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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知簡介環境概述(耶一1-3)
二、造作認識分別指派(耶一4-5)

三、你不要說我是年幼(耶一6-8)

四、安置立定拔出栽植(耶一9-10)
五、留意主話信守成就(耶一11-12)

六、沸釜北傾攻擊審判(耶一13-16)

七、堅城鐵柱銅牆反對(耶一17-19)

壹、蒙召託付作列國先知



Ａ 論猶大的先知預言(一∽十二)

a.引言：耶利米被召(一：1∽19)
b.責備猶大對耶和華不忠(二：1∽三5)
c.責備以色列敬拜偶像(三：6∽四：2)
d.從北方來的災難(四：3∽六：30)
e.聖殿中的信息悔改的呼籲(七：1∽八：3)
d'從北方來的災難(八：4∽九：26)
c'責備以色列敬拜偶像(十：1∽25)
b'責備猶大對神聖約不忠(十一：1∽17)
a'結語：耶利米埋怨(十一：18∽十二：17)



貳、悔改不忠並遵行聖約

一、造作曉得分別差派
二、離棄泉源為己鑿池

三、賜給合神心意牧者

四、訪問古道行在其間
五、只這一件聽從遵行

六、離棄律法必遭滅亡
七、祢本為大沒能比祢

八、聽從遵行聖約的話

九、若是不聽拔出毀滅



Ｂ 預言猶大被擄和其苦難(十三∽廿)

a.麻布腰帶變壞全被擄掠(十三)
b.神不聽耶利米的代求(十四∽十五)
c.不遵守律法必遭災禍(十六1∽十七4)
d.倚靠耶和華的人有福了(十七5∽18)

c'不守安息日必被燒毀(十七19∽27)
b'神記念耶利米的代求(十八)

a'窰匠瓦瓶打碎災禍臨到(十九)
結論：耶利米受打枷後發出哀歌(廿)



參、要倚靠栽植扎根於神
一、緊貼上帝驕傲無用

二、堅信主名追念聖約

三、隨從別神趕出美地

四、倚靠栽植扎根於神

五、守安息日不擔擔子

六、主權的神後悔轉念

七、硬著頸項災禍臨到

八、神如勇士與我同在



C 標註時期的審判信息(廿一∽廿九)

a.剩下的人出去歸降必得存活(廿一∽廿三希底家)
b.兩筐無花果擄七十年歸回這地(廿四希底家)
c.喝巴比倫忿怒的杯七十年(廿五約雅敬第四年)
d.摒棄信息設計殺害(廿六約雅敬)
c'負巴比倫頸項的軛共三代(廿七希底家)
b'木軛換鐵軛倚靠謊言兩年帶回(廿八希底家)
a'被擄的人降服安頓後有指望(廿九希底家)



肆、降服主旨並安息於神
一、公義苗裔必掌王權

二、看顧眷顧建立栽植

三、沒有聽從荒涼被擄

四、實在差遣傳與耳中

五、軛下服事便得存活

六、話語成就人便知道

七、賜平安末後有指望



壹、蒙召託付作列國先知
貳、悔改不忠並遵行聖約
參、要倚靠栽植扎根於神
肆、降服主旨並安息於神
伍、安慰盼望復興立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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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末後的盼望(卅∽卅三)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b.象徵性行動：買地(卅二)

a'復興和永遠的約（卅三）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一、雅各遭難必被救出

7哀哉！那日為大，無日可比；這是雅各遭難的時候，
但他必被救出來。8萬軍之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
從你頸項上折斷仇敵的軛，扭開他的繩索；外邦人不
得再使你作他們的奴僕。9你們卻要事奉耶和華─你
們的神和我為你們所要興起的王大衛。

耶卅7∽9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10故此，耶和華說：我的僕人雅各啊，不要懼怕；以色列啊，不要
驚惶；因我要從遠方拯救你，從被擄到之地拯救你的後裔；雅各必
回來得享平靖安逸，無人使他害怕。11因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
也要將所趕散你到的那些國滅絕淨盡，卻不將你滅絕淨盡，倒要從
寬懲治你，萬不能不罰你（不罰你：或譯以你為無罪）。這是耶和
華說的。

耶卅10∽11

耶和華啊，求你從寬懲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懲治我，恐怕使我歸
於無有。

耶十24

二、滅絕淨盡從寬懲治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16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敵人個個都被擄去；擄掠你
的必成為擄物；搶奪你的必成為掠物。17耶和華說：我必使你痊
癒，醫好你的傷痕，都因人稱你為被趕散的，說：這是錫安，
無人來探問（或譯：理會）的！

耶卅16∽17
6看哪，我要使這城得以痊癒安舒，使城中的人得醫治，又將豐
盛的平安和誠實顯明與他們。7我也要使猶大被擄的和以色列被
擄的歸回，並建立他們和起初一樣。

耶卅三6∽7

三、使你痊癒醫好傷痕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10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論這地方，說是荒廢無人民無牲畜之地，
但在這荒涼無人民無牲畜的猶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11必再
聽見有歡喜和快樂的聲音、新郎和新婦的聲音，並聽見有人說：
要稱謝萬軍之耶和華，因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又有奉感謝祭到耶和華殿中之人的聲音；因為我必使這地被擄
的人歸回，和起初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卅三10∽11
18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使雅各被擄去的帳棚歸回，也必顧惜他的
住處。城必建造在原舊的山岡；宮殿也照舊有人居住。19必有感
謝和歡樂的聲音從其中發出，我要使他們增多，不致減少；使
他們尊榮，不致卑微。 耶卅18∽19

四、雅各復興歡喜快樂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23看哪，耶和華的忿怒好像暴風已經發出；是掃滅的暴風，必
轉到惡人的頭上。24耶和華的烈怒必不轉消，直到他心中所擬
定的成就了；末後的日子你們要明白。

耶卅23∽24
19看哪！耶和華的忿怒好像暴風，已經發出；是暴烈的旋風，
必轉到惡人的頭上。20耶和華的怒氣必不轉消，直到他心中所
擬定的成就了。末後的日子你們要全然明白。

耶廿三19∽20

五、擬定成就全然明白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古時（或譯：從遠方）耶和華向以色列（原文是我）
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
你。

耶卅一3

六、永遠長久信實慈愛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8我必將他們從北方領來，從地極招聚；同著他們來
的有瞎子、瘸子、孕婦、產婦；他們必成為大幫回
到這裡來。9他們要哭泣而來。我要照他們懇求的引
導他們，使他們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
絆跌；因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蓮是我的長子。

耶卅一8∽9

七、領來招聚成為大幫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10列國啊，要聽耶和華的話，傳揚在遠處的海島說：趕散以色列的必
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11因耶和華救贖了雅各，救
贖他脫離比他更強之人的手。23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我使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他們在猶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這樣說：
公義的居所啊，聖山哪，願耶和華賜福給你。24猶大和屬猶大城邑的
人，農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25疲乏的人，我使他飽飫；
愁煩的人，我使他知足。 耶卅一10∽11，23∽25
12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在這荒廢無人民無牲畜之地，並其中所有的
城邑，必再有牧人的住處；他們要使羊群躺臥在那裡。13在山地的城
邑、高原的城邑、南地的城邑、便雅憫地、耶路撒冷四圍的各處，和
猶大的城邑必再有羊群從數點的人手下經過。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卅三12∽13

八、牧人同住羊群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17耶和華說：你末後必有指望；你的兒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18我
聽見以法蓮為自己悲歎說：你責罰我，我便受責罰，像不慣負軛
的牛犢一樣。求你使我回轉，我便回轉，因為你是耶和華─我的
神。19我回轉以後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後就拍腿歎息；我因擔當
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20耶和華說：以法蓮是我的愛子嗎？是
可喜悅的孩子嗎？我20每逢責備他，仍深顧念他；所以我的心腸
戀慕他；我必要憐憫他。

耶卅一17∽20

九、我的愛子仍深顧念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21以色列民（原文是處女）哪，你當為自己設立指路碑，
豎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當
回轉，回轉到你這些城邑。22背道的民（原文是女子）哪，
你反來覆去要到幾時呢？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
是女子護衛男子。

耶卅一21∽22

十、磚柱引路戀慕新事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27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把人的種和牲畜的種播種在
以色列家和猶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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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當那些日子，人不再說：父親吃了酸葡
萄，兒子的牙酸倒了。30但各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
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

耶卅一27∽30

十一、合一播種建立栽植



a.復興和新的約(卅∽卅一)

31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32不像我拉
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
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33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
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
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34他們各人不再教導
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
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
說的。 耶卅一31∽34
19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20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若能廢棄我所立白日黑
夜的約，使白日黑夜不按時輪轉，21就能廢棄我與我僕人大衛所立的約，
使他沒有兒子在他的寶座上為王，並能廢棄我與事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
立的約。22天上的萬象不能數算，海邊的塵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樣使我
僕人大衛的後裔和事奉我的利未人多起來。 耶卅三19∽22

十二、另立新約雙重的約



b.象徵性行動：買地(卅二)

8我叔叔的兒子哈拿篾果然照耶和華的話來到護衛兵的院內，對我說：我
在便雅憫境內、亞拿突的那塊地，求你買來；因你買來是合乎承受之理，
是你當贖的。你為自己買來吧！我─耶利米就知道這是耶和華的話。9我
便向我叔叔的兒子哈拿篾買了亞拿突的那塊地，平了十七舍客勒銀子給
他。 耶卅二8∽9
14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要將這封緘的和敞著的兩張契放
在瓦器裡，可以存留多日。15因為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將來在這地必有人再買房屋、田地，和葡萄園。
43你們說，這地是荒涼、無人民、無牲畜，是交付迦勒底人手之地。日
後在這境內，必有人置買田地。44在便雅憫地、耶路撒冷四圍的各處、
猶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並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銀子買
田地，在契上畫押，將契封緘，請出見證人，因為我必使被擄的人歸回。
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卅二14∽15，43∽44

一、憑信買地倚靠主言



b.象徵性行動：買地(卅二)

二、禱告祈求無難成事
16我將買契交給尼利亞的兒子巴錄以後，便禱告耶和華說：17主
耶和華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天地，在你沒有難成
的事。18你施慈愛與千萬人，又將父親的罪孽報應在他後世子孫
的懷中，是至大全能的神，萬軍之耶和華是你的名。19謀事有大
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觀看世人一切的舉動，為要照各人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結果報應他。
24看哪，敵人已經來到，築壘要攻取這城；城也因刀劍、饑荒、
瘟疫交在攻城的迦勒底人手中。你所說的話都成就了，你也看見
了。25主耶和華啊，你對我說：要用銀子為自己買那塊地，又請
見證人。其實這城已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了。

耶卅二16∽19，24∽25



b.象徵性行動：買地(卅二)

三、禱告應允豈有難事
26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27我是耶
和華，是凡有血氣者的神，豈有我難
成的事嗎？

耶卅二26∽27



b.象徵性行動：買地(卅二)

四、應許招聚回到此地
37我在怒氣、忿怒，和大惱恨中，將以色列人趕到各國。日後我必
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出來，領他們回到此地，使他們安然居住。38他
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39我要使他們彼此同心同道，
好叫他們永遠敬畏我，使他們和他們後世的子孫得福樂，40又要與
他們立永遠的約，必隨著他們施恩，並不離開他們，且使他們有敬
畏我的心，不離開我。41我必歡喜施恩與他們，要盡心盡意、誠誠
實實將他們栽於此地。42因為耶和華如此說：我怎樣使這一切大禍
臨到這百姓，我也要照樣使我所應許他們的一切福樂都臨到他們。

耶卅二37∽42



a'復興和永遠的約（卅三）

一、成就造作建立應允

2成就的是耶和華，造作、為要建立的
也是耶和華；耶和華是他的名。他如
此說：3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
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

耶卅三2∽3



a'復興和永遠的約（卅三）

二、喜樂福樂恩惠平安
6看哪，我要使這城得以痊癒安舒，使城中的人得醫治，又將豐
盛的平安和誠實顯明與他們。7我也要使猶大被擄的和以色列被
擄的歸回，並建立他們和起初一樣。8我要除淨他們的一切罪，
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們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違背
我的罪。9這城要在地上萬國人面前使我得頌讚，得榮耀，名為
可喜可樂之城。萬國人因聽見我向這城所賜的福樂、所施的恩惠
平安，就懼怕戰兢。

耶卅三6∽9



a'復興和永遠的約（卅三）

三、荒涼不再聲音不止
10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論這地方，說是荒廢無人民無牲畜之地，
但在這荒涼無人民無牲畜的猶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11必再
聽見有歡喜和快樂的聲音、新郎和新婦的聲音，並聽見有人說：
要稱謝萬軍之耶和華，因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又
有奉感謝祭到耶和華殿中之人的聲音；因為我必使這地被擄的人
歸回，和起初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卅三10∽11



a'復興和永遠的約（卅三）

四、苗裔長起施行公義
14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應許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的恩言必然成
就。15當那日子，那時候，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長起來；他必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16在那日子猶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
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耶卅三14∽16



a'復興和永遠的約（卅三）

五、大衛寶座利未事奉
17因為耶和華如此說：大衛必永不斷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寶座
上；18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斷人獻燔祭、燒素祭，時
常辦理獻祭的事。21就能廢棄我與我僕人大衛所立的約，使
他沒有兒子在他的寶座上為王，並能廢棄我與事奉我的祭司、
利未人所立的約。22天上的萬象不能數算，海邊的塵沙也不
能斗量；我必照樣使我僕人大衛的後裔和事奉我的利未人多
起來。

耶卅三17∽18，21∽22



盼望的安慰之書(耶卅∽卅三)
神學主題

壹、應許救恩

貳、立約之民

參、公平公義



壹、應許救恩

一、戀慕神

背道的民（原文是女子）哪，你反來覆去要
到幾時呢？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
是女子護衛男子。

耶卅一22



壹、應許救恩

二、得復興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猶大
被擄的人歸回；我也要使他們回到我所賜給他們列祖
之地，他們就得這地為業。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卅3



壹、應許救恩
三、事奉神

你們卻要事奉耶和華─你們的神和我為你們
所要興起的王大衛。

耶卅9
日子必到，以法蓮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說：
起來吧！我們可以上錫安，到耶和華─我們
的神那裡去。

耶卅一6



壹、應許救恩

四、歸故土
故此，耶和華說：我的僕人雅各啊，不要懼怕；以色列啊，
不要驚惶；因我要從遠方拯救你，從被擄到之地拯救你的
後裔；雅各必回來得享平靖安逸，無人使他害怕。

耶卅10
8我必將他們從北方領來，從地極招聚；同著他們來的有瞎
子、瘸子、孕婦、產婦；他們必成為大幫回到這裡來。9他
們要哭泣而來。我要照他們懇求的引導他們，使他們在河
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絆跌；因為我是以色列的父，
以法蓮是我的長子。
16耶和華如此說：你禁止聲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
淚，因你所做之工必有賞賜；他們必從敵國歸回。這是耶
和華說的。

卅一8∽9，16



貳、立約之民
一、聖約條款
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神。

耶卅22
1耶和華說：那時，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神；他們必作
我的子民。
33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
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
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耶卅一1，33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

耶卅二38



貳、立約之民
二、另立新約

31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32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
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33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34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
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卅一31∽34



貳、立約之民
三、約的信實

35那使太陽白日發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發亮，又攪動大海，
使海中波浪匉訇的，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他如此說：36這些
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廢掉，以色列的後裔也就在我面前斷絕，永遠
不再成國。這是耶和華說的。37耶和華如此說：若能量度上天，
尋察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後裔一切所行的棄絕他們。這是
耶和華說的。

耶卅一35∽37
19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20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若能廢棄我
所立白日黑夜的約，使白日黑夜不按時輪轉，21就能廢棄我與我
僕人大衛所立的約，使他沒有兒子在他的寶座上為王，並能廢棄
我與事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約。 耶卅三19∽21



參、公平公義
一、施行拯救

因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將所趕散你到的那
些國滅絕淨盡，卻不將你滅絕淨盡，倒要從寬懲治
你，萬不能不罰你（不罰你：或譯以你為無罪）。
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卅11



參、公平公義
二、歡喜施恩

我必歡喜施恩與他們，要盡心盡意、誠誠實實將他
們栽於此地。

耶卅二41



參、公平公義
三、施行公義
16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敵人個個都被
擄去；擄掠你的必成為擄物；搶奪你的必成為掠物。
20他們的兒女要如往日；他們的會眾堅立在我面前；
凡欺壓他們的，我必刑罰他。

耶卅16，20



參、公平公義
四、公義苗裔
15當那日子，那時候，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長起來；他必在地
上施行公平和公義。16在那日子猶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
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22天上的萬象不能數算，海邊的塵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樣使我
僕人大衛的後裔和事奉我的利未人多起來。

耶卅15∽16，22
5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
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6在他的日子，
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
義。

耶廿三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