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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先知書讀經班

耶利米書45~52章
1/4/2015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45章，神給巴錄的信息

時間：

• 約雅敬第四年，巴錄將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說的話寫在書上

內容：

• 1，巴錄曾抱怨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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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 2，神再次重申對猶大的審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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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 3，對巴錄的忠告和安慰：“你為自己圖謀大事麼？不要圖謀。我必使災禍臨到
凡有血氣的．但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為掠物．這是耶和華說
的。 ”（45：5）



46章，論埃及

• 對埃及的審判: 在列國中，第一個預言對象是埃及。 當時新巴比倫帝國已
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吞並了巴勒斯坦北部，初現了一個新興帝國的雄姿。而
埃及則爲了奪回自己對巴基斯坦的控制，遠征迦基米施。在國際形勢如此風
雲突變的時期，耶利米預言了埃及的慘敗。因爲他知道巴比倫是神爲審判猶
大，以及拜偶像的衆列國而興起的器皿(21:1-7;43:10)，埃及和眾邦都要
被交在巴比倫手中。

• 1-12  迦基米施之役：迦基米施是敘利亞北部幼發拉底河（即伯拉河）流域
一個重要城鎮，昔日爲赫人的首都，主前六○五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與埃
及之間決定性的戰役在此發生，結果北上支持亞述抗巴比倫的法老尼哥慘敗
而遁，巴比倫稱霸近東的局面基本確定。

• 13-26預言神使用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刑罰埃及

• 27-28 神對以色列的應許：管教中存留恩典，嚴厲中顯出慈愛



47章，論非利士人

• 對非利士的審判：向列國的第二個預言就是非利士將要受到北方民
族巴比倫的侵略而滅亡。

• 非利士人早在亞伯拉罕時代就已在巴勒斯坦定居，他們是早期希伯
來人的主要敵人之一。但到了大衛的時代以後，他們對以色列不再
構成威脅。自從王國分裂之後，非利士又逐漸強大起來，開始威脅
猶大。

• 第6～7節的對答中顯示非利士人受的灾難，完全是出於神的審判。



48章：論摩押

• 向列國的第三個預言是针对摩押

• 摩押是亞伯拉罕的侄子羅得的後裔，他們與希伯來人有親屬關系。這
個民族占據著死海東邊的高原，以色列人定居迦南的時候，流便支派
占領了它的北面，后来大衛把摩押納入以色列帝國。

• 王國分裂之後，北方的以色列國一直試圖對它保持一定的控制。在亞
哈謝登上王位的時候，一個名叫米沙的起來背叛以色列，把摩押建成
一個獨立的王國，并夺回了先前流便支派所占領的土地。

• 迦基米施之役後，摩押與猶大都淪爲巴比倫的附庸，約雅敬叛變時，
摩押還出兵助巴比倫平亂， 更加深兩國的仇恨。

• 摩押人的骄傲： 「我們聽說摩押人驕傲，是極其驕傲；聽說他自高
自傲，並且狂妄，居心自大。」（48：29）



49章：論亞扪人，以東，大馬色，基達和
夏瑣，和以攔

• 1-6：向外邦的第四個預言對象是亞扪人，和摩押人一樣，他们
也是亞伯拉罕的侄子羅得的後代（見創19:38），與以色列有親
緣關系。當以色列人進入迦南時，亞扪人占居著位于亞摩利西宏
王國北部偏東的外約旦高原。迦得支派占領了西宏的北部領土以
後，就與亞扪人相鄰了。亞扪人和以色列人一直敵对。大衛，約
沙法和約坦都曾與他們交戰。

• 在耶利米的時代，亞扪人与犹大的关系变得极为复杂，先與巴比
倫聯盟攻擊猶太人，後來又試圖與猶大結盟攻擊巴比倫（耶27:3
）。耶路撒冷毀滅時，他們幸灾乐祸（結25:1-7）。後來他們又
陰謀殺害基大利（耶40:14）。

• 神预言亞扪人被掳但还会归回（49：6）



• 7-22 對以東的審判: 向外邦的第五個預言對象是以東。與摩押人或
亞扪人相比，以東人和以色列人的血缘關系更近。他們是以掃的後代
，所以神命令以色列要優待他們（申23:7）。雖然這兩個民族的關系
在開始比較友好（申2:4-6,29）；但後來卻惡化了，彼此爲敵。以東
看到耶路撒冷城被巴比倫毀滅，就幸災樂禍（詩137:7）。

• 以東人居住在西珥山上，地势险峻，他们自以为安全，心中狂傲自欺
但在神的审判面前不堪一击。 「住在山穴中據守山頂的啊，論到妳的
威嚇，妳因心中的狂傲自欺，妳雖如大鷹高高搭窩，我卻從那裏拉下
妳來。這是耶和華說的。」（49：16）

• 以西結和俄巴底亞也曾宣告過类似的審判信息。



• 23-27  論大馬色：本文是向列邦的第六個預言，其對象是大馬色
，即大馬士革，原爲亞蘭的首都，代表亞蘭全地，哈馬、亞珥拔是
大馬色以北的兩個城邦。自統一王國分裂後,大馬士革一直都是耶路
撒冷和撒瑪利亞的競爭對象。亞蘭曾爲了入侵猶大,而與北國以色列
締結同盟(賽7:1;摩1:3-5)。

• 主前七三二年亞蘭亡于亞述 （參賽17:1-3）， 迦基米施之役後成
爲巴比倫的附庸国。

• 耶利米宣告了神向大馬色的審判。本預言或描述巴比倫大軍進入哈
馬、亞珥拔時，消息傳到大馬色，居民驚惶失色，未作任何抵抗即
棄城而逃，以及大軍過後，城市被毀的淒涼景況。



• 28-33 對基達和夏瑣的審判: 本文是對列邦的第七個預言，其
對象是基達和夏瑣。基達、夏瑣爲居住在巴勒斯坦東部的阿拉伯沙
漠 地區的遊牧民族，本臣屬亞述帝國，亞述亡後，這些亞拉伯部
族不斷騷擾巴比倫，主前五九八年尼布甲尼撒南下攻打猶大，順道
征服基達、夏瑣。

• 耶利米向基達和夏瑣宣告巴比倫將要攻击他們。



• 34-39 對以攔的審判: 本段是對列邦的第八個預言，對象是位于
波斯北部即巴比倫東部山脈今伊朗西南方的以攔，曾是米所波大米
一個舉足輕重的民族。自主前12世紀起，他們開始在中東地區擴
大勢力，于主前8世紀建立了獨立國家。以攔擁有許多好射手，曾
利用武力與亞述結盟而攻打耶路撒冷(賽22:6)。主前640年被亞述
王所征服。。

• 耶利米向以攔宣布預言是在西底家登基的时候，約在主前597年，
此時以攔已勢微，淪落爲再也不能影響周邊國家的弱小國家。



50-51章：論巴比倫和迦勒底人之地

• 50-51章 預言對巴比倫的審判:  本文是對列邦的第九個預言，對象是巴比倫。

• 與針對其他國家的預言相比，關于巴比倫的預言最長。 篇幅雖長，但一直在圍繞一
個主題而反複申述，即巴比倫的滅亡與以色列的複興。在突出巴比倫的滅亡這一主題
之時，曾多次論及與複興以色列有關的內容(50:4-8,17-20,33-34；51:5-6，15-
19，34-36，45-53)，從而使剛剛經歷國破家亡之痛的以色列人心生盼望。

• 主前612年，巴比倫殲滅了亞述帝國，後又大敗埃及軍隊，從而以新興勢力的身份登
上了曆史的舞臺。巴比倫原是神手中的工具，扮演了神仆人的角色，爲要實現神的計
劃，審判直接侵擾以色列的周邊國家和雖與以色列無關卻咨行罪惡拜偶像的國家。

• 但在這裏卻成爲神審判的對象。因其驕傲自大， 向耶和華發了狂傲，毀壞神的聖殿
，殘忍兇暴罪惡滔天，所以神必要向他施行報應；「他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他」
（50:15, 28, 29; 51:6,11，24），神要報仇，巴比倫必要遭受滅絕。

• 本文的預言采用詩歌體裁，曆史敘述采用散文體裁。



52章：曆史補述

• 本章爲《耶利米書》的附錄或曆史補述，與《列王紀下》24:18-
25:30內容大致相同，記載的是西底家的結局和耶路撒冷城淪陷
的經過，說明《耶利米書》的預言怎樣如實應驗。

• 1-11 西底家的命運:

• 12-30 耶路撒冷城淪陷， 聖殿被毀

• 31-34 約雅斤受善待



耶利米書的金句一
豈有一國換了他的神嗎？ 2:11-13
• 經文：豈有一國換了他的神嗎？其實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將他
們的榮耀換了那無益的神…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
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 意義：會有人用金幣換銅板嗎？用眞神換假神嗎？會的！自以為
聰明的人，也會做出極不智慧的事。耶和華是活水的泉源，假神
是破裂的池子，以色列人卻以活水的泉源，換了破裂不能存水的
池子。當基督徒愛世界勝過愛主，愛瑪門勝過愛主，追求名利財
富過於追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他就和當年的以色列人一樣，以偶
像取代了眞神，這是人一生之中最不智慧的交換。



耶利米書的金句二
你們不要說這是耶和華的殿，7：4
• 經文：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說：『這些是耶和華的殿，是耶
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

• 意義：信主必須真心，只有敬虔的形式，而無敬虔的實意，那就
毫無意義。耶利米傳講這篇信息的時候，正逢約西亞王的宗教復
興運動，全國掀起了歸向耶和華的熱潮。然而，這個熱潮只是表
面現象，因為那些人早上去聖殿敬拜耶和華，下午又去山上拜巴
力。他們有一種錯覺，認為只要有神的殿存在，只要他們有做出
一些敬拜的動作，一切都會沒事。耶利米站在聖殿的門口，對那
些進出殿門的人，呼籲他們不要只看形式，必須真心悔改。責备
：「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說：『這些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
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



耶利米書的金句三
我們還未得救！ 8：20
• 經文：麥秋已過，夏令已完，我們還未得救！

• 意義：夏令和麥秋是收割的季節，麥秋一過，收割的時機也就過
去了。聖經以「收割莊稼」來代表一個人的信主得救，而每個人
的信主都有適當的時機。以賽亞說：「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
尋找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是要人把握得救的時機。耶利米
說：「麥秋已過，夏令已完，我們還未得救」，是說人錯過了得
救的時機。有人以「麥秋」一句為聖經最沉痛之句，良有以也！



耶利米書的金句四
要因認識神誇口，9：23
• 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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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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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意義：一個人誇口的範圍，總不超出三方面：智慧，能力，錢財
。「智慧」的範圍包括知識廣闊，學位高，頭腦靈活，反應靈敏
等。「能力」的範圍包括身體好，外貌出眾，會處理事情，效率
高等。「錢財」的範圍包括高薪，高位，高收入，豪宅，名車，
產業多等。耶利米說，以這些為誇口並不是真誇口，因為他所誇
的東西靠不住，會改變。眞正可誇的指有神，誇口的當指著主誇
口，那些謙卑自己與主同行的人，才眞的有可誇之處。



耶利米書的金句五
倚靠耶和華的人有福了！17：7-8

• 經文：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樹
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炎熱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翠，
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而且結果不止。

• 意義：河邊的樹總是最青翠的，因為它們不缺水分。倚靠耶和華
的人，就像是一棵樹在河邊扎根，在最乾旱的季節，還能保持青
翠，結果不止。基督徒若是內心倚靠神，而不是倚靠自己，不是
倚靠世界，他就是一個最有福的人。



耶利米書的金句六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17：9

• 經文：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 意義：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正確的答案是善惡都有。因為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性本善。因為人天生有罪性，所
以人性本惡。這一節經文以人心為例，強調人性中惡的一面。「
詭詐」就是「欺騙」的意思，人的心會騙人，大多時間是騙別人
，有時也會騙自己。「壞到極處」就是「無藥可救」的意思，人
不能救自己，只有神才能救他。



耶利米書的金句七
賜平安的意念，29：11
• 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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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意義：有時候人會懷疑神的愛，特別是當事情不順利的時候。以
色列人因為國家滅亡，人民流離失所，因此懷疑神是否仍然愛他
們。神告訴他們，他向他們所懷的意念，一向都是「賜平安的意
念」。「平安」在聖經中是「福祉」的意思，也就是神對全人的
祝福。神對我們的意念，一向都是要祝福我們，因為神就是愛。
就算我們遇到困難，或者被神所管教，也要堅信不疑神對我們的
愛。



耶利米書的金句八
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29：13

• 經文：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 意義：這是一個寶貴的應許，只要有人專心尋求神，就一定會
尋見神。「專心」就是「誠心」，有些人慕道了一陣子，覺得
無所得就走了，那是因為他們沒有誠心尋求。有更多的慕道者
都遇到了神，歡喜快樂地信主受浸，那是因為他們誠心尋求。



耶利米書的金句九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31：3

• 經文：耶和華向我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
吸引你。

• 意義：這節經文告訴我們，從今時直到永遠，神對我們的愛永不
改變。神和人不一樣，人會變心，神不會變心。我們一生之中，
無論遇到甚麼事，都不要懷疑神的愛。



耶利米書的金句十
又大又難的事，33：3

• 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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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意義：耶利米所說的「又大又難的事」，指的是神的救恩。「
大」就是宏大，「難」不是困難，而是難以想像，表示神的恩
典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對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說，這救恩是神
使被擄者歸回，復興以色列族。對以後的人來說，這是指耶穌
基督的救恩。



耶利米書的金句十一
幼年的恩爱和婚姻的爱情我都记得，2：2
• 經文：「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
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 意義：耶利米書第二章是整本書的總綱，陳述了以色列人如何悖逆神和神要施
行公義的審判，這是一個嚴厲而沈重的主題。然而，本章卻以這样柔情的方式
開始。神就像受到傷害的丈夫，面對的是不貞的妻子，本來是要譴責妻子的罪
，未等開口眼前浮現的卻是初戀時的甜蜜，忍不住追憶那最初的恩愛和曾經的
幸福愛情。這是一個十分動人的場景，是聖經裏不常看到的場景。我們所看到
的是那位創造宇宙萬物，有著無限的能力和威嚴的神之柔情似水的一面。以色
列人有了異教偶像的新歡之後，把神拋之腦後，最初與神同在的恩典和平安忘
得一幹二淨，然而神卻不曾忘記，想提起過去的甜蜜挽回他們，只是頑梗的以
色列人偏行己路，對神的寬容和呼喚充耳不聞，最後招致了神的審判。

• 我們也要學習神，經常回憶我們當初信主的經歷，和在主裏時的幸福時光，因
為這些神都記得，我們也不要忘記，来幫助我們更有信心一直活在主的愛裏。



耶利米書的金句十二
窯匠與泥，18：6

• 經文：「“耶和華說：以色列家啊，我待妳們，豈不能照這窯匠弄泥
嗎？以色列家啊，泥在窯匠的手中怎樣，妳們在我的手中也怎樣。」

• 意義： 不經窯匠之手，泥毫無價值可言。人在神面前就象無用的泥，
一無可誇。是蒙神的恩典和憐憫，被神揀選造就，才成為神可用的器
皿，變得有價值。另一方面，只有柔軟的泥土，才可能被窯匠塑造為
器皿。同時，泥裡面往往有石子，木棍等雜質混雜其間，表面看來是
好的，只有到輪上轉動，雜質才會暴露出來。我們應該時時思念，如
何順服謙卑，成為一團柔軟的泥，被神潔凈，順服神的主權，為神所
用，讓神的旨意和計劃成就在我們身上。



耶利米書的金句十三
我只吩咐他們這一件，7：22-23
• 經文：「因為我將妳們列祖從埃及地領出來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並
沒有提說，也沒有吩咐他們。我只吩咐他們這一件說：‘妳們當聽從我的
話，我就作妳們的神，妳們也作我的子民；妳們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
可以得福。’」

• 意義： 神不是沒有提說獻祭的事情，只是象以色列人那洋流於形式的獻祭
的事情神沒有提說。神所喜悅的並非豐富、華美的祭物，乃是獻祭之人有真
正敬畏神，順服神和憂傷悔罪的心和在生活中遵行神的道。神厭棄沒有誠意
的祭物和在生活中不敬畏神之人的祭物。 內心順從神的律法比表面遵從儀
文制度更重要，外在禮儀的目的是為了提醒人真心的順從和敬畏神，但絕不
能替代內心真實的聖潔。雖然當今的基督徒不再有舊約中獻祭的要求，但我
們在教會的敬拜，奉獻，也包括事奉，如果缺乏對神真正敬畏和順服的心和
生活的見證，我們同洋會陷入當初以色列人的景況。這正是我們應該從當初
以色列人作神選民的掙紮與失敗中所要汲取的教訓。因爲神最初的心意就是
要我們成爲聖潔，作神的子民。



耶利米書的金句十四
妳們怎麽不懼怕我呢？ 5：22
• 經文：「耶和華說：妳們怎麽不懼怕我呢？我以永遠的定例，用
沙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過。因此，妳們在我面前還不戰兢嗎？
波浪雖然翻騰，卻不能逾越；雖然匉訇，卻不能過去。」

• 意義： 頑梗的以色列人對神毫無懼怕之心， 以至於神發出了這
洋令人振聾發聵的感嘆。神只舉了一個例子，就是為大海制定自
然律。 神設立沙為海的界限，不管海浪怎麼翻騰咆哮，卻總不能
越過神設定的界限，而乖乖順服在神的自然律之下。在浩瀚的大
海面前，渺小的人實在算不得什麼，波浪滔天的大海更讓人畏懼
戰兢。連讓人畏懼戰兢的大海都聽命於神，人卻對制定自然律掌
管宇宙的造物主毫無懼怕，實在是不可思議。然而當人的心狂傲
到一定程度，會真的對至大至可畏的真神毫無懼怕。

• 讓神的感嘆成為我們隨時的提醒：當敬畏耶和華！



耶利米書的金句十五
你們要從巴比倫中逃走，50：8

• 經文：「我民哪，妳們要從巴比倫中逃走，從迦勒底人之地出去。」

• 意義：當時巴比倫是新興的強國，代表最高的文化，最大的權勢，最富有
的國度，是當時全世界所仰望的中心。猶大遺民被擄到巴比倫，國家已經
不存在了，一直倚賴的聖殿也被毀，對未來失去了盼望。神曾藉耶利米捎
信給他們，讓他們要在巴比倫建造房屋，做好久居的準備，因為被擄的時
期要達七十年之久。 身在異邦的70年該如何度過？ 耶和華卻藉先知又指
示祂的子民，巴比倫將會毀滅，神的計劃已經開始。神雖曾吩 咐他們，要
準備在被擄之地久居，但要明白他們不属巴比倫，他們只是寄居的，是暫
時的， 不要被巴比倫同化，因為時候到了，龐大的巴比倫帝國必要被毀滅
，神的選民要逃出巴比倫，必歸回錫安。

• 今天的基督徒也應該思想：不要仰望巴比倫，這世界的文化，不要被世界
同化，我们雖然身在這世界中，但不屬於這世界，我們的心要從巴比倫出
來，向往神的錫安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