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耶利米書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稱之為聖殿講道，

耶利米書

第六課…

七1 – 八17 可能是約雅敬王

剛當上國王 耶利米
剛當上國王，耶利米
所傳講的信息…

聖殿講道((上)
聖殿講道

最後一位好王約西亞 → 約哈斯，
當了三個月，被擄到埃及
當了三個月
被擄到埃及
→ 約雅敬

卅六5 耶利米說：「我被拘管，不能進耶和華的殿。」

耶利米在約雅敬執掌王權初期，還有自由到聖殿傳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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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講這信息時，距巴比倫大軍壓境已經非常迫近，
耶利米就站在聖殿門
耶利米就站在聖殿門口，對耶路撒冷百姓大聲疾呼，
對耶路撒冷百姓大聲疾呼
不久將來尼布甲尼撒王即將帶著大軍來侵略，
 會從他們當中擄走
會從他們當中擄走一批人，
批人
國中的政治領袖、精英、君王、太后，
都會被擄走
 耶和華聖殿裡純金打造的器皿都會被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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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指責他們…
七9 11 你們偷盜，殺害，姦淫，起假誓，向巴力燒香，
七9-11
你們偷盜 殺害 姦淫 起假誓 向巴力燒香
並隨從素不認識的別神，
且來到這稱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
又說：『我們可以自由了。』
你們這樣的舉動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嗎？
這稱為我名下的殿在你們眼中豈可看為賊窩嗎？
我都看見了
我都看見了。

當時情況已經相當地迫切緊急，
耶利米 聲教導
耶利米大聲教導耶路撒冷百姓、迫切為他們禱告，
為
禱告
甚至為即將死在戰爭當中的同胞悲傷哭泣。
七3-4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你們改正行動作為，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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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近東異教文化，相信每座城都有一個守護神明，
只要做好維護跟修建的工作
只要做好維護跟修建的工作，
神廟裡的神明也會保護所在的那個城市。
想必南國猶大認為耶路撒冷的守護神就是耶和華上帝，
當他們重修聖殿、確保聖殿宗教禮儀按部就班運作時，
 已經為上帝盡諸般的義，耶和華上帝就應該保護他們
 上帝就住在聖殿，當然耶路撒冷城就非常的平安

耶利米這一番話刺穿了許多人心的隱情，揭發他們
除了在耶和華聖殿表面的敬拜之下，
私下生活真正的光景
 記得聽過一個小故事 ─
一群強盜到廟裡面去拜偶像，
偶像一定保佑我搶劫要成功、不會被抓、大撈一筆，
一定奉上白花花的銀子，幫你重塑金身


這正是當時許多人的信仰光景，
 平常欺壓窮人、屈枉正直、現實勢利…
平常 壓窮
直
實勢
 在安息日或節期的時候，上耶和華的殿禱告，
牽著上等的牛、羊去獻祭
但是耶和華上帝完全不領情 ─ 喊這群人叫賊，
這群人把不當得利的金錢奉在耶和華的聖殿，
上帝不要這種錢！
耶穌曾用這段經文來責備在聖殿做兌換銀錢生意的人，
當時各地到耶路撒冷朝聖的人 必須兌換聖殿通用的貨幣
當時各地到耶路撒冷朝聖的人，必須兌換聖殿通用的貨幣，
去奉獻、或者購買祭牲，
 就有
就有一群人兌換銀錢，從中獲取豐厚的利潤
群人兌換銀錢，從中獲取豐厚的利潤
 買賣牛羊，賣得特別的貴，討價還價
上帝的聖殿成為 群貪婪之輩獲取金錢暴利，
上帝的聖殿成為一群貪婪之輩獲取金錢暴利，
讓敬拜的人一想到又要去聖殿朝聖，煩哪！

上帝透過耶利米向百姓說出當年示羅的光景…
對當時的人來說，震撼是相當的大
時
─
 耶利米是當年那位祭司以利的後代子孫，
因著老祖先以利以致得到一個咒詛，
就是家族的人世世代代都活不到老年
 也是以色列歷史中百姓的傷痛，赫然發現
原來上帝是會容許祂的約櫃被敵人帶走，
 雖然約櫃後來在大衛時期迎回耶路撒冷，
所羅門也蓋了聖殿來安置約櫃
 但每當提起示羅，大家就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耶利米就用這一段傷痛的歷史，
耶利米就用這
段傷痛的歷史
責備當時不知道大難就快要臨頭的這一群朝聖者 ─
上帝如何廢掉示羅，也會因為耶路撒冷充滿邪惡，
而有一天廢掉這個地方、甚至讓約櫃消失無蹤！

外邦人敬拜他們的假神，是一邊拜一邊放縱邪情私慾；
信上帝的人不 是遵行外在的宗教禮儀
信上帝的人不只是遵行外在的宗教禮儀，
會幕安置之地
更重要的是要用心靈跟誠實來敬拜…
七12 你們且往示羅去，就是我先前立為我名的居所，

察看我因這
察看我因這百姓以色列的罪惡向那地所行的如何。
色列的罪惡 那 所行的 何
撒上一、二 當時祭司以利有兩個兒子，都是祭司，

跟在會幕前服事上帝的婦女搞起淫亂
 百姓獻祭的時候，把祭肉給偷取過來
上帝憤怒、責備以利管教兒子非常的不當。


面對非利士人攻打的時候，他們以為只要有約櫃就一定會打贏，
面對非利
人攻打的時候 他們以為只要有約櫃就 定會打贏
那場戰爭以色列人輸得非常淒慘，約櫃被敵人帶走，
 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是一個痛！
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是 個痛！
 1050 B.C. 非利士人把示羅給攪毀了

中世紀時期有一群自稱要收復上帝聖殿組成了十字軍，
因耶路撒冷被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所統治，
因耶路撒冷被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所統治
 從歐洲港口出發，以發動宗教聖戰名義，
沿路燒殺擄掠，終於攻打到了耶路撒冷…
燒 擄
耶路撒冷
 上帝沒有叫他們這麼做，
還是讓耶路撒冷重新落回穆斯林手中
並非上帝無能，而是上帝要管教祂的子民 ─
 不要靠外在的聖殿，就以為上帝與他們同在
 如果生命沒有與上帝同在、違棄上帝的命令，
上帝同樣會讓祂的榮耀離開他們
從新約的教導 ─ 上帝的聖殿就是神的教會
上帝的聖殿就是神的教會，
並不是指有形有體的建築物，其實就是我們…
代表上帝教會成千上萬的信徒，生命的見證卻是背棄上帝，
那麼我們的光景，跟耶利米所責備的百姓是沒有兩樣的！

七16a 你不要為這百姓祈禱。
七18b 婦女摶麵做餅，獻給天后，又向別神澆奠祭。
婦女摶麵做餅 獻給天后 又向別神澆奠祭

巴比倫人所敬拜的伊施塔爾女神
 德國別迦摩博物館，
有一大座是從巴比倫搬過去，
有
尼布甲尼撒所蓋的伊施塔爾城門…


七31 在欣嫩子谷建築陀斐特的邱壇，
在欣嫩子谷建築陀斐特的邱壇

好在火中焚燒自己的兒女。
位在耶路撒冷西南方，
專門殺嬰獻祭獻給假神摩洛
 欣嫩子指的就是地獄，原文字跟
亞蘭文 阿拉伯文 爐灶」 意思相似
亞蘭文、阿拉伯文「爐灶」，意思相似
古敘利亞文稱之為「火坑」


耶利米就責備他們，有一天
 殺嬰獻祭的欣嫩子谷，將成為你們遭審判的葬身之地
獻祭 欣嫩子谷
成為
遭審
葬身 地
 許多人因戰爭而死亡，屍體被拋在這座露天的大爐灶
 暴屍荒野人的屍體，會成為空中飛鳥、地上走獸的食物
 當年入土為安的列王、首領、祭司、假先知們、
已經去世的百姓們，在戰爭期間屍體將會被挖出來、
骸骨曝露在當年所敬拜日月星辰下面，
成為滋潤大地的天然肥料
多麼令人可怕又覺得震驚的景象啊，
但一切都是他們所選擇的結局。
七25 26 自從你們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
七25-26

我的僕人眾先知到你們那裡去，每日從早起來差遣他們，
你們卻不聽從 不側耳而聽
你們卻不聽從，不側耳而聽，
竟硬著頸項行惡，比你們列祖更甚。

王上十一7b 亞捫人可憎的神摩洛。

以色列百姓把兒女殺嬰獻祭獻給摩洛…
代下廿八3a (亞哈斯王)在欣嫩子谷燒香，用火焚燒他的兒女。
王下廿一6a (瑪拿西王)並使他的兒子經火。
 沒提到是獻給摩洛，應該也是獻給別的假神
沒提到是獻給摩洛
該 是獻給別的假神
 當國家君王做出這麼敗壞的事情時，百姓有樣學樣，
國家敗壞成 氣的狀況可想而 ！
國家敗壞成一氣的狀況可想而知！
王下廿三10-13 南國猶大最後一位好王約西亞王，

曾經拆毀摩洛的壇、禁止這種信仰的惡俗。
但從耶利米先知的指責、同時代以西結先知的記載中知道，
約西亞王去世之後，後來的王掌政時期，
南國猶大百姓又開始恢復這種殺嬰獻祭的狀況，
 欣嫩子谷又興旺起來
 陀斐特祭壇，有好多可憐的嬰兒死在那裡

上帝對南國猶大的憤怒也包括對屬靈領袖、宗教人士，
 百姓的無知得到宗教人士的背書，就更加為所欲為
無 得 宗教
背書
為
為
 所謂的智慧人，是沒智慧的，
抄寫律法書的人，是亂掰上帝的話
八7 空中的鸛鳥知道來去的定期
八
空中的鸛鳥知道來去的定期；

斑鳩燕子與白鶴也守候當來的時令；
我的百姓卻不知道耶和華的法則。
自認為聽得懂熟悉上帝律法的宗教人士、智慧人，
卻是各個行事詭詐，應了 太廿三13-15 當時耶穌
責備文士、法利賽人，他們是瞎眼的領路…
人正要進天國，他們卻把天國的門關了，
要
們卻 容 家
人要進去，他們卻不容人家進去，
他們侵吞寡婦財產、假意做很長的禱告，要受更重的審判。

八18-22 耶利米看到這群百姓一窩蜂的追逐錯誤的預言、

高舉假宗教人員，以致愈看愈悲痛，
高舉假宗教人員
以致愈看愈悲痛
他為著大難臨頭卻不知悔改的百姓，非常的憂傷焦急…
我的愁苦難以醫治，我的心在我裡面悲痛欲絕，
因為我的同胞被壓碎、我的心也碎掉了，
難道基列沒有乳香嗎？難道那裡沒有醫生嗎？
為什麼我的同胞總是不得痊癒呢？
一位忠貞服事上帝的人，
必定是顧念群羊
必定是顧念群羊、並且珍愛世人的靈魂，
且珍愛世人的靈魂
問題在耶利米的時代，大部分的人
對耶利米所流下的眼淚是麻木 不領情的
對耶利米所流下的眼淚是麻木、不領情的。
在這一篇聖殿講道之後，
耶利米還要開始面對親友不斷地棄絕跟仇視
耶利米還要開始面對親友不斷地棄絕跟仇視，
他的光景是一天不如一天。

從這篇聖殿講道當中知道 ─
一、像上班一樣打卡、
按時間到上帝的殿報到，
按時間到上帝的殿報到
不能取代內心真誠的悔改

二、遵守外在宗教儀式，
不能取代我們內心對上帝的順服
三、一個擁有信仰圖騰或記號的建築，
不能取代我們
與神真正建立起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