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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脈絡 ─ 首尾呼應、交錯平行的結構…
A. （一）神給耶利米的個人信息 ─ 約雅敬王
B. （二至十）預言耶路撒冷之劫難
C. （十一至廿）神的約為中心點的敘事…
先知執行神的約，百姓卻不聽從
D. （廿一至廿九）與猶大諸王和眾(假)先知的爭論
E. （卅至卅三）安慰之書
核心章節
章
D’. （卅四至卅八）與諸王的爭論，
 君王跟假先知沒有任何的公義可言
義
 上帝宣告祂自己要成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卅九至四五）
四 ）以國際事件襯托出神的約
以國際事件襯托出神的約，
C’. （卅九
如何從宣告咒詛、到成就在地上的國度
（四六至五一）
）預言列國之劫難
B’.（四六至五
A’. （五二）附篇：國家淪陷後的結尾語 ─ 西底家王

歷史背景
耶利米是祭司，約西亞王
是祭司 約西亞王 13 年蒙召，
年蒙召
在耶路撒冷服事 41 年，淪陷後在埃及有一段服事。
 猶大諸王當中約西亞是一位好王，當時國際情勢，
主要強權國亞述王已為強弩之末，B.C.609 埃及王法老尼哥
揮軍北上聲援亞述，猶大王約西亞出兵攔阻、不幸陣亡
聲 亞述
約 亞
幸陣
 埃及王尼哥立他的次子約哈斯，三個月就被擄到埃及
 尼哥立約西亞的長子約雅敬，三年後投靠、又背叛巴比倫，
尼哥立約西亞的長子約雅敬
年後 靠
背 巴比倫
被尼布甲尼撒王所擄，同時被擄的有但以理先知等等
 尼布甲尼撒王立約雅敬的兒子約雅斤，
尼布甲尼撒王立約雅敬的兒子約雅斤
約西亞
只有三個月就被擄巴比倫，是第二次被擄
約西亞次子約哈斯
 立了約雅斤的叔叔、約西亞的第三個兒子
立了約雅斤的叔叔 約西亞的第三個兒子
約西亞長子約雅敬
西底家做王，是南國猶大的亡國之君
約雅敬之子約雅斤
 被滅之後，尼布甲尼撒王立基大利為省長
被滅之後 尼布甲尼撒王立基大利為省長
約西亞三子西底家
這些都記載在 列王記下廿三到廿五章

首尾來看，百姓就是背約、落在約的刑罰當中，
 刑罰不是要為滅絕，
刑罰不是要為滅絕
安慰之書說明人實在不配得神的安慰
 神就是要以永遠的慈愛，來愛祂所立約的百姓
神就是要以永遠的慈愛 來愛祂所立約的百姓
襯托出首尾呼應、交錯平行當中的核心章節，
就是中間這一段短短四章聖經安慰之書。
章
書
從安慰之書中的新約 卅一14-34，來看如何上帝要另立新約，
在新約宣告中包含對當代的信息、新約的應驗。
從 卅一章
卅 章 一開始，就包含許多幅百姓歸回的圖畫…
開始 就包含許多幅百姓歸回的圖畫
1 耶和華說：
耶和華說：「那時，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神；
那時，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神；

他們必作我的子民。」

立約的公式

呼應在西乃之約當中，神跟人的關係。

─ 以色列的民（原文是處女）哪…
你 再 擊鼓為美 與歡樂的人 同跳舞而出
你必再以擊鼓為美，與歡樂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卅一4 處女的意象

強烈的女性意象會持續下去…
卅一15-22 在拉瑪聽見號咷痛哭的聲音，是拉結哭她兒女，

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大約是某個節期、農夫收割，
在耶路撒冷的敬拜中，處女出來頌讚上帝的豐富…

並沒有預言的意味、是歷史的描述
 拉結是雅各的妻子，創世記 當中不曾哭她的兒女
先知似乎另外意有所指。


3 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
耶和華
色列顯現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4b 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

四十1a 耶利米鎖在耶路撒冷和猶大被擄到巴比倫的人中，

護衛長將他從拉瑪釋放。

─ 你們當為雅各歡樂歌唱…
同著他們來的有瞎子 瘸子 孕婦 產婦；
同著他們來的有瞎子、瘸子、孕婦、產婦；
他們必成為大幫回到這裡來。

7-9 百姓要從被擄中歸回

拉結的墳墓在以法他，離拉瑪非常的近，
拉結的墳墓在以法他
離拉瑪非常的近
連拉結在墳墓裡都要哭泣了。
先知以歷史的人物、用詩歌的體裁，
 描述當時的國難當頭
 也因他們背約、不肯聽從先知，
也因他們背約 不肯聽從先知
以至於拉結 – 以色列的國母都要哀哭了

10 14 上帝對列國所發出的神諭，
10-14
上帝對列國所發出的神諭

這群喜樂的百姓要得到牧養、祝福…
 列國都要來做見證，說明神對祂百姓的忠誠
 上帝應許祂的百姓歸回的時刻，列國不再能壓制他們

16 耶和華如此說：你禁止聲音不要哀哭，他們必從敵國歸回。

被擄的歸回，以至於拉結的哀哭可以得著安慰了。
太二16-17 希律差人將伯利恆城裡凡兩歲以裡的，都殺盡了。

女性的意象繼續描述…
卅一21 以色列民（原文是處女）哪，你當回轉…
22 背道的民（原文是女子）哪，你反來覆去要到幾時呢？

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護衛男子。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
「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她兒女，
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馬太所引用的，是在安慰之書的哀哭將要被安慰，
馬太所引用的
是在安慰之書的哀哭將要被安慰
 因為耶穌的降生要帶來安慰
 對比 耶利米書 因被擄的要歸回，以至得著安慰
這是從舊約預言到新約應驗當中，馬太所描述的
變成 耶利米書 的上下文
的上下文，安慰之書的成就
安慰之書的成就 ─
 因為耶穌的降生，要將百姓從罪惡拯救出來
 如同耶利米的當代，預言百姓在歸回的當中，
描述拉結的哀哭要得著安慰

舊約希伯來文等同於妻子與丈夫
本來是背逆上帝，如同行淫得罪丈夫的妻子，
這個時候 妻子跟他丈夫有 個新的關係。
這個時候，妻子跟他丈夫有一個新的關係。

護衛  סָ בַ ב סַ בּוֹב5437，圍繞、環繞的意思，
本來背向自己丈夫行淫的女子，
開始要轉向來環繞、來擁抱自己的丈夫
 把過去的背逆跟現在歸回轉向神，對比
用妻子、丈夫之間的比喻，描述百姓跟神重新的關係


從不停止的哭泣、到得著安慰，以至於得以除舊佈新了！

23-30 描述未來的歡樂，對比拉結的哭泣；31-34 新約的經文…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
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
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說 「那些 子 後 我與 色列家所立的約 是這樣
耶和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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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作他們的神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
『你該認識耶和華』，
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 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
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利米把他跟西乃之約做了 個對比 到底新在那裡？
耶利米把他跟西乃之約做了一個對比，到底新在那裡？
才會明白，為什麼要以耶穌的寶血另立新約，來成就此預言。

舊約西乃之約、耶利米書所預言的新約之對比…
背景 被擄歸回的以色列
雙方 神、以色列家和猶大家，
北國以色列人早先被擄了，可是上帝一個都不忘記
內容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
關係 我要作他們的神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律法的一點一劃都不能廢去，
人破壞了這個約、上帝仍然在守約
人破壞了這個約
上帝仍然在守約…
結果 因著罪得赦，以至於人都能認識神，
不再是背逆先知 背逆神的狀態
不再是背逆先知、背逆神的狀態
當把這個新約跟舊約對比的時候 才真正明白為什麼 ─
當把這個新約跟舊約對比的時候，才真正明白為什麼
要耶穌親自捨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才可能來成全這個約。

舊約西乃之約、耶利米書所預言的新約之對比…
背景 出埃及之後、在西乃山下，上帝跟他們立約，
拯救在先、立約在後，並不是靠律法得救
雙方 神、以色列
內容 寫在石板上的十誡
關係 百姓成為
神的子民
結果 約被破壞，
 定罪
 以色列人沒有辦法守約，以至亡國被擄
色列 沒有辦 守約
國被擄
申命記早在摩西之歌就見證了以色列人的不是，
人破壞了這個約 上帝可以不守這個約嗎？
人破壞了這個約，上帝可以不守這個約嗎？
不行！神是信實的，祂不能背忽祂自己…

這個新約不是把舊約廢掉、另外重新立一個，
 而是把人所破壞的那個舊約，神再次更新
 怎樣更新呢？是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以至於相同的神、相同的律法，神再一次應許 ─
神跟人之間的關係要恢復。差異性包含…
 律法不再是外在的石板，而是在人內在的心板
 每一個外邦人都憑信心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
這個約是從族長的約、西乃之約、大衛之約的延續更新，
我們都能豐豐富富的進入神的國！
當從這整段的經文來看的時候，
更能夠了解在耶利米當代那個約被破壞，
百姓落在約的咒詛中的當下，
上帝同時宣告了盼望 ─
盼望的信息是歸回的應許，歸回的應許是神要另立新約。

這個新約的經文竟然是這麼奇妙的，
在最不可能的時候、神宣告了應許
可
─
 由一個除舊佈新的宣告開始，
舊約被破壞了，
所以在悲痛當中充滿了眼淚
 上帝卻應許有一個佈新之喜、未來的歡樂，
在更新之恩當中，帶下來新約的應許
從這段經文我們學習怎麼樣解釋舊約的先知書，
謝謝上帝、我們更能夠奇妙的看見 ─
 從新約的預言、新約的應許、到新約的應驗
 當仔細明白經文的意義，
而先不要太快跳到新約經文應驗的部分，
我們更能夠明白神話語的豐富、神恩典的真實

愛我們的耶穌，我們謝謝你，
我們謝謝你

禱告

我們這一群用你的寶血新約所立的子民，
進 了 個與你真實的關係當中
進入了一個與你真實的關係當中；
雖然我們的本性不配屬於你、不適合事奉你，
但真的知道我們的主將命傾倒，
但真的知道我們的主將命傾
用你的寶血買贖了我們，
使我們成為屬於你的人
使我們成為屬於你的人！裡面有你的生命。
面有你的生命
因罪得赦免，我們可以活在你的面前，
使我們終身可以坦然無懼的以聖潔、公義事奉你。
過去歷史當中人的失敗，
在耶穌基督裡面使我們可以靠你得勝。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