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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利米书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称之为圣殿讲道，

七1 – 八17 可能是约雅敬王
刚当上国王，耶利米

最后一位好王约西亚 → 约哈斯，
当了三个月，被掳到埃及刚当 国王，耶利米

所传讲的信息…
当了三个月，被掳到埃及

→ 约雅敬

卅六5 耶利米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
耶利米在约雅敬执掌王权初期，还有自由到圣殿传讲信息。

传讲这信息时，距巴比伦大军压境已经非常迫近，

耶利米就站在圣殿门口，对耶路撒冷百姓大声疾呼，耶利米就站在圣殿门 ，对耶路撒冷百姓大声疾呼，

不久将来尼布甲尼撒王即将带着大军来侵略，

会从他们当中掳走一批人，会从他们当中掳走 批人，

国中的政治领袖、精英、君王、太后，

都会被掳走都会被掳走

耶和华圣殿里纯金打造的器皿都会被带走

当时情况已经相当地迫切紧急，

耶利米大声教导耶路撒冷 姓 迫切为他们祷告耶利米大声教导耶路撒冷百姓、迫切为他们祷告，

甚至为即将死在战争当中的同胞悲伤哭泣。

七3-4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

「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

古代近东异教文化，相信每座城都有一个守护神明，

只要做好维护跟修建的工作，只要做好维护跟修建的工作，

神庙里的神明也会保护所在的那个城市。

想必南国犹大认为耶路撒冷的守护神就是耶和华上帝想必南国犹大认为耶路撒冷的守护神就是耶和华上帝，

当他们重修圣殿、确保圣殿宗教礼仪按部就班运作时，

已经为上帝尽诸般的义 耶和华上帝就应该保护他们已经为上帝尽诸般的义，耶和华上帝就应该保护他们

上帝就住在圣殿，当然耶路撒冷城就非常的平安

耶利米指责他们…
七9 11 你们偷盗 杀害 奸淫 起假誓 向巴力烧香七9-11 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

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
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敬拜；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

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
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
我都看见了。我都看见了。

耶利米这一番话刺穿了许多人心的隐情，揭发他们

除了在耶和华圣殿表面的敬拜之下除了在耶和华圣殿表面的敬拜之下，

私下生活真正的光景

记得听过一个小故事 ─记得听过 个小故事 ─
一群强盗到庙里面去拜偶像，

偶像一定保佑我抢劫要成功 不会被抓 大捞一笔偶像一定保佑我抢劫要成功、不会被抓、大捞一笔，

一定奉上白花花的银子，帮你重塑金身



这正是当时许多人的信仰光景，

平常欺 穷人 屈枉 直 现实势利 平常欺压穷人、屈枉正直、现实势利…
在安息日或节期的时候，上耶和华的殿祷告，

牵着 等 牛 羊去 祭牵着上等的牛、羊去献祭

但是耶和华上帝完全不领情 ─ 喊这群人叫贼，
奉在这群人把不当得利的金钱奉在耶和华的圣殿，

上帝不要这种钱！

耶稣曾用这段经文来责备在圣殿做兑换银钱生意的人，

当时各地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必须兑换圣殿通用的货币，当时各地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必须兑换圣殿通用的货币，

去奉献、或者购买祭牲，

 就有一群人兑换银钱 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 就有 群人兑换银钱，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

 买卖牛羊，卖得特别的贵，讨价还价

上帝的圣殿成为一群贪婪之辈获取金钱暴利上帝的圣殿成为 群贪婪之辈获取金钱暴利，

让敬拜的人一想到又要去圣殿朝圣，烦哪！

外邦人敬拜他们的假神，是一边拜一边放纵邪情私欲；

信上帝的人不只是遵行外在的宗教礼仪信上帝的人不只是遵行外在的宗教礼仪，

更重要的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会幕安置之地

七12 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
察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察

撒上一、二 当时祭司以利有两个儿子，都是祭司，

在 幕前 事 帝 跟在会幕前服事上帝的妇女搞起淫乱

 百姓献祭的时候，把祭肉给偷取过来

上帝愤怒、责备以利管教儿子非常的不当。

面对非利士人攻打的时候，他们以为只要有约柜就一定会打赢，只 有 赢
那场战争以色列人输得非常凄惨，约柜被敌人带走，

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是一个痛！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是 个痛
 1050 B.C. 非利士人把示罗给搅毁了

上帝透过耶利米向百姓说出当年示罗的光景…
对当时的 来说 震撼是相当的大对当时的人来说，震撼是相当的大 ─
耶利米是当年那位祭司以利的后代子孙，

着 诅因着老祖先以利以致得到一个咒诅，

就是家族的人世世代代都活不到老年

也是以色列历史中百姓的伤痛，赫然发现

原来上帝是会容许他的约柜被敌人带走，

 虽然约柜后来在大卫时期迎回耶路撒冷，

所罗门也盖了圣殿来安置约柜
 但每当提起示罗，大家就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耶利米就用这一段伤痛的历史，耶利米就用这 段伤痛的历史，

责备当时不知道大难就快要临头的这一群朝圣者 ─
上帝如何废掉示罗 也会因为耶路撒冷充满邪恶上帝如何废掉示罗，也会因为耶路撒冷充满邪恶，

而有一天废掉这个地方、甚至让约柜消失无踪！

中世纪时期有一群自称要收复上帝圣殿组成了十字军，

因耶路撒冷被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所统治因耶路撒冷被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所统治，

从欧洲港口出发，以发动宗教圣战名义，

路烧杀掳掠 终于攻打到了耶路撒冷沿路烧杀掳掠，终于攻打到了耶路撒冷…
上帝没有叫他们这么做，

还是让耶路撒冷重新落回穆斯林还是让耶路撒冷重新落回穆斯林手中

并非上帝无能，而是上帝要管教他的子民 ─
 不要靠外在的圣殿，就以为上帝与他们同在

 如果生命没有与上帝同在、违弃上帝的命令，

上帝同样会让他的荣耀离开他们

从新约的教导 ─上帝的圣殿就是神的教会，从新约的教导 上帝的圣殿就是神的教会，

并不是指有形有体的建筑物，其实就是我们…
代表上帝教会成千上万的信徒 生命的见证却是背弃上帝代表上帝教会成千上万的信徒，生命的见证却是背弃上帝，

那么我们的光景，跟耶利米所责备的百姓是没有两样的！



七16a 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七18b 妇女抟面做饼 献给天后 又向别神浇奠祭七18b 妇女抟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浇奠祭。

巴比伦人所敬拜的伊施塔尔女神
德国别迦摩博物馆，

有一大座是从巴比伦搬过去，

在欣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邱坛

尼布甲尼撒所盖的伊施塔尔城门…

七31 在欣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邱坛，
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

位在耶路撒冷西南方，

专门杀婴献祭献给假神摩洛
欣嫩子指的就是地狱，原文字跟

亚兰文、阿拉伯文「炉灶」，意思相似、阿拉 「炉灶」，意 相

古叙利亚文称之为「火坑」

王上十一7b 亚扪人可憎的神摩洛。

以色列百姓把儿女杀婴献祭献给摩洛…
代下廿八3a (亚哈斯王)在欣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
王下廿一6a (玛拿西王)并使他的儿子经火。
没提到是献给摩洛，应该也是献给别的假神
 当国家君王做出这么败坏的事情时，百姓有样学样，

国家败坏成一气的状况可想而知！家 坏成 气 想

王下廿三10-13 南国犹大最后一位好王约西亚王，

曾经拆毁摩洛的坛 禁止这种信仰的恶俗曾经拆毁摩洛的坛、禁止这种信仰的恶俗。

但从耶利米先知的指责、同时代以西结先知的记载中知道，

约西亚王去世之后 后来的王掌政时期约西亚王去世之后，后来的王掌政时期，

南国犹大百姓又开始恢复这种杀婴献祭的状况，

欣嫩子谷又兴旺起来欣嫩子谷又兴旺起来

陀斐特祭坛，有好多可怜的婴儿死在那里

耶利米就责备他们，有一天

杀婴献祭的欣嫩子谷 将成为你们遭审判的葬身之地 杀婴献祭的欣嫩子谷，将成为你们遭审判的葬身之地

许多人因战争而死亡，尸体被抛在这座露天的大炉灶

暴尸荒野人的尸体 会成 空中 鸟 走兽 食暴尸荒野人的尸体，会成为空中飞鸟、地上走兽的食物

当年入土为安的列王、首领、祭司、假先知们、

已经去世的百姓们，在战争期间尸体将会被挖出来、

骸骨曝露在当年所敬拜日月星辰下面，

成为滋润大地的天然肥料

多么令人可怕又觉得震惊的景象啊，

七25 26 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今日 我差遣

但一切都是他们所选择的结局。

七25-26 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
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

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
竟硬着颈项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上帝对南国犹大的愤怒也包括对属灵领袖、宗教人士，

姓的无知得到宗教人士的背书 就更加为所欲为 百姓的无知得到宗教人士的背书，就更加为所欲为

所谓的智慧人，是没智慧的，

抄写律法书的人 是 帝抄写律法书的人，是乱掰上帝的话

八7 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八 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
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

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

自认为听得懂熟悉上帝律法的宗教人士、智慧人，

却是各个行事诡诈，应了太廿三13-15 当时耶稣
责备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瞎眼的领路…

人正要进天国，他们却把天国的门关了，
人要进去，他们却不容人家进去，， ，

他们侵吞寡妇财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要受更重的审判。



八18-22 耶利米看到这群百姓一窝蜂的追逐错误的预言、

高举假宗教人员 以致愈看愈悲痛高举假宗教人员，以致愈看愈悲痛，

他为着大难临头却不知悔改的百姓，非常的忧伤焦急…
我的愁苦难以医治，我的心在我里面悲痛欲绝，

因为我的同胞被压碎、我的心也碎掉了，
难道基列没有乳香吗 难道那里没有医生吗难道基列没有乳香吗？难道那里没有医生吗？

为什么我的同胞总是不得痊愈呢？

一位忠贞服事上帝的人，

必定是顾念群羊、并且珍爱世人的灵魂，

问题在耶利米的时代，大部分的人

对耶利米所流下的眼泪是麻木、不领情的。对耶利米所流下的眼 是麻木、不领情的。

在这一篇圣殿讲道之后，

耶利米还要开始面对亲友不断地弃绝跟仇视，耶利米还要开始面对亲友不断地弃绝跟仇视，

他的光景是一天不如一天。

从这篇圣殿讲道当中知道 ─

一、像上班一样打卡、

按时间到上帝的殿报到，时间到 帝 到，

不能取代内心真诚的悔改

二、遵守外在宗教仪式，

不能取代我们内心对上帝的顺服

三、一个拥有信仰图腾或记号的建筑，

不能取代我们不能取代我们

与神真正建立起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