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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之書安慰之書 耶三十-三三章

耶利米書三十章 1 - 3

1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

2「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2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你將我對你說過的一切話都寫在書上。

3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3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

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猶大被擄的人歸回；

我也要使他們回到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我也要使他們回到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

他們就得這地為業。這是耶和華說的。」

‧限制級傳道的盼望‧七十年要歸回 ‧買地 ‧新約 ‧新約的保證

先知耶利米傳道最大的盼望 ─ 卅到卅三章
安慰之書 The book of comfort

卅三26 我就棄絕雅各的後裔和我僕人大衛的後裔，

核心 ─ 歸向上帝。一開始 ─ 被擄的要歸回；

卅三26 我就棄絕雅各的後裔和我僕人大衛的後裔，

因為我必使他們被擄的人歸回，也必憐憫他們。

從出埃及記上帝的愛 要把他們重新帶回來的光景卅一章 從出埃及記上帝的愛，要把他們重新帶回來的光景…
卅一1-4「那時，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神；他們必作我的子民。」

華 此 劍 就 色 我使 享安息 時耶和華如此說：脫離刀劍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時候，

他曾在曠野蒙恩。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以色列的民哪，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

你必再以擊鼓為美，與歡樂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擺在卅到卅三章、藉著出埃及的回憶，當中是兩個事件…

舞

‧限制級傳道的盼望‧七十年要歸回‧買地 ‧新約 ‧新約的保證

廿九10 耶和華如此說：

不是只有在 卅 –卅三章…

廿九10 耶和華如此說：

「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

我要眷顧你們 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們仍回此地。」

這七十年歸回影響到但以理 ─
他讀到上帝透過老牧師耶利米所傳的道，他讀到上帝透過老牧師耶利米所傳的道

因此在異邦為七十年歸回開始禱告。

有歷史眼光的耶利米的話有歷史眼光的耶利米的話，

就不怕十字架當中、眼淚當中的挫折，

盼望繼續忠心傳主的道 ─ 上帝給他盼望。



‧限制級傳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歸回‧買地‧新約 ‧新約的保證

卅二章上帝要他做一件很怪的事 ─ 贖地…

卅二8我叔叔的兒子哈拿篾果然照耶和華的話，卅二8我叔叔的兒子哈拿篾果然照耶和華的話，

來到護衛兵的院內，對我說：

「我在便雅憫境內、亞拿突的那塊地，求你買來求你買來；；我在便雅憫境內 亞拿突的那塊地，求你買來求你買來；；

因你買來是合乎承受之理，是你當贖的。

你為自己買來吧！」我耶利米就知道這是耶和華的話。

耶利米在 卅二10-15 ─ 照上帝對他所說的，

你為自己買來吧！」我耶利米就知道這是耶和華的話。

借了十七塊舍客勒把它買回來。

卅二14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萬軍之耶和華以 列的神如此說

「要將這封緘的和敞著的兩張契放在瓦器裡，

可以存留多日。」

上帝叫我買地 ─ 對耶利米來說非常奇怪…

‧限制級傳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歸回‧買地‧新約 ‧新約的保證

他知道以色列要被擄、國家要亡了，沒有人要住這的，

一擄要七十年 ─ 為什麼還要買地？卅二16他開始禱告…擄要七十年 為什麼還要買地 卅 他開始禱告

卅二25 主耶和華啊，你對我說：

「要用銀子為自己買那塊地 又請見證人「要用銀子為自己買那塊地，又請見證人。」

其實這城已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了。

上帝回答耶利米 卅二26-35 ─
我豈有難成的事嗎？我是把他們交在迦勒底人手中，

因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過了紅海就行惡

 35惡到一個地步 ─ 在欣嫩子谷建築巴力的邱壇，

瑪拿西王把自己的兒子燒死，獻給摩洛，惹上帝憤怒

 36有刀劍、饑荒、瘟疫，我要把他們交到巴比倫手中

上帝憤怒要親打以色列，要讓他們擄到巴比倫去。

‧限制級傳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歸回‧買地‧新約 ‧新約的保證

卅二43 你們說，這地是荒涼、無人民、無牲畜…
卅二44 (上帝回答的高潮) 在便雅憫地、耶路撒冷四圍的各處、

猶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並南地的城邑，

人必用銀子買田地，在契上畫押，將契封緘，請出見證人，

因為我必使被擄的人歸回。

你現在看不到，上帝要堅固你 ─你現在看不到，上帝要堅固你

讓你看到七十年之後，這一塊地我仍然愛我的百姓！

買地是要讓被擄外邦的猶太人知道 ─ 上帝在等我們回來。買地是要讓被擄外邦的猶太人知道  上帝在等我們回來

你可能在外邦很挫折、覺得沒有盼望，

堅持等候七十年，上帝要把你們歸回，堅持等候七十年，上帝要把你們歸回，

後來果然所羅巴伯 第一批歸回、

第二批以斯拉、第三批尼希米。第二批以斯拉、第三批尼希米。

七十年歸回 ─ 有上帝的眼光，從上帝的應許，上帝仍然愛我們。

‧限制級傳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歸回‧買地‧新約 ‧新約的保證

年 個游泳健將 女生1952 年一個游泳健將 ─ 女生，
要游十五個小時，準備破一個太平洋游泳的紀錄的紀錄。。

十 個 時 後 肉 痙攣 意志力開 薄弱薄弱十五個小時之後，肌肉已經痙攣、意志力開始薄弱，薄弱，

她說「我要放棄了」…
船 霧 到幾 就 破紀錄上了船，風一吹把霧吹散，不到幾百公尺，就可以破紀錄，

她放棄、沒有堅持到底。

我們需要上帝才有辦法堅持 ─
等三年、五年、二十年…，會覺得不可能；等 年 年 十年 會覺得不可能

但安慰之書帶來限制級傳道的盼望，

內容是以色列即使被擄仍然要歸回，內容是以色列即使被擄仍然要歸回，

因此透過耶利米所不懂的買地，

來見證 你們被擄，我仍然愛你、要安慰你、來見證 ─ 你們被擄，我仍然愛你、要安慰你、

仍然捨不得擊打你們，還希望你們歸回 ─ 回到上帝。



‧限制級傳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歸回 ‧買地‧新約‧新約的保證

卅一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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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乃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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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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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耶和華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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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透過彌賽亞耶穌，要立新約。上帝透過彌賽亞耶穌 要立新約
上帝上帝的苗裔要發出來在新約耶穌身上 ─ 
賽四2、廿三5-6、卅三15-16、亞六12，總共舊約四次賽四2 廿三5 6 卅三15 16 亞六12 總共舊約四次

耶和華的苗裔，兩次出現在安慰之書。

‧限制級傳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歸回 ‧買地‧新約‧新約的保證

新約那新約完全不一樣嗎？不然，32節 ─
相同的神、我的約、我的律法、我的子民、相同的團契

相同的應許 ─ 赦免他們的罪，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

相同的後裔 ─ 你們要成為我的子民、屬神的百姓

那為什麼叫新約？有一些不同的 ─
舊約寫在石版上，現在是要在心版上，

從石頭心改成肉心，從外面的石頭寫在在裡面裡面

從最小的到最大的，沒有階級，

舊約 ─ 猶太人出了埃及過了紅海，得罪上帝，擄到巴比倫去，

只要悔改歸向上帝，等於新約的因信稱義信稱義
舊約 ─ 猶太人出了埃及過了紅海，得罪上帝，擄到巴比倫去，

現在透過新約取代舊約，讓猶太人、外邦人歸向上帝…
上帝透過摩西所說的應許 你們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上帝透過摩西所說的應許 ─ 你們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

這個應許在新約裡面完完全全不改變！

‧限制級傳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歸回 ‧買地 ‧新約‧新約的保證

卅一35-36 那使太陽白日發光，使星月有定例，

黑夜發亮，又攪動大海，使海中波浪匉訇的，

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他如此說：

「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廢掉，

以色列的後裔也就在我面前斷絕，

永遠不再成國。」

太陽、月亮、星星，都不會停止不發光，太陽、月亮、星星，都不會停止不發光，

波浪一定不會不翻騰的，

也就是說上帝的新約不改變。也就是說上帝的新約不改變

上帝透過大自然給他特殊的啟示加保證，

新約誰都廢不掉。

‧限制級傳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歸回 ‧買地 ‧新約‧新約的保證

卅一37 耶和華如此說：「若能量度上天，尋察下地的根基，

我就因以色列後裔一切所行的棄絕他們。」

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天多高…
新約之所以能夠安定在天的原因，

馬太福音就用應驗來開始寫 ─

是因為 耶利米書安慰之書的新約，上帝背書書。。

馬太福音就用應驗來開始寫

第一章是家譜，有三個十四代，

第二、第三個十四代，都是被擄到歸回；第二 第三個十四代 都是被擄到歸回；

希伯來文 Daviyd算出來是14，就是指著大衛。

大衛王朝亡國，被擄到巴比倫去了，大衛王朝亡國，被擄到巴比倫去了，

後來歸回是因為應許 以賽亞書第七章童女懷孕；

馬太福音是從被擄馬太福音是從被擄、

上帝透過童女馬利亞要把他們帶歸回，來談應驗。



‧限制級傳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歸回 ‧買地 ‧新約‧新約的保證

馬太福音第二章 ─ 東方來的博士看了星星去問希律王：

降生在猶大為王的在哪裡？

文士說 應驗文士說 ─ 彌迦書第五章應驗了；

博士找到星所停的伯利恆、拜了耶穌，

希律王被惹毛了、殺小孩子。

上帝告訴約瑟、馬利亞 ─ 逃到埃及去，

才會有應驗 何十一1 ─ 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太二15)

在拉瑪聽 號咷大 的聲音太二18 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

是拉結哭她兒女，不肯受安慰，

為他們都不在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原來是指的希律王殺伯利恆的孩子，猶太人哭、媽媽哭，原來是指的希律王殺伯利恆的孩子，猶太人哭、媽媽哭，

正好應驗 耶卅一15 ─在拉瑪聽見號咷痛哭的聲音。

‧限制級傳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歸回 ‧買地 ‧新約‧新約的保證

太三 ─ 施洗約翰給祂施洗，聖靈彷彿鴿子降臨在耶穌身上，

天父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祂的。」

不像以色列是失敗的兒子

太四 ─ 耶穌在曠野受試探、祂禁食四十天，

正如以色列人在曠野四十年得罪上帝，

耶穌受試探勝過撒但，不像以色列失敗

耶利米的安慰之書，影響到 馬太福音一到四章 整體文脈 ─
猶太人要被擄，是因為進迦南地之後離棄上帝的約，猶太人要被擄，是因為進迦南地之後離棄上帝的約，

上帝透過耶利米宣告…
新約 道成肉身的耶穌 讓以色列人再次「出埃及埃及新約 ─ 道成肉身的耶穌，讓以色列人再次「出埃及埃及」，，

如同往日從巴比倫歸回，第二次經歷上帝的保證 ─
被擄七十年之後 批 批歸回被擄七十年之後，一批一批歸回，

最後把你們帶歸回的，就是這個耶穌！

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知道 ─

禱告禱告
幫助我們知道

你是全能的神、又是信實的神，

你過去讓以色列人被擄七十年之後歸回，你過去讓以色列人被擄七十年之後歸回，

如今也透過耶穌 ─
把他們、也把我們這些外邦人

帶到你的國度；

幫助我們在受苦難的當中，

在基督裡面找到安慰跟盼望。在基督裡面找到安慰跟盼望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