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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文學結構

Ａ 論猶大的先知預言(一∽十二)
Ｂ 預言猶大被擄和其苦難(十三∽廿)

Ｃ 標註時期的審判信息(廿一∽廿九)

Ｄ 末後的盼望(卅∽卅三)

Ｃ'標註時期的審判信息(卅四∽卅五)

Ｂ'果真猶大被擄並遭災難(卅六∽四十五)

Ａ'論列國的先知預言(四十六∽五十一)
附錄：耶路撒冷陷落(五十二)



耶利米書系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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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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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標註時期的審判信息(卅四∽卅五)

a.對西底家的審判信息(卅四1∽7)

b.猶大人不遵守這約上的話(卅四8∽22)

b'利甲人克守其先祖的遺訓(卅五1∽16)

a'對猶大人的審判信息（卅五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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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遵主命令就侍立主前

耶利米書系列信息



中心信息
a.對西底家的審判信息(卅四1∽7)

一、用火焚燒定被拿住
2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你去告訴猶大王西底
家，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這城交付巴比倫王的
手，他必用火焚燒。3你必不能逃脫他的手，定
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見巴比倫王的
眼，他要口對口和你說話，你也必到巴比倫去。
4猶大王西底家啊，你還要聽耶和華的話。耶和
華論到你如此說：你必不被刀劍殺死，

耶卅四2∽4



中心信息
b.猶大人不遵守這約上的話(卅四8∽22)

15如今你們回轉，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各人向鄰舍宣告自由，並且在
稱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約。16你們卻又反悔，褻瀆我的名，各
人叫所任去隨意自由的僕人婢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為僕婢。18猶大的首
領、耶路撒冷的首領、太監、祭司，和國中的眾民曾將牛犢劈開，分成
兩半，從其中經過，在我面前立約。後來又違背我的約，不遵行這約上
的話。19併於上節。20我必將他們交在仇敵和尋索其命的人手中；他們的
屍首必給空中的飛鳥和地上的野獸作食物。21並且我必將猶大王西底家
和他的首領交在他們仇敵和尋索其命的人，與那暫離你們而去巴比倫王
軍隊的手中。22耶和華說：我必吩咐他們回到這城，攻打這城，將城攻
取，用火焚燒。我也要使猶大的城邑變為荒場，無人居住。

耶卅四15∽16，18∽22

二、反悔背約褻瀆主名



中心信息
b'利甲人克守其先祖的遺訓(卅五1∽16)

5於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設擺盛滿酒的碗和杯，對他們說：請你們喝
酒。6他們卻說：我們不喝酒；因為我們先祖利甲的兒子約拿達曾吩
咐我們說：你們與你們的子孫永不可喝酒，8凡我們先祖利甲的兒子
約拿達所吩咐我們的話，我們都聽從了。我們和我們的妻子兒女一
生的年日都不喝酒，9也不蓋房居住，也沒有葡萄園、田地，和種子，
15我從早起來，差遣我的僕人眾先知去，說：你們各人當回頭，離開
惡道，改正行為，不隨從事奉別神，就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和你們
列祖的地上。只是你們沒有聽從我，也沒有側耳而聽。16利甲的兒子
約拿達的子孫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們的命，這百姓卻沒有聽從我！

耶卅五5∽6，8∽9，15∽16

三、楷模榜樣責備警告



中心信息
a'對猶大人的審判信息（卅五17∽19）

17因此，耶和華─萬軍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要使
我所說的一切災禍臨到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
因為我對他們說話，他們沒有聽從；我呼喚他們，他們
沒有答應。18耶利米對利甲族的人說：萬軍之耶和華─以
色列的神如此說：因你們聽從你們先祖約拿達的吩咐，
謹守他的一切誡命，照他所吩咐你們的去行，19所以萬軍
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利甲的兒子約拿達必永
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

耶卅五17∽19

四、永不缺人侍立主前



Ｃ'-1給猶大王和假先知的信息(廿一∽廿三)

a.給西底家王和城中百姓的預言(廿一1∽10)
b.給猶大王家的信息(廿一11∽14)
c.勸勉猶大王家施行公平公義(廿二1∽9)
d.預言沙龍不得再回來((廿二10∽12)
e.預言約雅敬被埋像驢一樣(廿二13∽23)
d'預言哥尼雅不得歸回(廿二24∽30)
c'興起公義苗裔施行公平公義(廿三1∽8)
b'給假先知們的信息(廿三9∽32)

a'給先知祭司和城中百姓的預言(廿三33∽40)



中心信息
a.給西底家王和城中百姓的預言(廿一1∽10)

2請你為我們求問耶和華；因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攻擊我
們，或者耶和華照他一切奇妙的作為待我們，使巴比倫王離開
我們上去。8你要對這百姓說：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將生
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擺在你們面前。9住在這城裡的必遭刀劍、
饑荒、瘟疫而死；但出去歸降圍困你們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
要以自己的命為掠物。10耶和華說：我向這城變臉，降禍不降
福；這城必交在巴比倫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燒。

耶廿一2，8∽10

一、生命死亡歸降順服



中心信息
b.給猶大王家的信息(廿一11∽14)

12大衛家啊，耶和華如此說：你們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
救被搶奪的脫離欺壓人的手，恐怕我的忿怒因你們的惡
行發作，如火著起，甚至無人能以熄滅。13耶和華說：住
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們說：誰能下來攻擊我們？
誰能進入我們的住處呢？看哪，我與你們為敵。14耶和華
又說：我必按你們做事的結果刑罰你們；我也必使火在
耶路撒冷的林中著起，將他四圍所有的盡行燒滅。

耶廿一12∽14

二、神的忿怒如火著起



中心信息
c.勸勉猶大王家施行公平公義(廿二1∽9)

2說：坐大衛寶座的猶大王啊，你和你的臣僕，並進入城門的
百姓，都當聽耶和華的話。3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施行公平
和公義，拯救被搶奪的脫離欺壓人的手，不可虧負寄居的和孤
兒寡婦，不可以強暴待他們，在這地方也不可流無辜人的血。
4你們若認真行這事，就必有坐大衛寶座的君王和他的臣僕百
姓，或坐車或騎馬，從這城的各門進入。8許多國的民要經過
這城，各人對鄰舍說：耶和華為何向這大城如此行呢？9他們
必回答說：是因離棄了耶和華─他們神的約，事奉敬拜別神。

耶廿二2∽4,8∽9

三、行事公義永坐寶座



中心信息
d.預言沙龍不得再回來((廿二10∽12)

10要為死人哭號；不要為他悲傷，卻要為離家出外的人大
大哭號；因為他不得再回來，也不得再見他的本國。11因
為耶和華論到從這地方出去的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沙龍
（在王下23：30名約哈斯），就是接續他父親約西亞作
王的，這樣說：他必不得再回到這裡來，12卻要死在被擄
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見這地。

耶廿二10∽12

四、死在被擄不得再回



中心信息
e.預言約雅敬被埋像驢一樣(廿二13∽23)

24耶和華說：猶大王約雅敬的兒子哥尼雅（又名耶哥尼雅；
下同），雖是我右手上帶印的戒指，我憑我的永生起誓，
也必將你從其上摘下來，26我也必將你和生你的母親趕到別
國，並不是你們生的地方；你們必死在那裡，29地啊，地啊，
地啊，當聽耶和華的話！30耶和華如此說：要寫明這人算為
無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為他後裔中再無一人得亨通，
能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猶大。

耶廿二24，26，29∽30

五、摘下戒指不得亨通



中心信息
d'預言哥尼雅不得歸回(廿二24∽30)

15難道你作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樓房爭勝嗎？你的父親豈不是也吃
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義嗎？那時他得了福樂。16他為困苦和窮
乏人伸冤，那時就得了福樂。認識我不在乎此嗎？這是耶和華說
的。17惟有你的眼和你的心專顧貪婪，流無辜人的血，行欺壓和
強暴。18所以，耶和華論到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如此說：
人必不為他舉哀說：哀哉！我的哥哥；或說：哀哉！我的姊姊；
也不為他舉哀說：哀哉！我的主；或說：哀哉！我主的榮華。19

他被埋葬，好像埋驢一樣，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門之外。

耶廿二15∽19

六、不為舉哀不得福樂



中心信息
c'興起公義苗裔施行公平公義(廿三1∽8)

3我要將我羊群中所餘剩的，從我趕他們到的各國內招聚出
來，領他們歸回本圈；他們也必生養眾多。4我必設立照管
他們的牧人，牧養他們。他們不再懼怕，不再驚惶，也不
缺少一個；這是耶和華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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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廿三3∽6

七、牧人牧養苗裔掌權



中心信息
b'給假先知們的信息(廿三9∽32)

18有誰站在耶和華的會中得以聽見並會悟他的話呢？

有誰留心聽他的話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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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廿三18∽20

八、神的怒氣必不轉消



中心信息
a'給先知祭司和城中百姓的預言(廿三33∽40)

39所以我必全然忘記你們，將你們和
我所賜給你們並你們列祖的城撇棄了；
40又必使永遠的凌辱和長久的羞恥臨
到你們，是不能忘記的。

耶廿三39∽40

九、凌辱羞恥忘記撇棄



a.請你為我們求問耶和華；因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攻擊我們，或
者耶和華照他一切奇妙的作為待我們，使巴比倫王離開我們上去。

耶廿一2

a'33無論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問你說：耶和華有什麼默示呢？
你就對他們說：什麼默示啊？耶和華說：我要撇棄你們。34無論是先
知，是祭司，是百姓，說耶和華的默示，我必刑罰那人和他的家。
35你們各人要對鄰舍，各人要對弟兄如此說：耶和華回答什麼？耶和
華說了什麼呢？36耶和華的默示你們不可再提，各人所說的話必作自
己的重擔（重擔和默示原文同），因為你們謬用永生神、萬軍之耶和
華─我們神的言語。

耶廿三33∽36

a.給西底家王和城中百姓的預言(廿一1∽10)
a'給先知祭司和城中百姓的預言(廿三33∽40)

1.求問神諭求問默示



b.耶和華說：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們說：誰能下
來攻擊我們？誰能進入我們的住處呢？看哪，我與你們為敵。

耶廿一13

b'30耶和華說：那些先知各從鄰舍偷竊我的言語，因此我必與
他們反對。31耶和華說：那些先知用舌頭，說是耶和華說的；
我必與他們反對。32耶和華說：那些以幻夢為預言，又述說這
夢，以謊言和矜誇使我百姓走錯了路的，我必與他們反對。
我沒有打發他們，也沒有吩咐他們。他們於這百姓毫無益處。
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廿三30∽32

b.給猶大王家的信息(廿一11∽14)
b'給假先知們的信息(廿三9∽32)

1.與你為敵反對反對



b.12大衛家啊，耶和華如此說：你們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搶
奪的脫離欺壓人的手，恐怕我的忿怒因你們的惡行發作，如火著
起，甚至無人能以熄滅。13耶和華說：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
你們說：誰能下來攻擊我們？誰能進入我們的住處呢？看哪，我
與你們為敵。14耶和華又說：我必按你們做事的結果刑罰你們；我
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著起，將他四圍所有的盡行燒滅。

耶廿一1214

b'耶和華說：我的話豈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錘嗎？

耶廿三29

b.給猶大王家的信息(廿一11∽14)
b'給假先知們的信息(廿三9∽32)

2.我怒如火我話像火



c.你們若認真行這事，就必有坐大衛寶座的君王和他的臣僕
百姓，或坐車或騎馬，從這城的各門進入。

耶廿二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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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廿三5

c.勸勉猶大王家施行公平公義(廿二1∽9)
c'興起公義苗裔施行公平公義(廿三1∽8)

1.大衛寶座公義苗裔



c.你們若不聽這些話，耶和華說：我指著自己起誓，這城
必變為荒場。

耶廿二5

c'7耶和華說：日子將到，人必不再指著那領以色列人從埃
及地上來永生的耶和華起誓，8卻要指著那領以色列家的後
裔從北方和趕他們到的各國中上來、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他們必住在本地。

耶廿三7∽8

c.勸勉猶大王家施行公平公義(廿二1∽9)
c'興起公義苗裔施行公平公義(廿三1∽8)

2.卻要指著自己起誓



c.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施行公平和公義，拯救被搶奪
的脫離欺壓人的手，不可虧負寄居的和孤兒寡婦，不可
以強暴待他們，在這地方也不可流無辜人的血。

耶廿二3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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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廿三5

c.勸勉猶大王家施行公平公義(廿二1∽9)
c'興起公義苗裔施行公平公義(廿三1∽8)

3.要施行公平和公義



d.10不要為死人哭號；不要為他悲傷，卻要為離家出外的人大大哭號；因
為他不得再回來，也不得再見他的本國。11因為耶和華論到從這地方出去
的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沙龍（在王下23：30名約哈斯），就是接續他父親
約西亞作王的，這樣說：他必不得再回到這裡來，12卻要死在被擄去的地
方，必不得再見這地。

耶廿二10∽12

d'25並且我必將你交給尋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懼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倫王
尼布甲尼撒和迦勒底人的手中。26我也必將你和生你的母親趕到別國，並
不是你們生的地方；你們必死在那裡，27但心中甚想歸回之地，必不得歸
回。

耶廿二25∽27

d.預言沙龍不得再回來((廿二10∽12)
d'預言哥尼雅不得歸回(廿二24∽30)

1.不再回來不得歸回



20你要上利巴嫩哀號，在巴珊揚聲，從亞巴琳哀號，因為你

所親愛的都毀滅了。21你興盛的時候，我對你說話；你卻說：

我不聽。你自幼年以來總是這樣，不聽從我的話。

22你的牧人要被風吞吃，你所親愛的必被擄去；那時你必因

你一切的惡抱愧蒙羞。23你這住利巴嫩、在香柏樹上搭窩的，

有痛苦臨到你，好像疼痛臨到產難的婦人，那時你何等可

憐！

耶廿二20∽23

痛苦臨到何等可憐

e.預言約雅敬被埋像驢一樣(廿二1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