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9/21-10/26 耶利米書課程表

耶利米書是聖經中最長的一卷書、書包括了歷史、詩歌和傳記。神選召
耶利米在猶大國最黑暗的時期，作神的代言人，他在淚眼中不斷向猶大
人宣告神的審判、苦口婆心地懇求他們悔改、無耐沒有行動反遭厭棄與
逼迫。歷經四十年信心的考驗，耶利米終於看到許多預言實現，包括神對
猶大的審判：淪陷與流放。 然而現今的時代與耶利米的時代很相似，都是罪惡深重的時
代，屬神的子民當如何領受神的信息成為這時代的器皿。

日期

內容

經文

1.

9/21

(一)被擄前的預言(1-39)
第一講：耶利米的蒙召與時代背景
異象：杏樹枝
燒開的鍋

耶 1

2.

9/28

第二講：神對猶大的審判與預言
聖殿訓諭

耶 2-10 章

3.

10/05

第三講：耶利米的哀嘆與呼求
異象：葡萄園
腰帶
酒滿壇
旱災
窯匠摶泥

耶 11-20 章

4.

10/12

第四講：耶利米與君王及假先知
復興的應許
異象：二筐無花果
十七舍克勒銀子買地贖回

耶 21-39 章

5.

10/19

(二)被擄後的預言(40-52)
第五講：耶路撒冷倫陷與對列國的預言
耶利米在埃及
異象：法老宮門的磚石
不倒空的酒

耶 40-52 章

6.

10/26

第六講：耶利米哀歌

哀 1-5 章

章

耶利米書
第一講

耶利米的蒙召與時代背景

劉梅蕾師母

背景: (王下 17:1-41; 王下 22-25 章；代下 34-36 章)
。
北國(以色列)於主前 721 年亡於亞述帝國
離棄耶和華神；製造偶像；敬拜天上的萬象，使兒女經火；用占卜法術與異族通婚，
隨從外邦的習俗……….
亞述帝國於主前 606 年亡於巴比倫
南國(猶大)
第一次被擄於主前 605 年約雅敬在位時－王下 24:1-7;代下 36:5-6
實際人數不詳，但以理與三個朋友也在內
第二次被擄於主前 597 年約雅斤王在位時－王下 24:13-16
約有一萬人；其中大能勇士七千；匠人一千；其餘是重首領與民眾
第三次被擄於主前 586 年西底家王在位時－王下 25:8-12
除了那些稱為民中最窮的以外全數被擄，大約有數萬
耶利米：原希伯來文之義”耶和華使之高舉，拋扔”
a. 具有祭司(1:1)及先知(1:5)的雙重身份
b. 歷經猶大國五個王朝: 約西亞、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和西底家
c. 主要服事是對猶大和耶路撒冷發預言
d. 是歷經預言應驗被擄前後的先知
耶利米書中的基督：祂是為我們流淚哀哭的先知 (路 19: 41)
新約中的引用: 耶 7：11 太 21：13
耶 5：21 可 8：18
耶 6：16 太 11：29
耶 50：6 太 10：6
耶利米書中神的名字: 耶和華我們的義(耶 33:15-16)
耶利米書中聖靈的工作: 火的表記(耶 5:14, 20:9)
耶利米書是舊約中的「新約」: （十一 2、3、9、10，十四 21，廿二 9，卅一 32、33，卅
二 40，卅三 20、21 及五十 5）

一. 耶利米的蒙召

(耶:1:4-10)

1.
2.
3.
4.
5.

耶和華的話常臨到
未出母腹就分別為聖
神的旨意是被派作列國的先知
年幼的身份
被差遣, 不要懼怕(1:7, 17-19)
神的同在, 神的應許
6. 神的按手
7. 神的託付: 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二.

異象
1. 杏樹枝 (1:11-12)
a. 神的話臨到: 你看見什麼?
b. “留意保守使得成就”
「杏樹枝」1 的希伯來文讀音與「留意保守」的希伯來文讀音幾乎是一樣的，二
者為諧音的雙關語，原文皆出自同一字根。所以，上帝要耶利米看到一個「杏樹枝」，
不是叫耶利米要記住那個「杏樹枝」
，而是要叫耶利米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會非常
「留意保守」祂自己的話，成全祂自己的話，讓祂的話能夠實現。

2. 燒開的鍋(1:13-16)
a. 神的話第二次臨到: 你看見什麼?
b. 燒開的鍋從北而傾
禍患從北而來 (巴比倫)
召聚北方列國
攻擊城門 城牆
引起禍患的原因: 離棄神的惡, 向別神燒香

作業:
1. 請簡列猶大末期五王的事蹟
2. 請讀耶利米書 1-10 章
3. 請從耶利米書中找出”北方”的經文
耶利米書

1

「杏樹」：希伯來文
（音譯shoqed），英譯almond tree。杏樹是春天最早發芽的植物，彷彿是
從冬天的睡眠中首先醒過來，故以此字眼為名。

第二講

神對猶大的審判與預言
聖殿訓諭

劉梅蕾師母

一. 宣講猶大的背道(2 章)
1. 幼年的愛情
2. 兩件惡事: 離棄活水的泉源, 為自己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2:13,17:12-14)
二. 歸向神的呼召(3-6 章)
1. 背道的兒女 回來吧(3:14, 22)
2. 歸向神, 就不被遷移(4:1-4)
3. 即將來的災禍
a. 從北方來(4:6, 6:1, 22)
獅子、熱風、探望的
b. 臨到人民、地土、耶路撒冷城、猶大國
＊ 餘剩的(5:10, 6:9)
4. 先知的哀歎(4:10, 19-26)
心痛、聽見、我觀看
三. 聖殿訓諭(7-10 章)
1. 當站在殿的門口…….(7:1-4)
2. 離棄虛假的信仰:當改正行動作為
a. 不要倚靠虛謊的話: 說這是“耶和華的殿”(7:4, 10-11, 14)
示羅
耶路撒冷
b. 神的忿怒: 以別神代替真神
以獻祭代替聽神的話(7:23)
以可憎之物污穢聖殿
3. 先知的哀歎(8:21-9:1, 9:10, 10:23-25)
認同(因我百姓的損傷, 我也受了損傷)
代求(我好為我百姓哭泣, 求神從寬懲治我)
4. 頌讚神無人可比
作業:
1. 請在地圖上標明: 示羅, 耶路撒冷, 欣嫩子谷, 伯哈基琳, 基提, 亞述
2. 我們當以何種心態來到殿中? 有那些行動作為的改正也是提醒我的?
3. 請分享由耶利米的哀求學習到什麼?
耶利米書

第三講

耶利米的哀嘆與呼求
五個異象

劉梅蕾師母

一. 聖約：當聽這約的話
1. 列祖：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2. 從埃及地領出(出 6:2-8, 19:4-6)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耶 7:23, 11:4, 13:11,24:7, 30:22, 31:1,
31:33, 32:38)
3. 背約就受咒詛與災禍(11:8-13)
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全國)同謀背叛
“拔出、拆毀、建立” 耶 12:14-17
以色列人: 葡萄園, 橄欖樹(12:10, 11:16, 賽 5:7, 羅 11:17-24, 26-29)
3. 神的應許: 16:14-21
a. 從北方上來再入列祖之地
b. 召許多打魚的, 打獵的
二. 耶利米的歷程
1. 亞拿突人要尋索其命(1:1, 11:20-23): 耶利米的家鄉
2. 弟兄父家以奸詐待之(11:6)
3. 不可娶妻生兒養女(16:1-2)
4. 設計謀害耶利米(18:18-23)
5. 被打受枷(20:1-3)
6. 被戲弄成為笑話(21:7)
三. 異象：
1. 麻布腰帶： (實質的象徵性比喻)
買, 藏, 取出,
伯拉河(幼發拉底河)(創 2:14, 王下 23:29, 24:7, 耶 13:4-7, 46:2, 51:63
原文 Perath—巴拉(書 18:23)
腰帶緊貼表明以色列和猶大家是屬神的子民
變壞的腰帶喻意神要敗壞他們的驕傲,被擄即將臨到
2. 酒滿壇：(象徵性比喻)
表明神忿怒的酒使他們要遭毀滅
3. 乾旱之災：地土受到災禍, 無雨降下

4.

窯匠摶泥：(實質的象徵性比喻)
用泥作器皿雖壞了, 卻不丟棄, 另作器皿

5. 打碎窯匠的瓦瓶: 表明災禍必然臨到
四. 耶利米的哀嘆與呼求
1. 耶利米的代求(耶 13:17, 14:27, 14:7-15:4)
認罪, 抓住應許宣告, 不住的代求
2. 耶利米的自求(耶 15:15-21, 17:15-17, 18:19-23, 20:7-18)
求神記念所受的苦, 從喪膽到有盼望, 自咒生辰

作業:
1. 何謂打漁的? 打獵的? 對我們有何意義?
2. 你對以色列人的觀感如何? 為何需要關心以色列?
3. 請分享那一個異象對你的印象最深刻？
4. 請分享那些經文是你最喜歡的？(試著背下來)

耶利米書
第三講

耶利米的哀嘆與呼求
五個異象

劉梅蕾師母

四. 聖約：當聽這約的話
1. 列祖：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2. 從埃及地領出(出 6:2-8, 19:4-6)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耶 7:23, 11:4, 13:11,24:7, 30:22, 31:1,
31:33, 32:38)
3. 背約就受咒詛與災禍(11:8-13)
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全國)同謀背叛
“拔出、拆毀、建立” 耶 12:14-17
以色列人: 葡萄園, 橄欖樹(12:10, 11:16, 賽 5:7, 羅 11:17-24, 26-29)
3. 神的應許: 16:14-21
a. 從北方上來再入列祖之地
b. 召許多打魚的, 打獵的
五. 耶利米的歷程
1. 亞拿突人要尋索其命(1:1, 11:20-23): 耶利米的家鄉
2. 弟兄父家以奸詐待之(11:6)
3. 不可娶妻生兒養女(16:1-2)
4. 設計謀害耶利米(18:18-23)
5. 被打受枷(20:1-3)
6. 被戲弄成為笑話(21:7)
六. 異象：
1. 麻布腰帶： (實質的象徵性比喻)
買, 藏, 取出,
伯拉河(幼發拉底河)(創 2:14, 王下 23:29, 24:7, 耶 13:4-7, 46:2, 51:63
原文 Perath—巴拉(書 18:23)
腰帶緊貼表明以色列和猶大家是屬神的子民
變壞的腰帶喻意神要敗壞他們的驕傲,被擄即將臨到
2. 酒滿壇：(象徵性比喻)
表明神忿怒的酒使他們要遭毀滅
3. 乾旱之災：地土受到災禍, 無雨降下

4.

窯匠摶泥：(實質的象徵性比喻)
用泥作器皿雖壞了, 卻不丟棄, 另作器皿

5. 打碎窯匠的瓦瓶: 表明災禍必然臨到
四. 耶利米的哀嘆與呼求
1. 耶利米的代求(耶 13:17, 14:27, 14:7-15:4)
認罪, 抓住應許宣告, 不住的代求
2. 耶利米的自求(耶 15:15-21, 17:15-17, 18:19-23, 20:7-18)
求神記念所受的苦, 從喪膽到有盼望, 自咒生辰

作業:
5. 何謂打漁的? 打獵的? 對我們有何意義?
6. 你對以色列人的觀感如何? 為何需要關心以色列?
7. 請分享那一個異象對你的印象最深刻？
8. 請分享那些經文是你最喜歡的？(試著背下來)

耶利米書
第五講

(二)被擄後的預言

劉梅蕾師母

一. 預言應驗的日子
A. 耶路撒冷被圍困(耶 34-38)
1. 預言西底家被擄(34:1-7)
*耶路撒冷、拉吉、亞西加正受巴比倫攻打
2. 百姓仍犯罪(34:8-22)
*立約宣告自由後又毀約
3. 利甲族順服先祖約拿達的吩咐而蒙福(35:1-19)
4. 約雅敬與耶利米(36:1-32)
*約雅敬四年耶利米召巴錄記錄神的話
*約雅敬五年宣告禁食
*約雅敬燒書卷
*被神隱藏未被捉拿
5. 耶利米與西底家王(37:1-38:1-28)
*耶利米勸其投降迦勒底人而被囚於牢
B. 耶路撒冷倫陷(耶 39)
*西底家王 11 年 4 月 9 日城被攻破
*百幸被擄至巴比倫, 只剩下最窮的留在猶大地
C. 城陷後的光景(耶 40-44)
1. 巴比倫善待耶利米, 以伯米勒蒙神允拯救(39:11-14)
2. 基大利作省長, 後被以實瑪利所殺(40:1-41:3)
3. 耶利米對留耶路撒冷之人的信息(42:1-22
4. 耶利米被帶下埃及(43:5-7)
5. 耶利米對移居埃及者的預言(44:11-30)
D. 異象：法老宮門的磚石(43:8-13): 表明巴比倫要打碎埃及

二. 對列國的預言
A. 對巴錄的信息(45:1-5)
B. 對外邦九國的預言(46-51)
1. 埃及
* 46:26
2. 非利士人

3. 摩押
*48:47
4. 亞捫
*49:6
5. 以東
6. 大馬色
7. 基達,夏瑣
8. 以攔
*49:39
9. 巴比倫
C. 對以色列的應許
1. 46:27-28
2. 50:4-5, 17-20, 33-34
3. 51:19
三. 結語：耶路撒冷被攻陷 (52)

作業:
1. 請分享耶利米這先知對你的影響? 請由聆聽神話語的角度來分享, 你有神對
你說話的經歷嗎?
2. 請由耶利米在先知的職份上受到許多逼迫與誤解, 如何面對?
3. 當你在服事中是否也有被逼迫或誤解, 請分享勝過或失敗中的
學習?

耶利米哀歌

劉梅蕾師母

一. 簡介
這卷「耶利米哀歌」的希伯來文名稱是「何竟」（eichah），就是希伯來聖經耶利米哀歌
起頭的第一個字。代下三十五 25 提及耶利米先知為約西亞王之死而作的哀歌，又說明這
哀歌已被記錄下來，並且已「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此書
是用在紀念耶路撒冷城毀滅的日子，也就是猶太曆的五月九日（亞筆月）宣讀整卷「哀
歌」。目前，還是有猶太人站在「哭牆」前面誦讀這卷「哀歌」，紀念主後七十年耶路撒
冷聖殿被羅馬將軍提多所毀。
這本「哀歌」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全部用詩歌寫成，且五首詩歌中，除了第三首有
六十六節外，其餘的四首詩歌每一首都是廿二節。第三首的六十六節剛好是廿二節的三
倍。與希伯來文字母是二十二個相符合。這種方式的詩歌稱為離合體。
二. 五首哀歌
第一首哀歌: 是哀悼耶路撒冷的居民被擄，以及該城的荒涼結局
何竟
罪帶來痛苦
神的公義
第二首哀歌: 耶利米哀嘆耶路撒冷城淪陷、被毀壞的景況
主不記念祂的腳凳
主如仇敵
真偽的先知
懇求的呼喚
第三首哀歌：先知耶利米的自述，祈求、相信上帝必定會拯救
1. 耶利米自述受苦
2. 祈求
3. 相信上帝必定會拯救
第四首哀歌：過去輝煌的耶路撒冷城和如今已成廢墟的耶路撒冷城相對照
1.今昔之比
2.以東必不得逃脫
第五首哀歌：祈求上帝憐憫、寬恕祂的子民
1. 祈求上帝憐憫（五 1-10）
2. .神永遠的寶座（五 19-22）

禱讀經文: 哀 3: 2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