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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耶利米書記載這一位先知的蒙召，

來看上帝如何在艱難的時代當中託付 個傳道人來看上帝如何在艱難的時代當中託付一個傳道人，

教導傳道人順服祂的心意、忠心的來事奉祂…

一1-3 便雅憫地亞拿突城的祭司中，

希勒家的兒子耶利米的話記在下面。希 米

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約西亞在位十三年，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

從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在位的時候，

直到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

就是十一年五月間耶路撒冷人被擄的時候，

耶和華的話也常臨到耶利米。

代下卅四1 約西亞登基的時候年八歲，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在耶 冷作 年

直到米吉多戰爭爆發，死在法老王尼哥手中。

代下卅四約西亞在位第十八年、二十六歲時，

下令重修耶和華的聖殿 祭 希勒家發 律 書下令重修耶和華的聖殿，大祭司希勒家發現律法書，

掌管利未人禮服的沙龍，他的妻子女先知戶勒大

到約西亞王面前解釋律法，

約西亞才明白律法書的道理

律法書的內容，有人說是申命記，

有人說就是摩西律法書

為什麼律法書被塵封已久呢？

瑪拿西王多行不義，律法當時被視若垃圾、丟棄一旁瑪拿西王多行不義 律 當時被視若 丟棄 旁

更有可能有敬畏上帝的祭司，

怕上帝的律法書被焚燒，偷偷藏了起來怕上帝的律法書被焚燒 偷偷藏了起來

過了半個世紀後，律法書給挖出來，

可想而知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上帝的話，可想而知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上帝的話，

國家、社會，是何等奇怪的光景。

耶一1b 希勒家的兒子耶利米。

代下卅四14b 祭司希勒家得了耶和華的律法書代下卅四14b 祭司希勒家得了耶和華的律法書。

耶卅二7a 你叔叔沙龍…
代下卅四22b 戶勒大是掌管禮服利未人沙龍的妻。

無法百分之百確認；但如果真的就是無法百分之百確認；但如果真的就是…
耶利米從小生長在敬虔的家庭，帶給他珍貴的屬靈資產，

絕對可以孕育他成為一個看重上帝話語的人。絕對可以孕育他成為 個看重上帝話語的人

耶一1a 耶利米出生在便雅憫地亞拿突城的祭司家族。

古代祭司是繼承制 年古代祭司是繼承制，男丁成年之後，理所當然成為祭司

亞拿突城位在

耶路撒冷北方五公里的山丘上，

可以遠眺約但河河谷、死海，

種滿杏樹，初春開放，非常的美麗



一5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別你為聖；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

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上帝把耶利米分別為聖、單單歸屬於祂，

代表耶利米的一生都屬乎上帝 ─
為上帝而生、也為上帝而活

名字的意思：名字的意思

耶和華上帝所指定、所建立的

帝 列 的上帝呼召耶利米當先知，而且擔任列國的先知，

代表服事的範圍非常大 ─
不只是自己的國家，

凡與南國猶大相關的鄰邦各國，

都會聽到他的預言。

面對上帝的呼召，耶利米可沒有得意忘形，

當 對 都求 得 先 職 時當面對別人都求之不得的先知職分時，

他以自己的年紀太輕，作為推托的藉口…

一6 主耶和華啊，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

原文 青少年的年紀 按利未 服事年齡原文 na-ar，青少年的年紀，按利未人服事年齡，

或許才二十出頭，還在見習生的階段。

耶利米知道在叔叔伯伯的面前，只是乳臭未乾…
接受先知職分，帶來的不是榮華富貴、明星牧者

付上的代價可能是背後的攻擊、直接的毀謗、嫉妒，

甚至身旁親朋好友，

懷疑他精神妄想、把自己當成先知

廿九27 亞拿突人耶利米向你們自稱為先知，廿九27 亞拿突人耶利米向你們自稱為先知，

你們為何沒有責備他呢？

就人性，耶利米的恐懼合情合理，

但上帝偏偏顛覆人的智慧 揀 無有 有 羞但上帝偏偏顛覆人的智慧 ─ 揀選無有的、叫有的羞愧，

卑微的、叫有地位的羞愧，軟弱的、叫強壯者羞愧。

當年先知撒母耳奉命膏立新的君王取代掃羅，

看到大衛的長兄一表人才，以為應該是他，

豈知上帝揀選了牧羊少年，也就是大衛！

上帝揀選了在人看來微不足道、年紀很輕、上帝揀選了在人看來微不足道 年紀很輕

敏感脆弱、容易受傷，不正是提醒耶利米 ─ 
不是倚靠自己的勢力、人生閱歷、才能，不是倚靠自己的勢力 人生閱歷 才能

乃是要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

提醒旁邊的人 ─ 不要過度高舉有恩賜、才幹的傳道人，提醒旁邊的人  不要過度高舉有恩賜、才幹的傳道人，

為他擁有才幹、恩賜感謝主

但更要專心仰望、信靠那位呼召耶利米的上帝，但更要專心仰望、信靠那位呼召耶利米的上帝，

祂是賜人服事力量、賜給人榮耀祂恩典的主

一9 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

這動作也代表耶利米一生的服事，順服在上帝的管治當中，

「耶和華如此說」在全部舊約有 349次耶和華如此說」在全部舊約有 349次
耶利米書用了 157次 ─ 講的話不是憑著自己來講的，

又被稱作「耶和華話語的先知」又被稱作 耶和華話語的先知」

作上帝話語出口的代價是很大的 ─ 好聽、難聽的話，

上帝要你去講，就必須忠實的作上帝話語的出口。上帝要你去講，就必須忠實的作上帝話語的出口。

耶利米雖承認，上帝的話成為他心中的歡喜快樂

另方面廿8 9 剖析他內心的痛苦另方面廿8-9 剖析他內心的痛苦…
我每逢講論的時候，就發出哀聲，我喊叫說：

「因為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凌辱 譏刺「因為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凌辱、譏刺。」

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

我便心裡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便心裡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

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從耶利米書可以看到真先知跟假先知的對比：

真先知的 是被上帝管住的 用生命見證上帝的道真先知的口是被上帝管住的，用生命見證上帝的道，

即使是責備、不順耳、排斥跟唾棄的，還是要講

假先知卻是譁眾取寵，抓住人性的心理，

該責備的不責備，反而奉上帝的名說無關痛癢的話

很會說祝福激勵人的話，卻不敢叫人認罪悔改

傳授成功人生之道，卻不敢叫人面對十字架的苦難

告訴人上帝多麼愛我們，卻不敢談上帝公義的屬性

你們是上帝話語忠心的管家嗎？在教會是作傳遞話語 的管家

上帝話語信息、帶領弟兄姐妹查經的人嗎？

耶利米值得效法，但沒有神的幫助，會膽怯 ─耶利米值得效法 但沒有神的幫助 會膽怯

因為人性總是喜歡討好人。

十五19b 你若將寶貴的和下賤的分別出來，你就可以十五19b 你若將寶貴的和下賤的分別出來，你就可以

當作我的口。他們必歸向你，你卻不可歸向他們。

耶利米傳講信息，在當時的世代像是一張烏鴉嘴…
開始蒙召 他的 發出來的話就是一開始蒙召，他的口一發出來的話就是

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後面才有建立、栽植。

農業用語 建築用語

上帝透過耶利米的預言，以天災作為背景、以戰禍作為情節，上帝透過耶利米的預言 以天災作為背景 以戰禍作為情節

為要應驗 申命記二十九章摩西對以色列民講過 ─
如果背約，必招惹咒詛、耶和華的審判、憤怒會臨到如果背約，必招惹咒詛 耶和華的審判 憤怒會臨到…
申廿九24-28 所看見的人，連萬國人，都必問說：「耶和華

為何向此地這樣行呢？這樣大發烈怒是甚麼意思呢？」為何向此地這樣行呢？這樣大發烈怒是甚麼意思呢？」

人必回答說：「是因這地的人離棄了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

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去事奉敬拜

素不認識的別神，是耶和華所未曾給他們安排的。

所以耶和華的怒氣向這地發作，將這書上所寫的一切咒詛

都降在這地上 和華在怒氣 忿怒 大惱恨中都降在這地上。耶和華在怒氣、忿怒、大惱恨中

將他們從本地拔出來，扔在別的地上，像今日一樣。」

正因為上帝有公義的屬性，祂會究察人的罪孽，

藉 來審 南 被擄 外邦藉由巴比倫來審判南國猶大、被擄到外邦；

但正因為上帝有慈愛的屬性，祂不會永遠懷怒，

義祂也宣告栽植跟建立，在公義的審判之後，

讓悖逆的百姓有一些餘民歸回…

廿四6 我要眷顧他們，使他們得好處，領他們歸回這地。

我也要建立他們，必不拆毀；栽植他們，並不拔出。

卅一28 我先前怎樣留意將他們拔出、拆毀、毀壞、傾覆、苦害，

也必照樣留意將他們建立、栽植。這是耶和華說的。

上帝拆毀代表祂是公義的，南國猶大多行不義

上帝栽植代表上帝是慈愛的，記念跟以色列百姓的約

研讀耶利米書，不要留在悲情，而是應當看到盼望。

廿九11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廿九11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上帝接著透過兩個異象，讓耶利米看到 ─
帝 來 然 然成上帝派他所出來的話絕不徒然返回、必然成就…

一1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甚麼？」
我說：「我看見一根杏樹枝。」

希伯來文 shaw-kede’ ，入春後最早發芽的植物，希 來 春後最早發芽的植物
又可翻譯成警醒的樹、守望的樹，

亞拿突城的山丘遍滿這些杏樹。

一12 耶和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
因為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成就。」

Show-ked’
透過第一個異象讓耶利米知道 ─透過第 個異象讓耶利米知道

不管別人怎麼看你，我已經把話放在你的裏頭

當你忠誠傳講我話時，每一句話都會應驗，當你忠誠傳講我話時，每 句話都會應驗，

因為我揀選你作我話語的出口



一13 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我說：「你看見甚麼？」

我說：「我看見 個燒開的鍋 從北而傾我說：「我看見一個燒開的鍋，從北而傾。」

北方的鍋就是來自於北方的外患 ─北方的鍋就是來自於北方的外患

新巴比倫帝國、以及君王尼布甲尼撒，

要刑罰他們拜偶像、背棄上帝的罪。要刑罰他們拜偶像 背棄上帝的罪

上帝透過這兩個異象，來堅固耶利米先知的呼召，

讓耶利米知道 ─ 上帝的呼召已經臨到他的身上，

有一天他要在眾人面前傳講神的話，

作堅城、鐵柱、銅牆、鐵壁

代表每一次出現在人群中，

面對的不會是喝采、掌聲，

而是百姓的冷漠、當權者的逼迫…
他只能忠心到底的傳講上帝的話，剛強無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