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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舊約概論舊約概論舊約概論－－－－馬友藻博士馬友藻博士馬友藻博士馬友藻博士著著著著

耶利米書

DCCC國語主日學304

2016年12月11日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耶利米（本書大部分乃耶利米手筆，

其餘是他口傳給其文書巴錄代書）

•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620－560B.C.（從下筆至收筆）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耶路撒冷（主要在耶城，其他在埃及

和巴比倫）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主要指出猶大拜偶像的罪行，若不悔

改必招惹神的審判

•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以色列之敗亡

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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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 耶利米(耶和華高舉)約生於猶大惡王瑪拿西之時代，是大祭司族之後。
• 共歷五代的王，前後有四十年間( 一2~4 )，就是約西亞王在位十三年( 主前六二六 )，至西底家王在位十一年( 主前五八六年 ) 。
• 約西亞在位十八年時,修葺聖殿,找到律法書,掃除瑪拿西所建立之邱壇偶像, 舉國復興過來（參王下22－23章）。
• 在位三十一年時（609B.C.，年三十九歲），他不聽先知之忠諫，在米吉多抵擋幫助亞述復國的埃及王尼哥，結果反被尼哥所殺。尼哥乘勝攻擊猶大，把登位僅三月約西亞之二子約哈斯擄至埃京去。其兄約雅敬被尼哥立爲猶大王，猶大便成爲埃及之傀儡國。

歷史背景(2)
• 605B.C.猶大國（約雅敬）便變爲巴比倫之傀儡國。598B.C.時，約雅敬反叛巴比倫，巴王尼布甲尼撒以大軍圍攻耶京報復，約雅敬莫名其妙死去（可能是軍變；參耶22:18-19），其子約雅斤剛繼位三月，巴王把他與其餘的一萬精銳青年及國內技工擄到巴比倫去。
• 597B.C.巴王立約西亞幼子西底家爲王。當西底家任政時，耶利米曾勸國王順服巴比倫乃神管教之工具（參耶21,27,29,34,38），惟西底家不肯順服，並以叛徒之名把耶利米囚於皇獄中。588B.C，埃及新王何弗拉（耶44:30）與西底家結盟反叛巴比倫，結果在586B.C.經十八月之苦戰耶京終於陷落，西底家的眼睛被剜，被銅鏈鎖著，帶到巴比倫去。

大綱大綱大綱大綱一一一一、、、、耶利米的蒙召耶利米的蒙召耶利米的蒙召耶利米的蒙召（（（（1111））））二二二二、、、、警誡猶大的預言警誡猶大的預言警誡猶大的預言警誡猶大的預言（（（（2222－－－－33333333））））A.在約西亞與約雅敬時代的資訊＝2－20 B.在國亡前不同時代的資訊＝21－33 三三三三、、、、歷史插段歷史插段歷史插段歷史插段（（（（34343434－－－－44444444））））A.國亡前的情形＝34－39 B.國亡後的情形＝40－44 四四四四、、、、巴錄的巴錄的巴錄的巴錄的「「「「蒙召蒙召蒙召蒙召」（」（」（」（45454545））））五五五五、、、、警誡列國的預言警誡列國的預言警誡列國的預言警誡列國的預言（（（（46464646－－－－51515151））））六六六六、、、、歷史插段歷史插段歷史插段歷史插段（（（（52525252））））（國亡情形的復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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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時間 內容1 約西亞13年 耶利米蒙召2 負恩悖逆3 約西亞 認罪蒙恩4 嘆猶遭災5 不敬不信6 不聽警教7 (約雅敬登基) 聖殿講章(下接26章)891011 勿為民禱12 與神爭辯13 麻布腰帶/酒罈

章 時間 內容14 乾旱之災15 代求無用16 不可娶妻生子17 人心詭詐18 窯匠弄泥19 打碎瓦瓶20 巴施戶珥枷鎖先知21 西底家 求問耶利米22 約雅敬 論猶大三惡王23 論假先知24 西底家 兩筐無花果25 約雅敬4年 預言被擄70年26 約雅敬登基 民欲治死耶利米
http://www.biblepoint.net/preview/ot/jer1-p.htm

章 時間 內容27 西底家登基 耶利米負軛勸降28 西底家4年 哈拿尼雅折斷木軛29 西底家 致被擄者之信3031 西底家 預言歸回，立新約32 西底家10年 圍城，被囚，買地33 西底家10年 被囚，預言歸回34 西底家 圍城，釋奴又反悔35 約雅敬 利甲族遵祖命禁酒36 約雅敬4-5年 王焚書信37 西底家 被捕，囚於地牢38 西底家 囚於泥坑/護衛兵院39 亡國 城破

章 時間 內容40 亡國 耶利米獲釋41 亡國 基大利被殺42 亡國 百姓求問耶利米43 亡國 耶利米被挾往埃及44 亡國 向逃民發預言45 約雅敬4年 安慰巴錄46 埃及47 非利士48 摩押49 亞捫、以東…50 巴比倫51 巴比倫52 亡國 城破被擄
http://www.biblepoint.net/preview/ot/jer1-p.htm

一、耶利米的蒙召耶利米的蒙召耶利米的蒙召耶利米的蒙召（1）

•
4444 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5555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做列國的先知。」 7777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什麼話，你都要說。 8888 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
16161616 至於這民的一切惡至於這民的一切惡至於這民的一切惡至於這民的一切惡，，，，就是離棄我就是離棄我就是離棄我就是離棄我，，，，向別神燒香向別神燒香向別神燒香向別神燒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跪拜自己手所造的跪拜自己手所造的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發出我的判語我要發出我的判語我要發出我的判語我要發出我的判語，，，，攻擊他們攻擊他們攻擊他們攻擊他們。

•
17171717 「所以你當束腰，起來將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話告訴他們。不要因他們驚惶，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前驚惶。 18181818 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眾民反對。 19191919 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二、警誡猶大的預言警誡猶大的預言警誡猶大的預言警誡猶大的預言（2－33）
A. 在約西亞與約雅敬時代的資訊＝2－20 20 7777 耶和華啊，你曾勸導我，我也聽了你的勸導，你比我有力量，且勝了我。我終日成為笑話，人人都戲弄我。 8888 我每逢講論的時候就發出哀聲，我喊叫說：「有強暴和毀滅！」因為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凌辱、譏刺。 9999 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我便心裡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18181818 我為何出胎見勞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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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誡猶大的預言警誡猶大的預言警誡猶大的預言警誡猶大的預言（2－33）
B. 在國亡前不同時代的資訊＝21－33 21 9999 住在這城裡的，必遭刀劍、饑荒、瘟疫而死；但出去歸降圍困你們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為掠物。23 5555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25 11111111 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駭，這些國民要服侍巴比倫王七十年。26 8888 耶利米說完了耶和華所吩咐他對眾人說的一切話，祭司、先知與眾民都來抓住他，說：「你必要死！ 9999 你為何託耶和華的名預言說『這殿必如示羅，這城必變為荒場無人居住』呢？」29 111111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三、歷史插段歷史插段歷史插段歷史插段（亡國前亡國前亡國前亡國前34－ 39）
• 作者先指出耶路撒冷亡國之主因有二：
• 昏君西底家屢次不聽先知的忠言，而招惹神的審判（34章）。 21212121 並且我必將猶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領，交在他們仇敵和尋索其命的人與那暫離你們而去巴比倫王軍隊的手中。
• 耶利米以四章的篇幅專論西底家的愚昧（34，36－38）與因愚昧而招惹的結局－神的審判－國家被亡，自己被擄（39）。 猶大居民對先知之言亦是忠言逆耳，因此神的審判正在眉前（35）。
• 36 3333 或者猶大家聽見我想要降於他們的一切災禍，各人就回頭離開惡道，我好赦免他們的罪孽和罪惡。
• 38 3333 耶和華如此說：這城必要交在巴比倫王軍隊的手中，他必攻取這城。」4444 於是，首領對王說：「求你將這人治死，… 牢獄裡沒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三、歷史插段歷史插段歷史插段歷史插段（國亡後國亡後國亡後國亡後40－44）
• (1)昏庸的首領（40）－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滅耶路撒冷後立基大利爲官長，此人昏庸無能，不能分辨真僞，而致被殺；
• (2)無政府狀態（41）－基大利被暗殺後國家大亂，很多無辜之人被殺害；
• (3)軍長的昏庸（42）－繼基大利後，軍長約哈難不肯聽從耶利米的忠告，暗指國亡後的首領與前者一樣固執剛愎，不聽神僕人之話；42:2 …為我們這剩下的人禱告耶和華你的神
• (4)先知的事迹（43－44）－此段指出耶利米被擄到埃及居住，在那裏傳神旨意，結果仍是碰到耳朵發沈的人。
• 43:2你說謊言！耶和華我們的神並沒有差遣你來說：『你們不可進入埃及，在那裡寄居。』

四四四四、、、、巴錄的巴錄的巴錄的巴錄的「「「「蒙召蒙召蒙召蒙召」（」（」（」（45454545））））

• 45454545 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第四年，尼利亞的兒子巴錄將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說的話寫在書上。耶利米說： 2222 「巴錄啊，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 3333 巴錄曾說：『哀哉！耶和華將憂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唉哼而困乏，不得安歇。』 4444 你要這樣告訴他：『耶和華如此說：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毀，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5555 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我必使災禍臨到凡有血氣的，但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為掠物(but wherever you go I will let you escape with 
your life )。』這是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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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警誡列國的預言警誡列國的預言警誡列國的預言警誡列國的預言（（（（46464646－－－－51515151））））

• 在46－51章內，耶利米數算列國的罪行，旨在指出地上萬國與以色列般同要服在神的道德律下接受神的審判。神不但是統管以色列，也是掌管萬國的神。在此遭神所宣判的共有十國（與以賽亞同）：
• (1)埃及（46:1-12）；(2)巴比倫（46:13-28; 50-51章）； (3)非利士（47章）； (4)摩押（48章）； (5)亞捫（49:1-6）; (6)以東（49:7-22）； (7)大馬色（49:23-27）；(8)基達與; (9)夏瑣（49:18-34）； (10)以攔（49:34-39）。

耶利米書中的以色列地之外各耶利米書中的以色列地之外各耶利米書中的以色列地之外各耶利米書中的以色列地之外各地地地地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100#

六六六六、、、、歷史插段歷史插段歷史插段歷史插段（（（（52525252））））

•
4444 西底家背叛巴比倫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領全軍來攻擊耶路撒冷，對城安營，四圍築壘攻城。 5555 於是城被圍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39)

•
31313131 猶大王約雅斤被擄後三十七年，巴比倫王以未米羅達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使猶大王約雅斤抬頭，提他出監， 32323232 又對他說恩言，使他的位高過與他一同在巴比倫眾王的位， 33333333 給他脫了囚服。他終身在巴比倫王面前吃飯。(22)

結結結結語語語語////屬靈的功課
• 16…我們向耶和華我們的神犯了什麼罪呢？』 11111111 你就對他們說：『耶和華說：因為你們列祖離棄我，隨從別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 12121212 而且你們行惡比你們列祖更甚，因為各人隨從自己頑梗的惡心行事，甚至不聽從我。…19191919 耶和華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難之日是我的避難所。…21212121 耶和華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使他們知道使他們知道使他們知道使他們知道，，，，就是這一次使他們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就是這一次使他們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就是這一次使他們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就是這一次使他們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們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華了他們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華了他們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華了他們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華了。。。。」
• 今天不管還有沒有先知，上帝仍然尋找呼召那些謙卑和聖潔的人來傳揚福音和審判的信息。
• 33:3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1986)
• 4:3 耶和華對猶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說：「要開墾你們的荒地，不要撒種在荊棘中。(1995)



12/31/2016

6

附附附附圖圖圖圖一一一一、、、、耶利米書中的年代圖耶利米書中的年代圖耶利米書中的年代圖耶利米書中的年代圖

附附附附圖圖圖圖三三三三、、、、新約中之耶利米新約中之耶利米新約中之耶利米新約中之耶利米書書書書

8:10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做我的子民。
8:8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a]：「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9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
21:13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9:23耶和華如此說：「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誇口，財主不要因他的財物誇口。 24誇口的卻因他有聰明，認識我是耶和華，又知道我喜悅在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義，以此誇口。」這是耶和華說的。
附附附附圖圖圖圖四四四四、、、、耶利米與主耶穌之比較耶利米與主耶穌之比較耶利米與主耶穌之比較耶利米與主耶穌之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