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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书三十章 1 - 3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2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
3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
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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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归回‧买地‧新约‧新约的保证
先知耶利米传道最大的盼望
知耶利米
望 ─ 卅到卅三章

安慰之书 The book of comfort
核心 ─ 归向上帝。一开始 ─ 被掳的要归回；
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
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

卅三26

卅 章
卅一章

安慰之书 耶三十-三三章

‧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归回 ‧买地‧新约‧新约的保证

不是只有在 卅–卅三章…
廿九10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仍回此地。」

从出埃及记上帝的爱 要把他们重新带回来的光景
从出埃及记上帝的爱，要把他们重新带回来的光景…

「那时，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作我的子民。」
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
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以色列的民哪，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
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
同跳舞而出。
卅一1-4

摆在 卅到卅三章、借着出埃及的回忆，当中是两个事件…

这七十年归回影响到但以理 ─
他读到上帝透过老牧师耶利米所传的道，
他读到上帝透过老牧师耶利米所传的道
因此在异邦为七十年归回开始祷告。
有历史眼光的耶利米的话，
的耶利米的话
就不怕十字架当中、眼泪当中的挫折，
继续忠心传主的道 ─ 上帝给他盼望。

‧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归回‧买地 ‧新约‧新约的保证
卅二章

上帝要他做一件很怪的事 ─ 赎地…
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篾果然照耶和华的话，
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篾果然照耶和华的话
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
「我在便雅悯境内 亚拿突的那块地 求你买来；
「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
求你买来；
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理，是你当赎的。
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
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

卅二8

耶利米在 卅二10-15 照上帝对他所说的，
借 十 块舍客勒把它买 来
借了十七块舍客勒把它买回来。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
可以存留多日。」

卅二14

上帝叫我买地 ─ 对耶利米来说非常奇怪…

‧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归回‧买地 ‧新约‧新约的保证

他知道以色列要被掳、国家要亡了，没有人要住这的，

为什么还要买地？卅二16 他开始祷告…
一掳要七十年 ─ 为什
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
「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 又请见证人 」
「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
其实这城已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了。

卅二25

上帝回答耶利米 卅二26-35 ─
 我岂有难成的事吗？我是把他们交在迦勒底人手中，
因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就行恶
 35 恶到一个地步 ─ 在欣嫩子谷建筑巴力的邱坛，
玛拿西王把自己的儿子烧死，献给摩洛，惹上帝愤怒
 36 有刀剑、饥荒、瘟疫，我要把他们交到巴比伦手中
有
荒
，我要把他
巴比伦手

上帝愤怒要亲打以色列，要让他们掳到巴比伦去。

‧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归回‧买地 ‧新约‧新约的保证

‧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归回‧买地 ‧新约‧新约的保证

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
你们说
这地 荒凉
人
牲畜
卅二44 (上帝回答的高潮) 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
犹大的城邑 山地的城邑 高原的城邑 并南地的城邑
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
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见证人，
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

1952 年一个游泳健将
年 个游泳健将 ─ 女生，
女生
要游十五个小时，准备破一个太平洋游泳的纪录
的纪录。
。
十五个小时之后 肌肉已经痉挛 意志力开始薄弱
十五个小时之后，肌肉已经痉挛、意志力开始薄弱
薄弱，
薄弱，
她说「我要放弃了」…
上了船 风 吹把雾吹散 不到几百公尺 就可以破纪录
上了船，风一吹把雾吹散，不到几百公尺，就可以破纪录，

卅二43

你现在看不到，上帝要坚固你 ─
让你看到七十年之后，这一块地我仍然爱我的百姓！
是
掳外邦
─ 上帝在等我们回来。
帝在等我
来。
买地是要让被掳外邦的犹太人知道
你可能在外邦很挫折、觉得没有盼望，
坚持等候七十年，上帝要把你们归回，
后来果然所罗巴伯 第一批 归回、
第二批 以斯拉、第三批 尼希米。
七十年归回 ─ 有上帝的眼光，从上帝的应许，上帝仍然爱我们。

她放弃、没有坚持到底。
我们需要上帝才有办法坚持 ─
年
年
十年 ，
；
等三年、五年、二十年…，会觉得不可能；

但安慰之书带来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内容是以色列即使被掳仍然要归回
内容是以色列即使被掳仍然要归回，
因此透过耶利米所不懂的买地，
来见证 ─你们被掳，我仍然爱你、要安慰你、
你们被掳 我仍然爱你 要安慰你
仍然舍不得击打你们，还希望你们归回 ─回到上帝。

‧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归回‧买地‧新约 ‧新约的保证
卅
卅一31-34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上帝透过弥赛亚耶稣，要立新约。
上帝的苗裔要发出来在新约耶稣身上 ─
上帝
赛四2、廿三5-6、卅三15-16、亚六12，总共旧约四次

耶和华的苗裔，两次出现在安慰之书。

‧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归回‧买地‧新约‧新约的保证

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例，
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匉訇的，

卅一35-36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
「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
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
永远不再成国。」
太阳、月亮、星星，都不会停止不发光，
太阳、月亮、星星，都不会停
不发光，
波浪一定不会不翻腾的，
也就是说上帝的新约不改变。
上帝透过大自然给他特殊的启示加保证，

新约谁都废不掉。

‧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归回‧买地‧新约 ‧新约的保证

那新约完全不一样吗？不然，32 节 ─
 相同的神、我的约、我的律法、我的子民、相同的团契
 相同的应许 ─ 赦免他们的罪，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
 相同的后裔 ─ 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属神的百姓
那为什么叫新约？有一些不同的 ─
 旧约写在石版上，现在是要在心版上，
从石头心改成肉心，从外面的石头写在
在里面
 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没有阶级，
只要悔改归向上帝，等于新约的因信称义
信称义

旧约 ─ 犹太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得罪上帝，掳到巴比伦去，
犹太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 得罪上帝 掳到巴比伦去
现在透过新约取代旧约，让犹太人、外邦人归向上帝…
上帝透过摩西所说的应许 ─ 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
你们是我的子民 我是你的神
这个应许在新约里面完完全全不改变！

‧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归回‧买地‧新约‧新约的保证

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寻察下地的根基，
耶和华如此说
「若能量度上天 寻察下地的根基
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

卅一37

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天多高…
新约之所以能够安定在天的原因，
是因为耶利米书安慰之书的新约，上帝背书
书。
马太福音就用应验来开始写 ─
第一章是家谱，有三个十四代，
第 、第 个十 代，都是被掳到归回；
第二、第三个十四代，都是被掳到归回；
希伯来文 Daviyd 算出来是14，就是指着大卫。
大卫王朝亡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后来归回是因为应许 以赛亚书第七章 童女怀孕；
马太福音是从被掳
马太福音是从被掳、
上帝透过童女马利亚要把他们带归回，来谈应验。

‧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归回‧买地‧新约‧新约的保证

─ 东方来的博士看了星星去问希律王：
东方来的博士看了星星去问希律王
降生在犹大为王的在哪里？
文士说 ─ 弥迦书第五章 应验了；
应验了
博士找到星所停的伯利恒、拜了耶稣，
希律王被惹毛了 杀小孩子
希律王被惹毛了、杀小孩子。
上帝告诉约瑟、马利亚 ─ 逃到埃及去，

马太福音第 章
马太福音第二章

才会有应验 何十一1 ─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太二15)
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
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太二18

原来是指的希律王杀伯利恒的孩子，犹太人哭、妈妈哭，
原来是指的希律王杀伯利恒的孩子
犹太人哭 妈妈哭
正好应验 耶卅一15 在拉玛听见号咷痛哭的声音。

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知道 ─
你是全能的神、又是信实的神，
你过去让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之后归回，
你过去让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之后归回
如今也透过耶稣 ─
把他们、也把我们这些外邦人
带到你的国度；
帮助我们在受苦难的当中，
在 督里面找到安 跟盼
在基督里面找到安慰跟盼望。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祷告

‧限制级传道的盼望 ‧七十年要归回‧买地‧新约‧新约的保证

施洗约翰给他施洗，圣灵彷佛鸽子降临在耶稣身上，
施洗约翰给他施洗
圣灵彷佛鸽子降临在耶稣身上
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
不像以色列是失败的儿子
太四 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他禁食四十天，
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得罪上帝，
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得罪上帝
耶稣受试探胜过撒但，不像以色列失败
太
太三

耶利米的安慰之书，影响到 马太福音一到四章 整体文脉 ─
 犹太人要被掳，是因为进迦南地之后离弃上帝的约，
犹太人要被掳 是因为进迦南地之后离弃上帝的约
上帝透过耶利米宣告…
 新约 ─

道成肉身的耶稣，让以色列人再次「出埃及
让以色列人再次「出埃及
埃及」，
埃及」，

如同往日从巴比伦归回，第二次经历上帝的保证 ─
被掳七十年之后
被掳七十年之后，一批一批归回，
批 批归回
最后把你们带归回的，就是这个耶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