上帝要你去讲 就必须忠实的作上帝话语的出口
上帝要你去讲，就必须忠实的作上帝话语的出口。
 耶利米虽承认，上帝的话成为他心中的欢喜快乐
 另方面 廿8-9
廿8 9 剖析他内心的痛苦…
剖析他内心的痛苦
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
「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 讥刺 」
「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
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
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从耶利米书可以看到真先知跟假先知的对比：
 真先知的口是被上帝管住的，用生命见证上帝的道，
真先知的口是被上帝管住的 用生命见证上帝的道
即使是责备、不顺耳、排斥跟唾弃的，还是要讲
 假先知却是哗众取宠，抓住人性的心理，
假先知却是哗 取宠 抓住人性的心理
 该责备的不责备，反而奉上帝的名说无关痛痒的话
 很会说祝福激励人的话，却不敢叫人认罪悔改
祝福
 传授成功人生之道，却不敢叫人面对十字架的苦难
 告诉人上帝多么爱我们，却不敢谈上帝公义的属性
你们是上帝话语忠心的管家吗？在教会是作传递
上帝话语信息、带领弟兄姐妹查经的人吗？
，
，
─
耶利米值得效法，但没有神的帮助，会胆怯
因为人性总是喜欢讨好人。
十五19b 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
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 你就可以

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正因为上帝有公义的属性，他会究察人的罪孽，
藉由 比伦来审判南国犹大 被掳到外邦
藉由巴比伦来审判南国犹大、被掳到外邦；
但正因为上帝有慈爱的属性，他不会永远怀怒，
他也宣告栽植跟建立，在公义的审判之后，
宣告栽
建
在
审
让悖逆的百姓有一些余民归回…
廿四6 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

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
卅一28 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
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
上帝拆毁代表他是公义的，南国犹大多行不义
 上帝栽植代表上帝是慈爱的，记念跟以色列百姓的约
研读耶利米书，不要留在悲情，而是应当看到盼望。


廿九11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耶利米传讲信息，在当时的世代像是一张乌鸦嘴…
一开始蒙召，他的口一发出来的话就是
开始蒙召 他的口 发出来的话就是
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后面才有建立、栽植。
农业用语

建筑用语

上帝透过耶利米的预言，以天灾作为背景、以战祸作为情节，
为要应验 申命记二十九章 摩西对以色列民讲过 ─
如果背约 必招惹咒诅、耶和华的审判、愤怒会临到
如果背约，必招惹咒诅、耶和华的审判、愤怒会临到…
申廿九24-28 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

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甚么意思呢？」
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事奉敬拜
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
都降在这地上 耶和华在怒气 忿怒 大恼恨中
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忿怒、大恼恨中
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

上帝接着透过两个异象，让耶利米看到 ─
上帝派他所出来的话绝 徒然返
上帝派他所出来的话绝不徒然返回、必然成就…
必然成就
一1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甚么？」

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
希伯来文
希
来 shaw-kede’ ，入春后最早发芽的植物，
最
，
又可翻译成警醒的树、守望的树，
亚拿突城的山丘遍满这些杏树。
一12 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

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
Show-ked’

透过第 个异象让耶利米知道 ─
透过第一个异象让耶利米知道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已经把话放在你的里头
 当你忠诚传讲我话时，每
当你忠诚传讲我话时 每一句话都会应验
句话都会应验，
因为我拣选你作我话语的出口

一13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甚么？」

我说 「我看见 个烧开的锅 从北而倾 」
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
北方的锅就是来自于北方的外患 ─
新巴比伦帝国、以及君王尼布甲尼撒，
要刑罚他们拜偶像、背弃上帝的罪。
上帝透过这两个异象，来坚固耶利米先知的呼召，
让耶利米知道 ─上帝的呼召已经临到他的身上，
 有一天他要在众人面前传讲神的话，
作坚城、铁柱、铜墙、铁壁
 代表每一次出现在人群中，
面对的不会是喝采、掌声，
而是百姓的冷漠、当权者的逼迫…
他只能忠心到底的传讲上帝的话，刚强无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