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新的早晨

耶利米書

第二十課…

耶五二、耶利米哀歌

耶五二 是耶利米的祕書巴錄

針對耶路撒冷被毀所做的附錄。
歷史上耶路撒冷有兩次被毀 —
586BC、AD70

每個新的早晨

從 耶卅九、五二、王下廿五 得知耶路撒冷被攻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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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座耶路撒冷城都發生了可怕的饑荒
 西底家王逃亡失敗而被活抓，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以中東處理
背叛者的方式，挖掉西底家的雙眼
 聖殿、王宮中的珍貴物品洗劫一空
 百姓、貴族凡有可利用價值的，
全被抓到巴比倫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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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被毀之後的景象，
可以從耶利米哀歌看到更細部的記載。
 先知耶利米在目睹國破家亡之後，
回顧耶路撒冷被毀的淒涼、寫下這首詩歌
 直到今天，每逢陽曆七月中到八月初、
猶太亞布月九日，世界各地的猶太人
都會聚集在一起頌讀耶利米哀歌，
用來悼念 586BC 及 AD70
非常巧合、發生在同月同日的聖殿被毀事件
耶利米用離合體詩的體裁、
揉合個人以及團體性的哀歌記述方式，
來記錄耶路撒冷被毀的景象，
以及眾人在面對苦難內心的痛苦跟煎熬。

離合體詩又稱作字母詩 —
每一節詩歌的頭一個字，都是按照
希伯來文 22 個字母的次序來排列
個字母的次序來排列，
 譬如
、 、
、
 比照英文來講
比照英文來講，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ABCD

順著每一節頭一個字的舖陳，
幫助亡國的百姓們按著字母開頭
的順序去記下這一首詩，
能夠自然而然地背誦。
如果再配合「韻腳」，
就是唐詩中的「押韻」，
就更容易對這詩歌朗朗上口、終身難忘。

耶利米寫哀歌採取字母詩的體裁，
想必希望這首哀歌能夠成為世世代代子孫
牢記亡國之恨、明白背信忘約所招來的審判之苦，
好讓大家藉此記取歷史的教訓。
耶利米哀歌共五章的內容，
 一、二、四、五章，就是符合希伯來文

十 個字母的舖陳 都是 十 節
二十二個字母的舖陳，都是二十二節
 第三章 採取 22 的三倍 — 66 節來敘述，
每三節重複 個字母
每三節重複一個字母
耶利米哀歌的希伯來文卷名 'ekah，
意思指的是「為何、為什麼 ，
意思指的是「為何、為什麼」，
 第一章第一節第一個希伯來文字開頭的字母
 字本身就是指「為何、為什麼」，
字本身就是指「為何、為什麼 ，
是人性在遇到苦難的時候，會求問蒼天的語氣

耶利米也描述當時耶路撒冷餘剩的民，他們內心的悲哀…
二10-11 錫安城的長老坐在地上默默無聲；

他們揚起塵土落在頭上，腰束麻布；
耶路撒冷的處女垂頭至地。
描述這樣的光景時，他在上帝面前哀哭說…

我眼中流淚，以致失明；我的心腸擾亂，
肝膽塗地，都因我眾民遭毀滅，
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內街上發昏。
孩童 吃奶的在城
發昏
寫到第三段時，他情緒悲壯地揮灑了
寫到第三段時
他情緒悲壯地揮灑了
六十六節經文，每三節重複同一個字母，
從 個旁觀苦難發生的人
從一個旁觀苦難發生的人、
開始語氣轉換成為一個面對上帝、
質詢 帝為何苦難發生的 個 ！
質詢上帝為何苦難發生的一個人！

哀一、二 以希伯來文二十二個字母的先後次序，

寫出了讓人聽了感覺非常悲悽的哀歌，
寫出
讓人聽 感覺非常悲悽的哀歌
談到聖城的毀壞、聖殿被玷汙的情景…
一1-3 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

先前在列國中為大的，現在竟如寡婦；
先前在諸省中為王后的，現在成為進貢的。
她夜間痛哭，淚流滿腮；
把耶路撒冷比喻成可憐的寡婦，用的是陰性

在一切所親愛的中間沒有一個安慰她的。
指耶路撒冷城周邊的列國…
指耶路撒冷城周邊的列國

她的朋友都以詭詐待她，成為她的仇敵。
猶大因遭遇苦難，又因多服勞苦就遷到外邦。
10 敵人伸手，奪取她的美物；
她眼見外邦人進入她的聖所 ─
論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會中。

三1-18 (新譯本、節錄) 耶利米在苦難中質詢、控訴上帝…

我是在耶和華忿怒的杖下受苦的人，祂引導我，
我
在
華忿怒 杖 受苦
祂 導我
反讓我走在黑暗中、不是走在光明裡；
祂真是終 不停地反手攻擊我
祂真是終日不停地反手攻擊我。
他到上帝面前告訴上帝 — 你一定要給我一個答案…
這也是很多人面臨苦難的感受

祂像熊一樣埋伏著，又像獅子在藏匿的地方等著攻擊我；
祂使我飽吃苦菜 飽享苦堇；
祂使我飽吃苦菜、飽享苦堇；
祂用沙石使我的牙齒破碎、把我踐踏在灰塵當中。
突然語氣一轉，從控訴…

你使我失去平安，我忘記什麼叫作快樂，所以我說：
「我的力量已經消失，從上帝所得的盼望都沒有了。」
言下之意表達內心對上帝很大的控訴跟不滿 —
深信全能的神有祂的主權 既然祂是全能的 為什麼
深信全能的神有祂的主權，既然祂是全能的，為什麼
不能救人脫離苦難、又讓他活在憂患的時代中？

重新細數耶利米的背景…
 耶利米原來是亞拿突城的祭司，
耶利米原來是亞拿突城的祭司
很年輕的時候，上帝驗中他作列國的先知
 上帝讓他口中的預言沒有一句落空、句句精準
預
 卻又讓他成為假先知跟百姓們嘲笑的對象
 還跟他說接下來會有戰亂，不要結婚
在非常孤單的事奉當中，除了求告上帝、
記錄他預言的巴錄之外，他的內心經常非常孤單。
中國古代詩人屈原，可以因為
中國古代詩人屈原
可以因為
「眾人皆醉唯我獨醒」，選擇投汨羅江。
但耶利米是上帝的人 知道
但耶利米是上帝的人，知道
不能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
 忠心事奉神，卻被擺在飽受欺凌
忠心事奉神，卻被擺在飽受欺凌、誣衊的環境
誣衊的環境
 在眾人皆醉唯他獨醒的狀況下，眼睜睜看著國家滅亡

英國著名文學家魯益師，
是由寫魔戒的托爾金帶信主的。
 經歷幼年喪母之苦、跟父親關係疏離，
二次大戰從軍，好朋友去世
 進牛津大學擔任老師，
被同仁嫉妒遲遲無法升等為教授
 近六十歲時，終於結束單身生活，
跟美國女作家喬伊女士結婚，
沒想到結婚兩年不到，妻子卻罹患癌症、去世
魯益師即使生前為基督教的信仰寫下了
很多護教、膾炙人口的基督教文學作品，
但好像上帝似乎不記念他半點的功勞，
還在他一生的路上撒滿許多刺腳的石頭。

耶利米在第三段哀歌道盡內心的辛酸，
好像抓著人開始說 — 上帝啊，祂…多麼地不好！
可是突然語鋒一轉，開始單挑上帝…
三17-18 (新譯本) 你使我失去了平安，我已忘記了福樂是甚麼。

所以我說：「我的力量已消失了，
我從耶和華所得的盼望也沒有了。」
我們的生命或許都經歷耶利米內心那樣地悲憤，
我們的生命或許都經歷耶利米內心那樣地悲憤
雖不是亡國之痛、但靈魂可能被壓傷過 —
 遭遇不公不義不平的待遇
遭遇不公不義不平的待遇、
欺騙、各樣的環境，
靈魂深處曾經留下無法磨滅的傷痕
 苦難以疾病、環境、婚姻、家庭、戰爭，
不同形式臨到不同種族、國家、
不同的人身上，連基督徒都不例外

哈佛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尼克里寫《兩種上帝》，
比較魯益師 佛洛伊德 面對苦難的態度
比較魯益師、佛洛伊德，面對苦難的態度。
佛洛伊德一生被籠罩在仇猶主義的恐怖氣氛中，
他自己就是猶太人、很聰明，
 因生為猶太人，他飽嚐羞辱，
為了保命，他遠離維也納、奔到了英國
 長年的煩悶躁鬱，大量抽菸舒解心情，
結果罹患了上顎癌
 生命最後十六年，動過三十多次的手術，
無數次他告訴醫生 —
希望用安樂死來解決他的困難
佛洛伊德雖然提出獨到的
人類精神分析原理的見解，
卻無法擺脫自己面對苦難的掙扎跟情緒。

曾經是無神論者的魯益師，某個方面跟佛洛伊德很像 —
他們的生性敏感、很有才華，但是很容易受傷。
感
有才華
是 容易受傷
只是魯益師選擇一件事 —
如果真有上帝，我一定要抓著祂問蒼天，
一定要問上帝為什麼會這樣。
 他選擇與上帝角力、面對自己的痛苦，
帝
來幫
質問上帝這些困難、主該怎麼來幫助他
 最後在跟上帝角力的過程中，
歷重生 生命 歷醫治
經歷重生、生命經歷醫治
佛洛伊德始終迴避信仰、攻擊基督教，
他聲稱尋求上帝的人
都有「伊底帕斯情結」的精神官能症，
也就是有戀父或戀母情結。
也就是有戀父或戀母情結

何以耶利米的情緒會有這麼巨大的轉變呢？
 2006 畢約翰牧師在罹患前列腺癌的時候，
畢約翰牧師在罹患前列腺癌的時候
寫了一篇文章《別浪費你的癌症》—
在遇到苦難的時候，可以毫無保留地
跑到上帝面前，跟那位活生生的救主呼求，
上帝從來沒有要一個受苦受難的人閉嘴
 詩篇許多的詩人在受苦時，對上帝坦承他們的內心
 希西家王向上帝痛苦祈求
 先知哈巴谷遇到不公不義，情詞迫切跟上帝禱告
這些人的生命反映出來的是坦率、信靠、真誠，
他們知道上帝是誰 不用騙神 不用掩飾自己
他們知道上帝是誰、不用騙神、不用掩飾自己，
 在不斷地傾心吐意當中講出了自己的痛苦
 但也從不斷跟上帝敘述的過程，思想到
上帝是誰，最後就把盼望放在上帝的身上

或許根據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先知耶利米的表現
正是 種典型精神官能症的特徵 —
正是一種典型精神官能症的特徵
 先前還在正義凜然地控訴上帝
 哀三19-20 轉瞬間他像是一個軟弱無力的孩子…
耶和華啊 求你記念我如茵蔯和苦膽的困苦窘迫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我如茵蔯和苦膽的困苦窘迫。
我心想念這些，就在裡面憂悶。
我們正猜想他是不是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寫下哀歌
我們正猜想他是不是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寫下哀歌，
突然 哀三22-24 蹦出一段非常震耳欲聾的讚美…
我想起這事，心裡就有指望 — 我們不致消滅，
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
每早晨 這都是新的 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
主啊！你是我的產業、我的安息之處。

耶利米情緒潰堤、反應奇怪，好像是在生孩子的婦人 —
在 產
在生產的那一剎那很痛苦，
痛苦
但生完之後，看到她的孩子、
臉上表情散發出榮光…
耶利米從品味上帝的慈愛、屬性當中看到盼望，
黑夜總是會過去的、曙光總是會來臨、黎明一定會再到，
上帝的信實一如祂擺設在宇宙當中的自然律，
很穩定又不會失序、
明天太陽依然會再次出現！
所以他發現 —
 上帝的信實沒有隱藏、這只是暫時的黑夜而已
 真正善變失序的其實是人，一再地背約，
真 善變失序的其實是人
再 背約
人還會為自己的罪性，不斷地辯解、狡詐、掩飾

從 哀三 看到重要的轉折 —
 一、二 他遇到苦難、他問蒼天
苦難
蒼
 三 開始注重跟上帝此時此刻在苦難中的關係，
 遇到外在環境的變遷、苦難，使他暫時
對上帝失去信心、生命感到絕望
 當絕望到底的時候，
選擇跟上帝傾心吐意、講出他所有的感覺
在這個過程，
他感受到上帝的手在摸他 他想起
他感受到上帝的手在摸他、他想起
這一位信實的上帝從來不說謊 —
 透過他嘴巴說的預言、沒有一句落空
 現在雖然是黑夜，
但上帝應許的黎明總是會再來臨！

哀四、五

我們就看到…

第一章 耶城被毀的外觀

苦難中的天問
第二章 耶城被毀的內部 苦難中的天問
第三章 暗夜中的曙光
從苦難轉向盼望
第四章 上帝降禍的原因 盼望中的悔改
第五章 向上帝的祈禱
盼望中的祈求
開始思量 — 苦難常是人的悖逆
苦難常是人的悖逆、作孽彼此影響所造成，
作孽彼此影響所造成
而不要隨便歸納是上帝的無情無義。
正因耶利米曉得上帝是守約施慈愛的神
正因耶利米曉得上帝是守約施慈愛的神，
第五章 他像是一個君尊的祭司、為百姓代求 —
五21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向你回轉，

我們便得回轉。
我們便得回轉
求你復新我們的日子，像古時一樣。

每個世間經歷過苦難的人，可能都會跟耶利米一樣 — 在面對
不公不義的大環境時，認為自己很無辜。
義
環境時
為自
無辜
但耶利米選擇勇敢的面對，認定在
捉弄命運的上帝時、才頓時地警悟到 —
 上帝聖潔的烈火、原可將全世界的人
一把火燒光光，但上帝沒有這樣做
 上帝不但讓他與一群罪人同在，而且將
愛罪人的心放在他的裡頭，為這一群人哀哭、禱告

想想我們平常作人，並不是完全的公道，
竟然 為受
竟然因為受了一點苦，就開始罵上帝、挑戰祂的公義。
苦
罵 帝
戰
義
耶利米在 耶利米哀歌 後面的敘述，提醒跟他一樣控訴上帝的人
要悔改，上帝饒我們一馬、不要浪費神的恩典。
當耶利米譜出哀歌時，他的苦難還在繼續，
他的信心已經進到更高的層次 — 曉得上帝已經給他應許
 每個新的早晨都在宣告前一晚夢魘的終結
 上帝賜給倚靠祂的人重新出發的力量、面對每個新的早晨

當耶利米不斷控訴、埋怨上帝時，
當耶利米不斷控訴
埋怨上帝時
上帝也不正是將這樣的憐憫、接納放在耶利米的身上嗎？
耶利米原本那 幕 幕想來困苦的經歷
耶利米原本那一幕一幕想來困苦的經歷，
突然開始轉為讚美上帝的題材，發現到 —
 如果不是上帝處處留情，他豈可看到明天的太陽
 有誰能夠禁得起上帝真正最可怕的終局審判跟烈怒？

耶利米知道已經一無所有，
耶利米知道已經
無所有
他沒有失去一個重要的東西叫「盼望」，
只要他還願意求告信靠神，
 耶和華將是他永遠的產業、靈魂安歇的聖所
 上帝的信實將如每天旭日東昇的太陽、從不缺席
他也決意繼續地仰望祂、把心交給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