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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的信息
耶利米书第二章 1 - 13
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2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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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初熟的果子；
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4 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5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甚么不义，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的列祖见我有甚么不义
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
6 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
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 引导我们经过旷野
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
无 居住之 的耶和华在哪里呢？』
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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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的信息
耶利米书第二章 1 - 13
7 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
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 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

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
8 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

官长违背我；先知藉巴力说预言，随从无益的神。」
9 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
10 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察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
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
11 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
岂有 国换了他的神吗？
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
12 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
诸天哪 要因此惊奇 极其恐慌 甚为凄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
13
3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耶利米 ‧第一篇讲章‧第二篇讲章‧第三篇讲章‧第四篇讲章
一1

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

从约西亚、约雅敬、约雅斤、西底家，
从约西亚
约雅敬 约雅斤 西底家
四十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后来到埃及多年。
 那鸿、俄巴底亚，比较多传福音给以色列邻邦
那鸿 俄巴底亚 比较多传福音给以色列邻邦
 约拿、阿摩司、西番雅、哈该，有相当程度给外
外邦
 只有耶利米，是列邦列国的先知
只有耶利米 是列邦列国的先知
当时巴比伦把亚述灭了，南国三批相继被掳。
第一章 上帝呼召耶利米成为限制级传道，
给他两个异象：
1. 杏树枝 ─ 原文的双关语「留意保守」
2. 北
北方烧开来的锅
烧开
锅 ─ 巴比伦来了，
到了耶路撒冷是从北边来…

‧耶利米 ‧第一篇讲章‧第二篇讲章‧第三篇讲章‧第四篇讲章
他传道的重点是异象、还有前面神的道：
一9
9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
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四个负面 ─ 拔出、拆毁、毁坏、倾覆，才有建立、栽植。
拔出 拆毁 毁坏 倾覆 才有建立 栽植
他信息的重点，是圣经跟圣灵 ─
 不要单单只要圣经、反对灵恩
 也不要只有圣灵、却不要圣经

就变成传道人信息的核心 ─
 约翰在拔摩岛，圣灵在他身上启示、写圣经
 以西结的枯骨证明圣灵来了，神的道在里面
耶利米就是如此…，先彻底毁了、再建造，
耶利米就是如此
先彻底毁了 再建造
他的道是毁坏、审判性的，同时也有建造性、救恩、安慰。

‧耶利米 ‧第一篇讲章 ‧第二篇讲章‧第三篇讲章‧第四篇讲章

耶利米更用很赤裸裸的话来说 ─ 你们背约到一个地步，
你们背约到 个地步
二11

岂有一个国换了他的神呢？我的同胞就是如此…

以色列笨到 个地步 把他们的荣耀换了无益的神 ─
以色列笨到一个地步，把他们的荣耀换了无益的神
那个神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却不要我这活水的泉源。
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
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
赛五2b 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
耶二22 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濯，
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
赛一18b 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
罪 像朱 ，
成
。
耶二24 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吸风；
起性的时候谁能使牠转去呢？
赛一3a 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
耶二21

‧耶利米 ‧第一篇讲章 ‧第二篇讲章‧第三篇讲章‧第四篇讲章

第一篇 二1到 三5，从婚姻的约来比喻以色列；
三1

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作了别人的妻，
前夫岂能再收回她来？
若收回她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
，
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

以色列人就像这样的妻子 ─ 跟巴力乱搞、离弃丈夫耶和华，
跟巴力乱搞 离弃丈夫耶和华
你即使跟巴力在一起，我仍然要爱你，
因为当初我跟你立约，
因为当初我跟你立约
从埃及把你们救出来、成为我的爱妻…
处女岂能忘记她的妆饰呢？新妇岂能忘记
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

二32

用婚姻来描绘他们是背约、是忘记上帝的。

‧耶利米 ‧第一篇讲章 ‧第二篇讲章‧第三篇讲章‧第四篇讲章

当然结果要被抓…
当然结果要被抓
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
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
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
忘了造世界、救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膀臂，才是救主！
二28b 犹大啊，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
二26-27

你拜假神失败，上帝就让你愈失败，
就让你们被羞愧、被掳到巴比伦去。
你一定要有上帝，跟上帝签约之后不听上帝的道 ─
不要以为我已经有上帝的约 有割礼 有圣殿
不要以为我已经有上帝的约、有割礼、有圣殿、
有律法、有表面的宗教、有大卫的宝座、有约柜，
里面却堕落败坏！
他们要亡国之前的时候，这些通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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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篇 巴比伦一定来，
第二篇
定来 三6到 六30
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
「背道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
她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
她行这些事以后 我说她必归向我 她却不归向我
她行这些事以后，我说她必归向我，她却不归向我。
她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
背道的以色列行淫 我为这缘故给她休书休她；
背道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她休书休她；
我看见她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
因以色列轻忽了她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

三6-9

北国、南国通通一样，因此 ─
亚述把北国如何掳走 巴比伦如何把南国掳走！
亚述把北国如何掳走，巴比伦如何把南国掳走！
巴比伦来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把他们掳走，
上帝是给机会的 上帝的管教里面是有慈爱的
上帝是给机会的、上帝的管教里面是有慈爱的…
可是发觉以色列人多败坏，照常一样。

‧耶利米 ‧第一篇讲章‧第二篇讲章‧第三篇讲章 ‧第四篇讲章

第 篇 七到十 圣殿的讲道 Temple sermon
第三篇
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
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如此说：
「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
「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
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 」
七2b-4

除非你生命改变、帮助寄居的、寡妇孤儿、不随从别神，
可是你们 ─ 倚靠虚谎无益的话，偷盗、杀害、奸淫，
倚靠虚谎无益的话 偷盗 杀害 奸淫
用我的名、妄称这名，称为我名下的殿岂可称为贼窝吗？
耶利米就在圣殿前面骂他们 ─ 有圣殿为夸口，
这些是耶和华的殿，一定不会被掳；
用宗教礼仪来夸口，里面却不行割礼。

‧耶利米 ‧第一篇讲章‧第二篇讲章 ‧第三篇讲章‧第四篇讲章

在这么败坏中，上帝透过耶利米说 ─
只有一个出路，归回上帝是唯一的盼望
望…
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
，
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 你就不被迁移
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
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 也必因他夸耀 」
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

四1-2

如果归回，上帝就恩待你，
但是以色列人仍然不听他的信息。

巴比伦
比伦要来，归回是唯一的盼望，
他们没有人投降，只有一个投降 ─
约雅斤投降，最后平安无事；
其他人都亡国、最后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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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的责备对基督徒有用的…
耶利米的责备对基督徒有用的
1. 宗教不能取代个人的圣洁 ─ 不行十诫…，什么都做
做，
没有神本 就不会有人本 很多虚假的宗教
没有神本、就不会有人本，很多虚假的宗教；
犯了十诫中的六诫，耶利米指责说 ─ 有圣殿、有礼仪，
但里面生命不悔改 照常被掳 不要有圣殿就可以夸口
但里面生命不悔改，照常被掳，不要有圣殿就可以夸口！
2. 宗教礼仪不能取代个人的顺服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
我只吩咐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作我的子民。」
七22-2

现在有这么多祭，里面却没有真正顺服上帝，
现在有这么多祭
里面却没有真正顺服上帝
仍然拜偶像，导致拒绝先知所讲的道。
耶利米数十年所传的道 没有人听他的
耶利米数十年所传的道，没有人听他的，
但是上帝仍然用他 ─ 继续传主的道。

‧耶利米 ‧第一篇讲章‧第二篇讲章‧第三篇讲章 ‧第四篇讲章

‧耶利米 ‧第一篇讲章‧第二篇讲章‧第三篇讲章 ‧第四篇讲章

3. 虚假的崇拜会导致道德的败坏

2. 宗教礼仪不能取代个人的顺服
百姓为什么刚硬？
背后有灵界的争战 ─ 拜假神、拜偶像；
拜偶像 又抓住上帝耶和华的殿
拜偶像，又抓住上帝耶和华的殿，
虚假的安全感，拒绝先知悔改性的呼召。

虚假的先知引诱百姓进入得意的危险，

没有神本就会进入堕落败坏 ─ 背约，
违背前面四诫，就一定抵挡后面六诫。
耶利米不是改革者，他是古道的维护者，
他用申命记、用五经、道很能讲…
十三章 ─ 描绘以色列人像烂的麻布、酩酊大醉的酒坛；
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
古实人
非洲人，黑，不能改变肤色，
犹太人的堕落也不改变
豹岂能改变斑点呢？
以色列人的刚硬也像豹一样，
不能改变斑点

─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
假先知说：明年一定可以回耶路撒冷。
耶利米派人写信给在巴比伦被掳的两批人 ─
不要听这些先知的话…
乖乖留七十年，不要想明年可以回来。
假先知骗他们。

十三23

廿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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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的信息

第四次讲章 十一到十三章，

他本身是被上帝的爱所感动的人…

约已经被破坏，束腰的麻带已经烂了…
十一14

九1
九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他就是爱百姓、哭不完的…
他就是爱百姓
哭不完的
因为他被上帝爱、爱百姓，所以带来责备。

还要被束腰绑起来、被上帝的话所约束，
真正把麻带束了，就发觉那个麻带是烂的，
好让你知道 ─ 我的百姓是烂的！
─婚姻来比喻，以色列是悖逆、背约的
第二篇 ─北方列国要来袭
第三篇 ─ 在圣殿讲道，责备他们
在圣殿讲道 责备他们 ─
夸圣殿、却里面不悔改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

十六1-2

第一篇
第
篇

第四篇

─约已经破坏、麻带束腰绑住，
已经破坏 麻带束腰绑住
不要再为他们祷告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何西阿 ─ 太太歌篾淫乱，好让何西阿体会
上帝的妻子以色列跟巴力淫乱，他的痛苦
帝 妻子
列
力
，
痛苦



以西结 ─ 外邦结婚的太太死了，他不能哭，
直到逃离耶路撒冷外邦的人告诉他 他才由哑口到开口
直到逃离耶路撒冷外邦的人告诉他，他才由哑口到开口



耶利米 ─ 不能结婚，好让你知道国家要亡、没有盼望

主帮助我们 ─

祷告

求

生命的每一个周遭、每一个角度，
都被你约束之后，
祈祷、传道只有一个爱；
让爱神 爱人的信息
让爱神、爱人的信息，
感动你的教会、建造你的教会，
让堕落的世人归向真神。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