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米书

每个新的早晨
第二十课…

耶五二、耶利米哀歌

耶五二 是耶利米的秘书巴录

针对耶路撒冷被毁所做的附录
针对耶路撒冷被毁所做的附录。
历史上耶路撒冷有两次被毁—
586BC、AD70

每个新的早晨

从 耶卅九、五二、王下廿五 得知耶路撒冷被攻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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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座耶路撒冷城都发生了可怕的饥荒
整座
路撒冷城都发生
怕的饥荒
 西底家王逃亡失败而被活抓，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以中东处理
背叛者的方式，挖掉西底家的双眼
 圣殿、王宫中的珍贵物品洗劫一空
 百姓、贵族凡有可利用价值的，
全被抓到巴比伦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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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的景象，
可以从耶利米哀歌看到更细部的记载。
可以从耶利米哀歌看到更细部的记载
 先知耶利米在目睹国破家亡之后，
回顾耶路撒冷被毁的凄凉、写下这首诗歌
 直到今天，每逢阳历七月中到八月初、
犹太亚布月九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都会聚集在一起颂读耶利米哀歌，
用来悼念 586BC 及 AD70
非常巧合、发生在同月同日的圣殿被毁事件
耶利米用离合体诗的体裁、
揉合个人以及团体性的哀歌记述方式，
个人
体性的哀歌
来记录耶路撒冷被毁的景象，
以及众人在面对苦难内心的痛苦跟煎熬。

离合体诗又称作字母诗 —
每一节诗歌的头一个字，都是按照
希伯来文 22 个字母的次序来排列，
 譬如、
、
、
 比照英文来讲，有点像是ABCD

顺着每一节头一个字的铺陈，
帮助亡国的百姓们按着字母开头
的顺序去记下这一首诗，
能够自然而然地背诵。
如果再配合「韵脚」，
就是唐诗中的「押韵」，
就更容易对这诗歌朗朗上口、终身难忘。

耶利米写哀歌采取字母诗的体裁，
想 希望这首哀歌能够成为世世代代子孙
想必希望这首哀歌能够成为世世代代子孙
牢记亡国之恨、明白背信忘约所招来的审判之苦，
好让大家藉此记取历史的教训。
耶利米哀歌共五章的内容，
 一、二、四、五章，就是符合希伯来文

个
的铺陈，都是 十 节
二十二个字母的铺陈，都是二十二节
 第三章采取 22 的三倍 — 66 节来叙述，
每 节重复 个字母
每三节重复一个字母
耶利米哀歌的希伯来文卷名 'ekah，
意思指的是「为何 为什么」
意思指的是「为何、为什么」，
 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希伯来文字开头的字母
 字本身就是指「为何、为什么」，
字本身就是指「为何 为什么」
是人性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会求问苍天的语气

耶利米也描述当时耶路撒冷余剩的民，他们内心的悲哀…
二10-11 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

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
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至地。
描述这样的光景时，他在上帝面前哀哭说…

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
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
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
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
写到第三段时，他情绪悲壮地挥洒了
写到第三段时
他情绪悲壮地挥洒了
六十六节经文，每三节重复同一个字母，
从 个旁观苦难发生的人
从一个旁观苦难发生的人、
开始语气转换成为一个面对上帝、
质询上帝为何苦难发生的 个人！
质询上帝为何苦难发生的一个人！

哀一、二 以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的先后次序，

写出了让人听了感觉非常悲凄的哀歌
写出了让人听了感觉非常悲凄的哀歌，
谈到圣城的毁坏、圣殿被玷污的情景…
一1-3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

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
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
她夜间痛哭，泪流满腮；
把耶路撒冷比喻成可怜的寡妇，用的是阴性

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的。
指耶路撒冷城周边的列国…
指耶路撒冷城周边的列国

她的朋友都以诡诈待她，成为她的仇敌。
犹大因遭遇苦难 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
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
10 敌人伸手，夺取她的美物；
她眼见外邦人进入她的圣所 ─
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

三1-18 (新译本、节录) 耶利米在苦难中质询、控诉上帝…

我是在耶和华忿怒的杖下受苦的人，他引导我，
我是在耶和华忿怒的杖下受苦的人
他引导我
反让我走在黑暗中、不是走在光明里；
他真是终日不停地反手攻击我。
他真是终日不停地反手攻击我
他到上帝面前告诉上帝 —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答案…
这也是很多人面临苦难的感受

他像熊一样埋伏着，又像狮子在藏匿的地方等着攻击我；
他使我饱吃苦菜、饱享苦堇；
他用沙石使我的牙齿破碎、把我践踏在灰尘当中。
突然语气一转，从控诉…

你使我失去平安，我忘记什么叫作快乐，所以我说：
「我的力量已经消失，从上帝所得的盼望都没有了。」
言下之意表达内心对上帝很大的控诉跟不满 —
深信全能的神有他的 权， 然他是全能的，为什
深信全能的神有他的主权，既然他是全能的，为什么
不能救人脱离苦难、又让他活在忧患的时代中？

重新细数耶利米的背景…
 耶利米原来是亚拿突城的祭司，
耶利米原来是亚拿突城的祭司
很年轻的时候，上帝验中他作列国的先知
 上帝让他口中的预言没有一句落空、句句精准
上帝让他 中的预言没有 句落空 句句精准
 却又让他成为假先知跟百姓们嘲笑的对象
 还跟他说接下来会有战乱，不要结婚
在非常孤单的事奉当中，除了求告上帝、
记录他预言的巴录之外，他的内心经常非常孤单。
中国古代诗人屈原，可以因为
「众人皆醉唯我独醒」，选择投汨罗江。
但耶利米是上帝的人，知道
不能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
 忠心事奉神，却被摆在饱受欺凌、诬蔑的环境
忠心事奉神 却被摆在饱受欺凌、诬蔑的环境
 在众人皆醉唯他独醒的状况下，眼睁睁看着国家灭亡

英国著名文学家鲁益师，
是由写魔戒的托尔金带信主的。
是由写魔戒的托尔金带信主的
 经历幼年丧母之苦、跟父亲关系疏离，
二次大战从军，好朋友去世
 进牛津大学担任老师，
被同仁嫉妒迟迟无法升等为教授
 近六十岁时，终于结束单身生活，
跟美国女作家乔伊女士结婚，
没想到结婚两年不到，妻子却罹患癌症、去世
鲁益师即使生前为基督教的信仰写下了
很多护教、脍炙人口的基督教文学作品，
但好像上帝似乎不记念他半点的功劳，
还在他一生的路上撒满许多刺脚的石头。

耶利米在第三段哀歌道尽内心的辛酸，
好像抓着人开始说 — 上帝啊，他…多么地不好！
帝啊
多
可是突然语锋一转，开始单挑上帝…
三17-18 (新译本) 你使我失去了平安，我已忘记了福乐是甚么。

所以我说：「我的力量已消失了，
我从耶和华所得的盼望也没有了。」
我们的生命或许都经历耶利米内心那样地悲愤，
虽不是亡国之痛、但灵魂可能被压伤过 —
 遭遇不公不义不平的待遇、
欺骗、各样的环境，
灵魂深处曾经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痕
 苦难以疾病、环境、婚姻、家庭、战争，
不同形式临到不同种族 国家
不同形式临到不同种族、国家、
不同的人身上，连基督徒都不例外

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科教授尼克里写《两种上帝》，
比较鲁益师 佛洛伊德 面对苦难的态度
比较鲁益师、佛洛伊德，面对苦难的态度。
佛洛伊德一生被笼罩在仇犹主义的恐怖气氛中，
他自己就是犹太人 很聪明
他自己就是犹太人、很聪明，
 因生为犹太人，他饱尝羞辱，
为了保命，他远离维也纳、奔到了英国
 长年的烦闷躁郁，大量抽烟舒解心情，
结果罹患了上颚癌
 生命最后十六年，动过三十多次的手术，
无数次他告诉医生 —
希望用安乐死来解决他的困难
佛洛伊德虽然提出独到的
人类精神分析原理的见解，
人类精神分析原理的见解
却无法摆脱自己面对苦难的挣扎跟情绪。

曾经是无神论者的鲁益师，某个方面跟佛洛伊德很像—
他们的生性敏感 很有才华 但是很容易受伤
他们的生性敏感、很有才华，但是很容易受伤。
只是鲁益师选择一件事 —
如果真有上帝，我一定要抓着他问苍天，
一定要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
 他选择与上帝角力、面对自己的痛苦，
质问上帝这些困难、主该怎么来帮助他
 最后在跟上帝角力的过程中，
重
命
经历重生、生命经历医治
佛洛伊德始终回避信仰、攻击基督教，
他声称寻求上帝的人
都有「伊底帕斯情结」的精神官能症，
也就是有恋父或恋母情结。
也就是有恋父或恋母情结

何以耶利米的情绪会有这么巨大的转变呢？
 2006 毕约翰牧师在罹患前列腺癌的时候，
毕约翰牧师在罹患前列腺癌的时候
写了一篇文章《别浪费你的癌症》—
在 到苦
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可以毫无保留地
毫
留
跑到上帝面前，跟那位活生生的救主呼求，
上帝从来没有要一个受苦受难的人闭嘴
 诗篇许多的诗人在受苦时，对上帝坦承他们的内心
 希西家王向上帝痛苦祈求
 先知哈巴谷遇到不公不义，情词迫切跟上帝祷告
这些人的生命反映出来的是坦率、信靠、真诚，
他们知道上帝是谁、不用骗神、不用掩饰自己，
 在不断地倾心吐意当中讲出了自己的痛苦
 但也从不断跟上帝叙述的过程，思想到
但也从不断跟上帝叙述的过程 思想到
上帝是谁，最后就把盼望放在上帝的身上

或许根据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先知耶利米的表现
正是 种典型精神官能症的特征 —
正是一种典型精神官能症的特征
 先前还在正义凛然地控诉上帝
 哀三19-20 转瞬间他像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孩子…
瞬
像是 个软
耶和华啊，求你记念我如茵蔯和苦胆的困苦窘迫。
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
我们正猜想他是不是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写下哀歌
我们正猜想他是不是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写下哀歌，
突然 哀三22-24 蹦出一段非常震耳欲聋的赞美…
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每早晨 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
主啊！你是我的产业、我的安息之处。

耶利米情绪溃堤、反应奇怪，好像是在生孩子的妇人 —
在生产的那 剎那很痛苦
在生产的那一剎那很痛苦，
但生完之后，看到她的孩子、
脸上表情散发出荣光…
表情散 出荣光
耶利米从品味上帝的慈爱、属性当中看到盼望，
耶利米从品味上帝的慈爱
属性当中看到盼望
黑夜总是会过去的、曙光总是会来临、黎明一定会再到，
上帝的信实 如他摆设在宇宙当中的自然律，
上帝的信实一如他摆设在宇宙当中的自然律
很稳定又不会失序、
明天太阳依然会再次出现！
所以他发现 —
 上帝的信实没有隐藏、这只是暂时的黑夜而已
 真正善变失序的其实是人，一再地背约，
真 善 失序 其实是人， 再 背 ，
人还会为自己的罪性，不断地辩解、狡诈、掩饰

从哀三看到重要的转折 —
 一、二 他遇到苦难、他问苍天
他遇到苦难 他问苍天
 三 开始注重跟上帝此时此刻在苦难中的关系，
 遇到外在环境的变迁、苦难，使他暂时
遇到外在 境的变迁 苦难 使 暂
对上帝失去信心、生命感到绝望
 当绝望到底的时候，
选择跟上帝倾心吐意、讲出他所有的感觉
在这个过程，
他感受到上帝的手在摸他 他想起
他感受到上帝的手在摸他、他想起
这一位信实的上帝从来不说谎 —
 透过他嘴巴说的预言、没有一句落空
 现在虽然是黑夜，
但上帝应许的黎明总是会再来临！

哀四、五我们就看到…
第一章 耶城被毁的外观

苦难中的天问
第二章 耶城被毁的内部 苦难中的天问
第三章 暗夜中的曙光
暗夜中的
从苦难转向盼望
苦难
盼望
第四章 上帝降祸的原因 盼望中的悔改
第五章
章 向上帝的祈祷
盼望中的祈求
开始思量 — 苦难常是
开始
苦难常是人的悖逆、作孽彼此影响所造成，
作 彼 影响所造成，
而不要随便归纳是上帝的无情无义。
正因耶利米晓得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正因耶利米晓得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第五章他像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为百姓代求 —
五21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

便
转
我们便得回转。
求你复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每个世间经历过苦难的人，可能都会跟耶利米一样 — 在面对
不公不义的大环境时，认为自己很无辜。
公 义的大 境时 认为自己很无辜
但耶利米选择勇敢的面对，认定在
捉弄命运的上帝时 才顿时地警悟到 —
捉弄命运的上帝时、才顿时地警悟到
 上帝圣洁的烈火、原可将全世界的人
一把火烧光光，但上帝没有这样做
有这样
 上帝不但让他与一群罪人同在，而且将
爱罪人的心放在他的里头，为这一群人哀哭、祷告

想想我们平常作人，并不是完全的公道，
竟然因为受了 点苦 就开始骂上帝 挑战他的公义
竟然因为受了一点苦，就开始骂上帝、挑战他的公义。
耶利米在 耶利米哀歌 后面的叙述，提醒跟他一样控诉上帝的人
要悔改
要悔改，上帝饶我们一马、不要浪费神的恩典。
帝 我
浪费神
典
当耶利米谱出哀歌时，他的苦难还在继续，
他的信心已经进到更高的层次
高
次 — 晓得上帝已经给他应许
帝
给他
 每个新的早晨都在宣告前一晚梦魇的终结
 上帝赐给倚靠他的人重新出发的力量、面对每个新的早晨

当耶利米不断控诉、埋怨上帝时，
上帝也不正是将这样的怜悯、接纳放在耶利米的身上吗？
耶利米原本那 幕 幕想来困苦的经历，
耶利米原本那一幕一幕想来困苦的经历，
突然开始转为赞美上帝的题材，发现到 —
 如果不是上帝处处留情，他岂可看到明天的太阳
如果不是上帝处处留情 他岂可看到明天的太阳
 有谁能够禁得起上帝真正最可怕的终局审判跟烈怒？

耶利米知道已经一无所有，
耶利米知道已经
无所有，
他没有失去一个重要的东西叫「盼望」，
只要他还愿意求告信靠神，
只要他还愿意求告信靠神
 耶和华将是他永远的产业、灵魂安歇的圣所
 上帝的信实将如每天旭日东升的太阳、从不缺席
上帝的信实将如每天旭日东升的太阳 从不缺席
他也决意继续地仰望他、把心交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