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米書

第一課…

公元前七世紀的先知耶利米的著作
的著作，
透過私人祕書巴錄整理、編輯、彙整，
 被列為大先知書的第二卷，共五十二章，
實際原文長度超過以賽亞書，
是先知書中原文內容最長的一卷
 是先知書中最多表述先知個人的禱告、
服事心路歷程、情緒的高低起伏、
與上帝之間深刻對白的一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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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的文體，融合了詩歌體、散文體，
穿插人稱的轉換、人物情節的變化，非常生動
 仔細研讀耶利米書，
很難不被它字裡行間的信息打動，
甚至邊讀，會邊陪著耶利米流淚禱告


非常期盼在這二十堂課程的學習中，
 不僅陪伴著弟兄姐妹
起進到耶利米書的真情 界
一起進到耶利米書的真情世界
 也能夠從經文當中，
瞭解耶利米所服事的時代 是 個
瞭解耶利米所服事的時代，是一個
道德敗壞的社會、神棍橫行的世代
 更多從耶利米事奉的榜樣、分享的信息當中，
更多從耶利米事奉的榜樣 分享的信息當中
學習作一位持守真理、宣揚真道的服事者

讀起耶利米書，會感覺非常的人性化 ─
從字裡行間中感受到 個服事上帝的人
從字裡行間中感受到一個服事上帝的人，
內心的掙扎、服事歷程中跟上帝的關係。

如何閱讀耶利米書？
耶利米書並不是按著時代的先後次序，來記錄預言，
 耶利米的預言不是一次講完，服事時間達四十多年，
巴錄點點滴滴記述耶利米所有的預言
 耶利米書記載，在預言的過程當中，
 第一次記錄的預言，送給約雅敬國王，
國王將上帝的話語割破、丟在火爐裡
 巴錄只好根據耶利米口述第二次的預言，再次記錄，
在一個動盪的世代，不容易保存所有的預言，
所以沒有按照年代次序來做編排
我們還是可以找到大段落、重要的主題，
我們還是可以找到大段落
重要的主題
 掌握所記載經文事件發生的年代
 老師從章節的段落抓出核心的主題，
帶各位有系統的研讀耶利米書的經文

經文鑑別 ─ 希伯來文的馬索拉抄本
聖經公會出版希伯來聖經 BHS ，就是根據
是根據
馬索拉學派學者《列寧格勒抄本》為底本，
目前最早、最完整的希伯來舊約抄本
希
舊
 華人教會和合本聖經是按這個版本編排的


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
 公元前二、三世紀，
一群猶太學者在埃及亞歷山大翻譯
 比馬索拉抄本短少 1/8、2700 字，次序也有些不同
舊約學者 Gleason Archer 認為：
 可能耶利米時期
可能耶利米時期，有一個更早的版本在流傳
有 個更早的版本在流傳…
影響在埃及翻譯出來的希臘文七十士譯本
 耶利米死後，巴錄把更多的講章
耶利米死後，巴錄把更多的講章、預言內容
預言內容
擴充編排，而影響形成馬索拉抄本的底本

這些情形，都可以從比耶利米更早出來服事、
同時期先知西番雅的信息當中看到…
番三1-3 這悖逆
番三
這悖逆、污穢、欺壓的城有禍了！
污穢 欺壓的城有禍了！

她不聽從命令，不領受訓誨，
不倚靠耶和華，不親近她的神。
 她中間的首領是咆哮的獅子；
 她的審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點食物也不留到早晨。
 她的先知是虛浮詭詐的人；
 她的祭司褻瀆聖所，強解律法。
耶和華在她中間是公義的，斷不做非義的事，
每早晨顯明他的公義，無日不然；
只是不義的人不知羞恥。
西番雅記載 政治領袖
政治領袖、神職人員、審判官、平民老百姓，
神職人員 審判官 平民老百姓
所呈現出來的信仰、社會道德敗壞的光景。

時代背景 ─ 耶利米在猶大約西亞王在位第十三年，
蒙召成為耶和華的先知，大約 627 – 626B.C.，
 服事期間橫跨約西亞王、約哈斯王、
約雅敬王、約雅斤王、西底家王
 直到南國猶大 586B.C. 滅亡，
還一直在猶太人當中擔任先知工作
服事時間長達四、五十年，是南國歷史最動盪不安的時期，
面對國家即將滅亡、目睹耶路撒冷被攻破、人民被殺…
這些動盪不安的情形，
這些動盪不安的情形
 實在因為當時南國猶大的百姓離棄了上帝、
崇拜各樣的偶像 背棄上帝的律法，
崇拜各樣的偶像、背棄上帝的律法，
忘記先祖與上帝所曾立下的約
 宗教愈來愈墮落、社會道德愈來愈敗壞，
從政治領袖到平民百姓，愈加貪婪腐化、毫無廉恥

南國猶大道德敗壞、社會公義不彰，
早從約西亞王的祖父瑪拿西王時代
就已經開始，登基長達五十五年…
王下廿一2-6 瑪拿西行重新建築他父希西家所毀壞的邱壇，

又為巴力築壇，做亞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亞哈所行的，
且敬拜事奉天上的萬象；在耶和華殿的兩院中為天上的萬象築壇，
敬拜事奉 上的萬象 在耶和華 的 院中為 上的萬象築壇
並使他的兒子經火，又觀兆，用法術，立交鬼的和行巫術的，
多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多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耶利米擔任先知四、五十年中，
國家社會就是在承受瑪拿西王毀壞的後果。
國家社會就是在承受瑪拿西王毀壞的後果
代下卅三11-13 亞述王的將帥用鐃鉤鉤住瑪拿西，

用銅鍊鎖住他 帶到巴比倫去
用銅鍊鎖住他，帶到巴比倫去。
他就懇求耶和華他的神，耶和華就允准他的祈求，
垂聽他的禱告 使他歸回耶路撒冷
垂聽他的禱告，使他歸回耶路撒冷。

他昔日所鑄成的錯誤，對子孫的貽害都已經造成了！

瑪拿西王去世，其子亞捫接續作王，
多
多行不義，兩年就被臣子造反殺掉。
義
年 被
造
掉
約西亞王登基，是耶利米所遇到的第一位王，
 南國猶大最後一位好王 ─ 敬畏耶和華上帝，
拆毀祖父、父親建立的神壇，重修聖殿
 列王紀：大祭司希勒家發現律法書，
交給書記官沙番誦讀給約西亞王聆聽，
女先知戶勒大解釋律法
 律法書重現，促成約西亞作王第十八年的宗教改革
很可惜只是流於表面，沒有辦法徹底重建信仰根基，
 百姓
百姓、政治領袖、神職人員都只是表面敷衍，
政治領袖 神職人員都只是表面敷衍
信仰的骨子裡還是只求功利、不求悔改的模式
 以為守住外在的宗教儀式，對上帝就有交代，
只要耶路撒冷聖殿還在，耶和華就不會離開他們

605B.C. 改變中東局勢的迦基米施戰爭爆發，

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打敗埃及法老王尼哥，
巴比倫
布
打 埃及 老
哥
成為中東霸主，從打敗各國中蒐羅許多的菁英…
 從耶路撒冷擄走第一批菁英，有但以理及三位朋友
 597B.C. 巴比倫第二次擄掠耶路撒冷，
擄走後來在迦巴魯河邊蒙召作先知的以西結
自從巴比倫崛起，約雅斤、西底家的外交政策，
自從巴比倫崛起
約雅斤 西底家的外交政策
一直處在巴比倫、埃及之間搖擺狀態…
想求得國家苟延殘喘的機會，忘記求告上帝
想求得國家苟延殘喘的機會
忘記求告上帝 ─
 以為耶和華的聖殿還在耶路撒冷，
就會有平安的日子來到
 當時的先知講一些讓群眾聽了
喝采 叫好的假話 不斷地說：
喝采、叫好的假話，不斷地說：
平安哪 、平安，一切都平安！

612B.C. 新巴比倫帝國拿布波拉撒攻陷亞述首都尼尼微，

為遏止巴比倫的坐大，法老王尼哥
為
巴比倫
老
哥
609B.C. 出兵支援亞述反抗軍，
南國約西亞王草率出兵，戰死在米吉多，
導致埃及控制整個南國猶大…
猶大百姓擁立約西亞王的次子約哈斯作王，
不聽法老王的話，法老王尼哥三個月就把他廢掉
 另立約西亞的長子約雅敬，
王下廿三 罰南國繳納…，向百姓橫征暴歛、抽重稅
罰南國繳納 ，向百姓橫征暴歛、抽重稅
耶卅六 殺害先知烏利亞、把耶利米預言書割破、
蓋宮殿 狂妄自大，招來上帝的審判 ─
蓋宮殿…狂妄自大，招來上帝的審判
廿二19 他被埋葬好像埋驢一樣，扔在城門之外
 南國猶大末代兩位君王約雅斤、西底家，
完全沒有力量來改善當時的敗壞狀況


就在國家彼此上下裝傻，一個不一樣的聲音出現了 ─
那就是耶利米 像
那就是耶利米，像一根針，
把每個人心中自我膨脹的部分都給戳破了，
 這聲音來自於上帝對耶利米的託付
 告訴這群人：沒有平安、你們沒有平安！
耶利米成為時代的異數，一生的事奉沒有掌聲，
只有咒罵、批評、掌嘴、逼迫、羞辱、監禁…
罵
掌
禁
雖然好幾次想放棄，但無數次與上帝深刻的禱告、交流，
使他
使他一次又一次的堅持下去。
的堅持下去
耶利米一生從未享受過明星牧者的待遇，
 為主受苦
為主受苦、忠誠的傳講上帝的話語
忠誠的傳講上帝的話語
 多次下榻的地方是監獄，而不是五星級的套房
新約提到耶穌好像 即將宰殺的羊，默默地被帶到宰殺之地」，
新約提到耶穌好像「即將宰殺的羊，默默地被帶到宰殺之地」，
經文背景是來自耶利米書，記載耶利米受苦的光景。

閱讀耶利米書，不單只是因為它是聖經當中的一卷，
對事奉上帝的人來說，耶利米書是一面清澈的鏡子，
事
利米書
清
 讓每一位事奉上帝的人，不是預設立場 ─
我事奉上帝、我配得尊榮
 從耶利米的身上看到、不是如此，
 他從一開始蒙召，就預備好為主受苦
 一生的事奉，教導服事上帝的人 ─ 要有受苦的心志
有時走不下去，就求主再次賜我們力量，
回到祂的面前 抓住主 呼求主
回到祂的面前、抓住主、呼求主，
跟主坦露內心的脆弱、無力感…
相信主當年給耶利米鼓勵 安慰 力量，
相信主當年給耶利米鼓勵、安慰、力量，
主也會再次給願意事奉、跟隨祂的人，
能夠在悖逆上帝、不喜悅上帝的話語、抵擋上帝、
偏離上帝話語的時代，作上帝忠貞的僕人。

潘霍華是上個世紀、二次大戰時期，
為主殉道的一個殉道者…
為主殉道的一個殉道者

上帝啊！
我雖孤單，你卻不離開我；
我雖軟弱，你卻不丟棄我；
我心裡黑暗，有你同在就有光明；
我心裡浮躁，有你安慰就有平安；
我 裡懷恨 有你激勵我就能忍耐
我心裡懷恨，有你激勵我就能忍耐。
你的道路超越人的理解，
但你知道我所當走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