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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8 - 九22 记载耶利米

在面对百姓刚硬抵挡、拒绝悔改的时候，
在面对百姓刚硬抵挡
拒绝悔改的时候
所唱出来的哀歌 ─丧礼送终的时候所唱的挽歌。
当耶利米在圣殿门口，
大家去朝圣、去敬拜，应该都是很欢乐的，
竟然有一个人唱起了哀歌，
一定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在那边唱起哀歌，还边讲道、边哭，
可想而知当耶利米唱起哀歌的时候，
可想 知 耶利米
哀歌 时候，
别人给他的表情一定非常的憎恶！
耶利米的心是不断地在流泪，
耶利米的心是
断地在流泪
 是为这一群人流泪
 难怪后来耶利米被称作泪眼先知、流泪的先知

上帝藉由耶利米站在人来人往的圣殿门口，
向百姓们讲述他们
 生命当中隐藏的罪恶、对上帝的欺瞒
 宣告即将面临战争爆发的悲惨事实
宣告 将
争
悲惨事实
耶利米义正词严的责备他们，但内心并不好受，
绝对没有幸灾乐祸的…
上帝吩咐耶利米不要再为病入膏肓的百姓代祷的时候，
耶利米的内心是整个都纠结在一起，
 耶利米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
不断地想抓住机会跟上帝祈求 ─
求 帝要饶恕 些
求上帝要饶恕这些人的过犯
犯
 上帝并不是不愿意饶恕，上帝一再地给他们机会，
但百姓总是硬着颈项、刚硬着 灵，
但百姓总是硬着颈项、刚硬着心灵，
拒绝上帝委任先知所告诉他们一切的信息

耶利米活在当代时，没有人欢迎他，死后很多人记念他，
 后来的犹太人尊称耶利米为「那先知」，
后来的犹太人尊称耶利米为「那先知」
指在所有的先知当中，最尊崇耶利米
 两约之间的次经玛加比二书，
两约之间的次经玛加比 书
就记载对耶利米的怀念…
耶利米对国家跟百姓是充满了爱心。
大祭司安尼阿斯说：
「神的先知耶利米爱自己的同胞犹太人，
常常为自己的百姓跟圣城耶路撒冷祷告，
常常为自己的百姓跟圣城耶路撒冷祷告
因为他对国家有爱、对同胞有情。」
但是耶利米当代的人心却蒙了脂油，
 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不了解什么叫真理、何谓真神
看 清楚事情 真相
解什 叫真理
真神
 搞不清楚谁才是真的先知、谁才是真正爱他们的人

路十九41-44 主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夕，

为耶路撒冷流泪，
为耶路撒冷流泪
日子将到，你们的仇敌
必筑起土垒来攻击、四面围困你，
要扫灭你和你的儿女，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上面，
因为你没有认出上帝施恩拯救你的好时机。
指 AD70 罗马大将军提多，攻打耶路撒冷的历史…
罗马大将军提多 攻打耶路撒冷的历史
耶路撒冷在历史上，经历过两场浩劫，
 耶利米时期 586BC 亚布月
(一般所说七、八月之间) 九号
 AD70 耶稣后来预言耶路撒冷被毁，
耶稣
耶路撒冷被毁
时间又落在亚布月九日
今天犹太人会在每年的亚布月的九号，记念圣殿被毁日。

九2-3 耶利米又像是一个看到悖逆的孩子，

感觉管教儿女非常无能为力的父母 样 他说
感觉管教儿女非常无能为力的父母一样，他说：
但愿我在旷野、有一个我藏身之处，
我好远远地离开你们这群人，眼不见为净；
因为你们真是难管教 —
劝也劝不动 管教也管不来
劝也劝不动、管教也管不来，
舌头弯得像弓一样，随时随地都想撒谎。
面对悖逆的百姓，
 在感情上他舍不得这群人被刑罚
 在公义的层面上，他知道这些人
将来被管教是咎由自取
南国犹大的状况像是得了病虫害的植物，
根都已经非常的腐烂 到最后
根都已经非常的腐烂，到最后
上帝必须要把它连根拔起彻底的治疗。

人往往是事后聪明，身在历史进程当中的人是迷糊无知的，
每个世代被上帝呼召出来成为先知的人，
每个世代被上帝呼召出来成为先知的人
是非常孤单，他们预先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当代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有
得懂 在
 先知看得很深、很远，没有人明白他们的心
先知的呼召在人看来并不是荣耀、乃是非常沉重的。
知 呼
并
重
耶八21 –九1耶利米的痛苦、悲伤，
耶利米的痛苦、 伤，

百姓们感受不到上帝的忌邪、跟上帝关系不好
 耶利米切身明了上帝公义的审判不容轻看，
上帝审判的烈火已经烧到门口了


他流着泪告诉当时圣殿来来往往的人说：
「我因为你们接下来遭遇的痛苦，我的内心也非常的痛苦，
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睛是泪的泉源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睛是泪的泉源，
好为我百姓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战地琴人」，
描述 个犹太音乐家
描述一个犹太音乐家，
在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进逼波兰时，
一个喜好音乐、暗中帮助犹太人的军官
个喜 音
暗中帮
太
官
豪森菲德，暗中保护了这位钢琴师。
豪森 德
豪森菲德讲了一句话：
「如果你要感谢我，还不如感谢上帝，
因为是他使我们在战乱的世代当中有盼望。」
后来纳粹德国节节败退，即将撤离波兰，
一个波兰神父劝豪森菲德快快离开德国的军队，
跑，
可是豪森菲德没有逃跑，他说：
「我知道上帝在咒诅作恶多端的纳粹德国，
但是我绝对不能
在此时此刻抛弃我们的同胞！」

就某方面，耶利米的心境跟豪森菲德军官是非常相像的，
 在悖逆上帝、作恶多端、泯灭良心的大时代中，
在悖逆上帝 作恶多端 泯灭良 的大时代中
因着相信上帝，他们的内心还是有盼望的！
 但是没有办法脱离所生存的世代，
但是没有办法脱离所生存的世代
当战争来临、审判临到的时候，
 他们必须勇敢的陪着同胞来面对灾难
 即使他们并不是作恶多端的人…
九17-18 最该痛哭流泪的，不是耶利米，

而是那群不见棺材还不肯掉泪的百姓，
你告诉他们，去雇那些善于唱哀歌的妇女，
帮丧家 起来痛哭流涕，看看她们哭泣的声音
帮丧家一起来痛哭流涕，看看她们哭泣的声音
能不能进到这一群麻木不仁的人的心坎，
好让这些哀哭的声音 能够把这一群
好让这些哀哭的声音，能够把这
群
作恶多端的人的眼眶催出一点眼泪来。

耶利米还是宣讲 — 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没有真神，
耶和华是无人 比拟的君
耶和华是无人可比拟的君王。
十12-13 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
创造大地，

耶利米跟以赛亚共同一致的说法，
 强调上帝的创造、提到上帝的救恩
 拜偶像的行为，愈拜内心只是更加的空虚
赛四四14-17 偶像往往是人们砍树，

把树的一部分当成火柴丢在火中取暖
 一部分拿来烤肉、吃饱，另一部分雕成偶像，
说：「你要救我、你是我的神。」
这 偶像既不能说话、还需要人抬着跑，
这些偶像既不能说话、还需要人抬着跑，
没有办法降祸、也无力降福。


耶利米非常传神的告诉他们，这种犹如
提前为自己办丧事的做法 是因为接下来 —
提前为自己办丧事的做法，是因为接下来
九21-22 死亡会上来进入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
死亡会击倒街上的孩童 消灭广场的少年
死亡会击倒街上的孩童、消灭广场的少年，
人的尸首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
收割的人遗落了的 把麦穗 没有人捡起来
收割的人遗落了的一把麦穗，没有人捡起来。
凡是没有受过肉体割礼的外邦人，
内心没有受过割礼、不是真正认识、相信上帝的人，
都
都会在接下来的战争当中遇到这些苦难，
，
所以赶快提早为自己办丧事吧…
这可怕的灾难是来自于 比伦尼布甲尼撒，
这可怕的灾难是来自于巴比伦尼布甲尼撒，
在接下来数年会在近东地区
无往不利的打仗、成为近东霸主，
使各国成为他的附属、屈膝称臣俯伏下拜。

先知的话言犹在耳，但人在历史当中所学到的教训，
往往就是人无法在历史当中学到教训。
往往就是人无法在历史当中学到教训
偶像无所不在地盘据着基督徒、非基督徒的心，
把短暂、空虚的东西，当得比真神上帝还要重要…
暂 空虚 东
得 真神上帝
重
十23-24 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人无法操控自己的命运，谁知道五年、十年之后的我们呢？
怎么料到死亡、灭亡，这么快就临到了！
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
人总是喜欢透过外在偶像产生心灵寄托
人总是喜欢透过外在偶像产生心灵寄托，
或建立外在的丰功伟业，来证实自己的精神不朽；
约一二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作工的果效永远都会随着他们。

从耶利米书这一段哀歌，看到耶利米的处境，
没有人说阿们 没有人认同 没有人喜欢
没有人说阿们、没有人认同、没有人喜欢…
 某方面，耶利米是失败的传道人
 按信仰，他是非常伟大的传道人，
按信仰
是非常伟大的传道
至今犹太人都记念他
想到被称作德国社会良知的潘霍华牧师，
1939 到美国访问，许多的牧者都挽留他，
但是他拒绝，他说：
「如果我此时此刻不分担我同胞们的苦难，
战争结束时，我无权参与德国基督徒生活的重建。」
后来潘霍华殉道了，希特勒下令将他处以绞刑，
但留下来的著作却重建了许多人的信仰，那是他的生命。
像耶利米讲的真话在当时被排拒，可是后来的人却记念，
像耶利米讲的真话在当时被排拒
可是后来的人却记念
作工的果效是一直回荡在历史的走廊、存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