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  課  耶利米的忠諫 
I. 前言   

1. 先知耶利米是公元前 7世紀末到 6世紀初的人. 在他執行先知任務的漫長歲 

   月(共 40 年), 他警告上帝的子民, 由於他們拜偶像犯罪, 國家將受嚴重的災難. 

2. 他在世的時候親眼看見了預言的實現; 耶路撤冷陷在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中; 城和

聖殿被毀; 猶大王跟許多人民放逐到巴比倫去. 他也預言將來人民要歸回故土, 重

整家園. 

3. 耶利米預言 70 年後, 百性要從被擄之地歸回, 這是人民在絕望中的安慰. 後來在

波斯王古列元年,這件事果然實現. 

4. 先知耶利米於主前 626 年被召作先知事奉. 年約 20 歲. 在約西亞, 約哈斯, 約雅

敬, 約雅斤, 西底家諸王 (南國猶大) 統治時期傳示上帝給猶大及統治者的信息. 

從約西亞 13 年(主前 627 年) 到約西底家 11 年 (主前 586 年).  

5. 西底家時, 耶路撤冷被據 (主前 587 年). 耶利米在耶城被據後一段時期,還有事奉,  

   他傳揚神的信息 40 年, 後被逼流亡埃及 (主前 582 年), 死於埃及. 

    6. 耶利米重要的信息 

         A, 審判與悔改: 以色列人不虔與不義, 神必審判; 祂藉北方的仇敵 (巴北倫)  

            來施刑罰. 勸百性投降巴比倫. 

         B. 敬虔與禮儀: 先知要人明白宗教的實質不是禮儀, 而是內心與神的關係,  

            並且在行為上切實遵行神的旨意…敬虔與良善. 

         C. 新約的涵義: 論將來的盼望.神救贖計劃的主要內容是新約.遵守律法是蒙福 

            的途徑. 這是舊約中的新約. 

         D. 信心的經歷: 耶利米出身於祭司家庭, 蒙召為先知, 他生於憂患, 長於憂患,  

            在混亂的時代, 世俗的濁流中, 懷著憂國的情懷, 傳神公義的信息. 

    7.  他警告上帝的子民, 他們拜偶像犯罪, 國家將蒙受嚴重的災難.先知認為親埃及 

        親巴比倫都非善策, 應該倚靠耶和華. 在一個混亂的時代, 他把上帝的話語傳遍 

        猶大全地, 而且傳到後代. 

8  為什麼上帝要藉先知耶利米勤祂的百姓投降巴民倫呢? 

  A.上帝要藉外邦人的手刑罰祂的百性. 

     B.上帝要他們有殘留的人. 那些投降的人得到巴比倫不錯的待遇; 而那些不投降 

        的人, 都招致滅亡.  

9. 猶太人這個民族在新興王朝波斯(反巴比倫的政策), 准許被擄人民回國. 猶太人在

主前 538 年開始回歸故土,重建家園. 

  10. 耶利米之死也結束了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所建王國歷史的最後一頁. 掃羅, 大衛和 

      所羅門在主前一千年前後所建的統一國家至此煙消雲散. 以色列人亡國以後, 百姓 

      散佈在世界各國, 一直到公元 1947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復國. 

  11. 耶利米感情豐富, 有熱烈的愛國情懷, 熱愛同胞的心. 他品挌的偉大, 是神工人 

      的揩模, 也是歷代信徒的師表. 

  耶利米被稱為哀哭的先知. 他面對多難的國家, 屢次用哭泣與嘆息, 表現他哀痛的 

  情緒.他瞭解神的公義與聖潔. 

  12. 神以歷史的作為管教猶大, 藉巴比倫施行刑罰. 猶大抗拒巴比倫, 是在拒絕神 

      公義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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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經文分享   
 

1. 先知耶利米很年輕就蒙召 (耶 1:4-10) 

 

  4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5   “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先，就認識你；你還未出母胎，我已把你分別為聖，立你作列國的先知。”
  6   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我不曉得說話，因為我年輕。”
  7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年輕’，因為無論我差你到誰那裡，你都要去；無論我吩咐你說甚麼，

你都要說。 
  8   你不要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的宣告。

  9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著我的口，對我說：“看哪！我把我的話放在你口中。

  10   今日我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拔出、拆毀、毀滅、傾覆，又要建立和栽植。” 
2. 先知耶利米看到兩個異象 (耶 1:11-16) 

 

兩個異象 
  1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甚麼？”我說：“我看見一根杏樹枝子。” 
  12   耶和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因為我要留意使我的話成就。”
  13   耶和華的話再次臨到我，說：“你看見甚麼？”我說：“我看見一個沸騰的鍋，鍋口從北面向南傾側。”
  14   耶和華對我說：“必有災禍從北方發出，臨到這地所有的居民。

  15   看哪！我要呼召北方列國的眾族，他們要來，各人在耶路撒冷的城門口，設立自己的座位，攻擊耶路

撒冷周圍的城牆，又攻擊猶大各城鎮。”這是耶和華的宣告。 
  16   “為了他們的一切惡事，就是離棄我，向別神燒香，叩拜自己手所做的，我要宣判他們的罪。

 

III. 耶利米的忠諫 

 

     從耶利米蒙召起直到猶大國被擄後, 神的話語是常常臨到耶利米 (耶 1:3).  

     耶利米一生按神所應許的, 按神所吩咐的, 忠心直言, 勇敢傳講. 他忠心傳 

     信息所留給我們的幾個美好的見證.  

 

1. 嚴責罪惡卻深愛同胞---(耶利米書 13:17)   
 

 17   如果你們不聽從，我必因你們的驕傲暗暗哭泣；我的眼必痛哭流淚，因為耶和華的羊群被擄去了。

 

先知耶利米責備他同胞的話, 不義, 悖逆, 靈性上的淫亂, 枉屈窮人, 各種惡事 

(耶 2:9) 

 

  19   你自己的罪惡要懲罰你，你背道的事必責備你。你當知道，也要明白，離棄耶和華你的 神，沒有畏

懼我的心，是邪惡的，是痛苦的。”這是主萬軍之耶和華的宣告。 
 

        耶利米雖然嚴厲責備他同胞的罪, 也深切地愛他們, 為他們傷心流淚 (耶 9:1). 

 1   但願我的頭是水井，我的眼是淚的泉源；我好為我同胞中被殺的，晝夜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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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用; 學習勸責人應有的態度:   

   A. 學習耶利米, 深愛所責備的人, 帶著憂傷的心,有憐憫 

      B. 學習摩西求神赦免,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鑄一隻金牛犢得罪了神, 摩西責  

         備他們, 又回到神跟前懇求 (出 32:32). “徜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 

         不然, 求你從所寫的冊上, 塗抹我的名,,,”, 摩西深愛所勸責的人.  

      C. 學習保羅深愛以色列的同胞 (羅 9:1-3) 

  1   我在基督裡說的是實話，並沒有撒謊，因為我的良心在聖靈裡一同為我作證； 
  2   我大大憂愁，心裡常常傷痛。 
  3   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之親，就算自己受咒詛，與基督隔絕，我也甘心。 

 

2. 勇敢盡忠—(耶利米書 38: 17-18) 
 
耶利米勸西底家出降 

  17   耶利米對西底家說：“耶和華萬軍的 神、以色列的 神這樣說：‘你若出去歸降巴比倫王的將領，你

的性命就可以存活；這城也不會被火焚燒，你和你一家都可以存活。 
  18   但你若不出去歸降巴比倫王的將領，這城就必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他們必放火燒毀這城，你自己也

不能從他們的手裡逃脫。’” 
 

耶利米勸告猶大人及國王只有向神真誠悔改, 才能避免亡國的災禍; 否則就應向

巴比倫投降, 接受神給他們的懲罰. 若百姓向巴比倫投降, 可減少痛苦. 猶大的

首領指責耶利米想向巴比倫投降, 將他捉拿下在牢獄中. 

神用奇妙的方法拯救了他; 因猶大王想知道神有甚麼話臨到耶利米, 於是召耶利

米進宮求問. 耶利米就將神的話坦直的對王說;”你必交在巴北倫王手中…”(耶

37:17). 以後, 才求王救他出牢獄 (耶 37:20-21). 他忠心說出神要他說的話以

後, 才為自己私人的事向西底家王求助. 結果得拯救.  

 

猶大首領向西底家交涉, 再將耶利米第二次被下在牢中, 神感動太監向西底家求

情, 再次被救出來, 西底家王又再次向耶利米求問, 希望耶利米能說一些合自己

的話, 耶利米忠心照神的話, 坦直地回答王說:”…你若出去歸降巴比倫王的首領, 

你的命就必存活,…你若不出去歸降巴比倫, …這城必交在迦勒底人手中…你也不

得脫離他們的手”(耶 38:11-18)    

 

3. 不改變的信息-----耶利米書 4:1, 14-18, 7: 3-7, 8:11-12, 21:8-16 
 

離開罪惡, 歸向神或接受神的懲罰…向巴比倫投降 (耶 2 章到 44 章)., 40 年中

他重復講述, 他不改變他的信息: 講神交託他的信息, 受人誤會懷疑他賣國. 

告訴猶大人只有真誠悔改才可以得救, 否則應當向巴比淪投降, 接受罪惡所招來

的痛苦.  

耶利米改正今日傳道人和信徒兩種觀念: 

i. 在愛國的事上, 應當努力完全接受聖經的思想: 他深愛他的國家和

同胞, 為他們悲傷哭泣, 他照著神的旨意而愛國. 當時的猶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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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他們自己的主張愛國, 又攻繫耶利米不愛國; 猶大人的愛國主張

陷害他們的國家, 加重亡國的痛苦, 在爭戰中受更慘重的殺害. 耶

利米的愛國才真正使他國家和同胞得福; 但他們不肯聽從他的話. 

ii. 在聽道的事上, 不應藐視先知的講論 (帖前 5:20): 聽重複的信息, 

不可輕率論斷, 以為傳道人無道可講. 古時先知的領受是直接從神

而來的啟示. 現今傳道人從神己經啟示在聖經中, 藉聖靈領悟其中

的正意, 得著亮光, 向需要的信徒傳講. 我們要領受神的信息而聽

道, 不是為自己的興趣而聽道. 

 

4. 為所傳信息付出代價----耶利米書 13:1-7, 16:1-9, 18:1-6, 27:1-11 
 

   示範式的教導…將自己成為某種象徵來教訓百姓. 為所傳的信息, 付出重大的代  

   價. 神吩咐耶利米不可娶妻生養兒女, 以象徵背道的百姓將受刑罰, 淒涼景狀,  

   如一個無家室弧苦的人. (耶 16:1-9) 

神吩咐耶利米將繩與軛加在自己的頸項上, 以象徵神必將猶大人放在巴比倫的軛

下.(耶 27;1-11). 

**** 應用: 今日的基督徒, 也應當成為神慈愛, 聖潔, 公義的象徵, 藉以彰顯主

的榮美和祂豐富的恩典.  

 

5. 始終被人尊為先知---- 耶利米書 21:1-2, 27:17, 38:14-16, 42:1-2 
 

當時的人不接受耶利米所傳的信息, 那些人心中沒有平安, 就會來向耶利米求問. 

可見他們的肉體反對耶利米, 他們的良心卻敬重他. 西底家王不願意向巴比倫投

降, 又怕自己手下大臣反對, 在耶路撒冷危急時, 私下向耶利米求問. 

首領約哈無誠意聽從耶利米的信息, 他把留在猶大的百姓帶到埃及, 心中不安時, 

裝得謙卑誠懇來向耶利米求問. 耶利米受他們的反對, 他們仍然尊耶利米為先知.  

耶利米實在是神的忠心僕人! 他所說是對的.  

*** 應用; 一位基督徒, 要忠心為主發光, 顯出主的榮美形象, 可能受人的嫉妒

毀謗, 暗中陷害, 不要緊.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可讓他們心靈深處的良知, 靜

靜地說:”這人是一個真實的基督徒.’ 

 

        “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 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嚇, 也不要驚慌; 只要心裏 

            尊主基督為聖…..” (彼前 3:14-15) 

 

IV. 思考與應用: 

• 如何學習先知耶利米, 摩西, 和保羅勸責人的態度 ? 

• 如何克服忠言逆耳的迷思 ? 

• 如何溝通與合一 ? 謙卑接受別人意見, 或只願聽合自已意見的話 ? 

• 耶利米的信息如何改變傳道人與信徒的態度 ? 

• 今日的基督徒, 如何成為神慈愛, 聖潔, 公義的象徵 ? 

• 如何做一個真實的基督徒 ? 不為私利, 權勢走迷路 ? 

                                                                  01/28/07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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