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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第二章 1 - 13

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2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說，

耶和華如此說：「你幼年的恩愛，婚姻的愛情，你怎樣在曠野，耶和華 你幼年的 愛 婚姻的愛情 你 樣在

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得。

3那時以色列歸耶和華為聖，作為土產初熟的果子；

凡吞吃他的必算為有罪，災禍必臨到他們。」這是耶和華說的。

4 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們當聽耶和華的話。

5 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的列祖見我有甚麼不義5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的列祖見我有甚麼不義，

竟遠離我，隨從虛無的神，自己成為虛妄的呢？」

6他們也不說：『那領我們從埃及地上來，引導我們經過曠野，6他們也不說： 那領我們從埃及地上來，引導我們經過曠野，

沙漠有深坑之地，和乾旱死蔭、無人經過、

無人居住之地的耶和華在哪裡呢？』無人居住之地的耶和華在哪裡呢？』

耶利米的信息耶利米的信息

耶利米書第二章 1 - 13

7我領你們進入肥美之地，使你們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7我領你們進入肥美之地，使你們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

但你們進入的時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產業成為可憎的。

8 祭司都不說，『耶和華在哪裡呢？』傳講律法的都不認識我。祭司都 華 哪 』傳講律法的都

官長違背我；先知藉巴力說預言，隨從無益的神。」

9 耶和華說：「我因此必與你們爭辯，也必與你們的子孫爭辯。

10你們且過到基提海島去察看，打發人往基達去留心查考，

看曾有這樣的事沒有。

11 豈有 國換了他的神嗎？11 豈有一國換了他的神嗎？

其實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將他們的榮耀換了那無益的神。

12 諸天哪，要因此驚奇，極其恐慌，甚為淒涼！」12 諸天哪，要因此驚奇，極其恐慌，甚為淒涼！」

這是耶和華說的。

13「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3 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 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

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耶利米‧第一篇講章 ‧第二篇講章 ‧第三篇講章 ‧第四篇講章

一1 便雅憫地亞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兒子耶利米。

從約西亞、約雅敬、約雅斤、西底家，從約西亞、約雅敬、約雅斤、西底家，

四十年的時間在耶路撒冷，後來到埃及多年。

那鴻、俄巴底亞，比較多傳福音給以色列鄰邦那鴻 俄巴底亞，比較多傳福音給以色列鄰邦

約拿、阿摩司、西番雅、哈該，有相當程度給外邦外邦

只有耶利米，是列邦列國的先知

當當時巴比倫把亞述滅了，南國三批相繼被擄。

只有耶利米，是列邦列國的先知

第一章上帝呼召耶利米成為限制級傳道，

給他兩個異象：

1. 杏樹枝 ─ 原文的雙關語「留意保守」

2. 北方燒開來的鍋 ─ 巴比倫來了，

到了耶路撒冷是從北邊來…



‧耶利米‧第一篇講章 ‧第二篇講章 ‧第三篇講章 ‧第四篇講章

他傳道的重點是異象、還有前面神的道：

9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一9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

對我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

四個負面 ─ 拔出、拆毀、毀壞、傾覆，才有建立、栽植。

他信息的重點，是聖經跟聖靈 ─
不要單單只要聖經、反對靈恩

也不要只有聖靈、卻不要聖經

就變成傳道人信息的核心 ─
約翰在拔摩島，聖靈在他身上啟示、寫聖經

以西結的枯骨證明聖靈來了，神的道在裡面

耶利米就是如此 ，先徹底毀了、再建造，耶利米就是如此…，先徹底毀了、再建造，

他的道是毀壞、審判性的，同時也有建造性、救恩、安慰。

‧耶利米‧第一篇講章‧第二篇講章 ‧第三篇講章 ‧第四篇講章

第一篇 ─ 二1 到三5，從婚姻的約來比喻以色列；

三1 有話說：人若休妻，妻離他而去，作了別人的妻，妻，三1 有話說：人若休妻 妻離他而去 作了別人的妻妻
前夫豈能再收回她來？

若收回她來，那地豈不是大大玷污了嗎？

以色列人就像這樣的妻子 跟巴力亂搞、離棄丈夫耶和華

來 那

但你和許多親愛的行邪淫，還可以歸向我。

以色列人就像這樣的妻子 ─ 跟巴力亂搞、離棄丈夫耶和華，

你即使跟巴力在一起，我仍然要愛你，

因為當初我跟你立約，因為當初我跟你立約，

從埃及把你們救出來、成為我的愛妻…

二32 處女豈能忘記她的妝飾呢？新婦豈能忘記

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卻忘記了我無數的日子！

用婚姻來描繪他們是背約、是忘記上帝的。

‧耶利米‧第一篇講章‧第二篇講章 ‧第三篇講章 ‧第四篇講章

耶利米更用很赤裸裸的話來說 ─ 你們背約到一個地步，

二11 豈有一個國換了他的神呢？我的同胞就是如此…
以色列笨到一個地步，把他們的榮耀換了無益的神 ─
那個神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卻不要我這活水的泉源。

耶二21 ─ 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樹，全然是真種子，

你怎麼向我變為外邦葡萄樹的壞枝子呢？你怎麼向我變為外邦葡萄樹的壞枝子呢？

賽五2b ─ 指望結好葡萄，反倒結了野葡萄。

耶二22你雖用鹼、多用肥皂洗濯，耶二22你雖用鹼 多用肥皂洗濯

你罪孽的痕跡仍然在我面前顯出。

賽一18b 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變成雪白。賽 18b 你們的罪雖像硃紅 必變成雪白

耶二24你是野驢，慣在曠野，慾心發動就吸風；

起性的時候誰能使牠轉去呢？起性的時候誰能使牠轉去呢？

賽一3a 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卻不認識。

‧耶利米‧第一篇講章‧第二篇講章 ‧第三篇講章 ‧第四篇講章

當然結果要被抓當然結果要被抓…

二26-27 賊被捉拿，怎樣羞愧，以色列家和他們的

君王、首領、祭司、先知也都照樣羞愧。

他們向木頭說：你是我的父；向石頭說：你是生我的。

忘了造世界、救你們出埃及的耶和華膀臂，才是救主！

二28b 猶大啊，你神的數目與你城的數目相等。

你拜假神失敗，上帝就讓你愈失敗，

就讓你們被羞愧、被擄到巴比倫去。就讓你們被羞愧 被擄到巴比倫去

你一定要有上帝，跟上帝簽約之後不聽上帝的道 ─
不要以為我已經有上帝的約 有割禮 有聖殿不要以為我已經有上帝的約、有割禮、有聖殿、

有律法、有表面的宗教、有大衛的寶座、有約櫃，

裡面卻墮落敗壞！裡面卻墮落敗壞！

他們要亡國之前的時候，這些通通有的…



‧耶利米 ‧第一篇講章‧第二篇講章‧第三篇講章 ‧第四篇講章

巴比倫
三6-9 約西亞王在位的時候，耶和華又對我說：

第二篇 ─ 巴比倫一定來，三6 到六30

約西 在位的時候 耶和華又 我說
「背道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見沒有？

她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樹下行淫。

她行這些事 後 我說她 歸向我 她 歸向我她行這些事以後，我說她必歸向我，她卻不歸向我。

她奸詐的妹妹猶大也看見了。

背道的以色列行淫，我為這緣故給她休書休她；背道的以色列行淫，我為這緣故給她休書休她；

我看見她奸詐的妹妹猶大，還不懼怕，也去行淫。

因以色列輕忽了她的淫亂，和石頭木頭行淫，地就被玷污了。」

北國、南國通通一樣，因此 ─
亞述把北國如何擄走，巴比倫如何把南國擄走！亞述把北國如何擄走，巴比倫如何把南國擄走！

巴比倫來的時候，一次、兩次、三次把他們擄走，

上帝是給機會的、上帝的管教裡面是有慈愛的上帝是給機會的、上帝的管教裡面是有慈愛的…
可是發覺以色列人多敗壞，照常一樣。

‧耶利米 ‧第一篇講章‧第二篇講章‧第三篇講章 ‧第四篇講章

在這麼敗壞中，上帝透過耶利米說 ─
只有一個出路，歸回上帝是唯一的盼望望……

四1-2 耶和華說：「以色列啊，你若回來歸向我，，

若從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遷移。若從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遷移。

你必憑誠實、公平、公義，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列國必因耶和華稱自己為有福，也必因他誇耀。

如果歸回，上帝就恩待你，

列國必因耶和華稱自己為有福，也必因他誇耀。」

但是以色列人仍然不聽他的信息。

巴比倫要來，歸回是唯一的盼望，

他們沒有人投降，只有一個投降 ─
約雅斤投降，最後平安無事；約雅斤投降 最後平安無事

其他人都亡國、最後被殺。

‧耶利米 ‧第一篇講章 ‧第二篇講章‧第三篇講章‧第四篇講章

聖殿的講道第三篇 ─ 七到十聖殿的講道 Temple sermon

七2b-4 你們進這些門敬拜耶和華的一切猶大人，們 這 門 拜耶 華 猶

當聽耶和華的話。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如此說：

「你們改正行動作為，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居住。」

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說：

「這些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

除非你生命改變、幫助寄居的、寡婦孤兒、不隨從別神，

可是你們 倚靠虛謊無益的話 偷盜 殺害 姦淫

這些是耶和華的殿 是耶和華的殿 是耶和華的殿 」

可是你們 ─ 倚靠虛謊無益的話，偷盜、殺害、姦淫，

用我的名、妄稱這名，稱為我名下的殿豈可稱為賊窩嗎？

耶利米就在聖殿前面罵他們 ─ 有聖殿為誇口，

這些是耶和華的殿，一定不會被擄；

用宗教禮儀來誇口，裡面卻不行割禮。

‧耶利米 ‧第一篇講章 ‧第二篇講章‧第三篇講章‧第四篇講章

耶利米的責備對基督徒有用的…
1. 宗教不能取代個人的聖潔 ─ 不行十誡…，什麼都做，做，

沒有神本、就不會有人本，很多虛假的宗教；

犯了十誡中的六誡，耶利米指責說 ─ 有聖殿、有禮儀，

但裡面生命不悔改，照常被擄，不要有聖殿就可以誇口！

2. 宗教禮儀不能取代個人的順服

七22-2 因為我將你們列祖從埃及地領出來的那日，

燔祭、平安祭的事我並沒有提說，也沒有吩咐他們。

現在有這麼多祭 裡面卻沒有真正順服上帝

燔祭 平安祭的事我並沒有提說 也沒有吩咐他們

我只吩咐這一件說：「你們當聽從我的話，作我的子民。」

現在有這麼多祭，裡面卻沒有真正順服上帝，

仍然拜偶像，導致拒絕先知所講的道。

耶利米數十年所傳的道 沒有人聽他的耶利米數十年所傳的道，沒有人聽他的，

但是上帝仍然用他 ─ 繼續傳主的道。



‧耶利米 ‧第一篇講章 ‧第二篇講章‧第三篇講章‧第四篇講章

2. 宗教禮儀不能取代個人的順服

百姓為什麼剛硬？百姓為什麼剛硬？

背後有靈界的爭戰 ─ 拜假神、拜偶像；

拜偶像 又抓住上帝耶和華的殿拜偶像，又抓住上帝耶和華的殿，

虛假的安全感，拒絕先知悔改性的呼召。

虛假的先知引誘百姓進入得意的危險，

廿九章 ─ 他們被擄到巴比倫去以後，廿九章 他們被擄到巴比倫去以後

假先知說：明年一定可以回耶路撒冷。

耶利米派人寫信給在巴比倫被擄的兩批人 ─耶利米派人寫信給在巴比倫被擄的兩批人

不要聽這些先知的話…
乖乖留七十年，不要想明年可以回來。乖乖留七十年 不要想明年可以回來

假先知騙他們。

‧耶利米 ‧第一篇講章 ‧第二篇講章‧第三篇講章‧第四篇講章

德 壞3. 虛假的崇拜會導致道德的敗壞

沒有神本就會進入墮落敗壞 ─ 背約，背約
違背前面四誡，就一定抵擋後面六誡。

耶利米不是改革者，他是古道的維護者，耶利米不是改革者 他是古道的維護者

他用申命記、用五經、道很能講…
十三章 ─描繪以色列人像爛的麻布、酩酊大醉的酒罈；十三章  描繪以色列人像爛的麻布 酩酊大醉的酒罈；

十三23 古實人豈能改變皮膚呢？

非洲人，黑，不能改變膚色，

猶太人的墮落也不改變

豹豈能改變斑點呢？

以色列人的剛硬也像豹一樣，

不能改變斑點

‧耶利米 ‧第一篇講章 ‧第二篇講章 ‧第三篇講章‧第四篇講章

第四次講章 ─ 十一到十三章，
約已經被破壞，束腰的麻帶已經爛了…

十一14 所以你不要為這百姓祈禱。

約 束腰的麻帶

還要被束腰綁起來、被上帝的話所約束，

真正把麻帶束了，就發覺那個麻帶是爛的，

好讓你知道 ─ 我的百姓是爛的！

第一篇 ─ 婚姻來比喻，以色列是悖逆、背約的第 篇 婚姻來比喻 色列是悖逆 背約的

第二篇 ─ 北方列國要來襲

第三篇 ─ 在聖殿講道，責備他們 ─第 篇 在聖殿講道 責備他們

誇聖殿、卻裡面不悔改

第四篇 ─ 約已經破壞、麻帶束腰綁住，第四篇 約已經破壞 麻帶束腰綁住

不要再為他們禱告

耶利米的信息耶利米的信息

九1 但願我的頭為水，我的眼為淚的泉源，

他本身是被上帝的愛所感動的人…

九1 但願我的頭為水 我的眼為淚的泉源

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

他就是愛百姓 哭不完的他就是愛百姓、哭不完的…
因為他被上帝愛、愛百姓，所以帶來責備。

十六1-2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你在這地方不可娶妻，生兒養女。」

何西阿 ─ 太太歌篾淫亂，好讓何西阿體會

上帝的妻子以色列跟巴力淫亂，祂的痛苦上帝的妻子 色列跟巴力淫亂 祂的痛苦

以西結 ─ 外邦結婚的太太死了，他不能哭，

直到逃離耶路撒冷外邦的人告訴他，他才由啞口到開口直到逃離耶路撒冷外邦的人告訴他，他才由啞口到開口

耶利米 ─ 不能結婚，好讓你知道國家要亡、沒有盼望



禱告禱告
求主幫助我們 ─

禱告禱告

生命的每一個周遭、每一個角度，

都被你約束之後，都被你約束之後

祈禱、傳道只有一個愛；

讓愛神 愛人的信息讓愛神、愛人的信息，

感動你的教會、建造你的教會，

讓墮落的世人歸向真神。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