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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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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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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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果真猶大被擄並遭災難(卅六∽四十五)

a.引言：巴錄寫的書卷被約雅敬焚燒(卅六1∽32)
b.受挫埃及暫時迦勒底人撤退(卅七)
c.耶利米身陷淤泥獲救(卅八1∽13)
d.西底家不聽害怕被戲弄(卅八14∽28)
e.城被攻破用火焚燒西底家目剜族滅(卅九1∽10)
d'耶利米被囚獲釋受善待(卅九11∽四十6)
c'基大利不信建言被殺(四十7∽四十三7)
b'逃往埃及必遭巴比倫人攻擊(四十三8∽四十四)
a'結語：巴錄寫完書卷被耶和華安慰(四十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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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雖受苦難卻仍有恩典

耶利米書系列信息



怼柒、雖受苦難卻仍有恩典
一、主話記錄念誦保存
二、忠於預言受苦遭囚
三、在淤泥中保守看護
四、求神問卜祈福主義
五、沒神保護家破目剜
六、神賜恩典自由選擇
七、詭詐自害沒有聽從
八、沒有懊悔懼怕遵行
九、圖謀大事不要圖謀



中心信息
a.引言：巴錄寫的書卷被約雅敬焚燒(卅六1∽32)

一、主話記錄念誦保存
2你取一書卷，將我對你說攻擊以色列和猶大，並各國的一切話，從我
對你說話的那日，就是從約西亞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寫在其上。3或
者猶大家聽見我想要降與他們的一切災禍，各人就回頭，離開惡道，
我好赦免他們的罪孽和罪惡。10巴錄就在耶和華殿的上院，耶和華殿
的新門口，沙番的兒子文士基瑪利雅的屋內，念書上耶利米的話給眾
民聽。17他們問巴錄說：請你告訴我們，你怎樣從他口中寫這一切話
呢？18巴錄回答說：他用口向我說這一切話，我就用筆墨寫在書上。23

猶底念了三四篇（或譯：行），王就用文士的刀將書卷割破，扔在火
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燒盡了。32於是，耶利米又取一書卷交給尼利
亞的兒子文士巴錄，他就從耶利米的口中寫了猶大王約雅敬所燒前卷
上的一切話，另外又添了許多相彷的話。

耶卅六2∽3，10，17∽18，23，32



中心信息
b.受挫埃及暫時迦勒底人撤退(卅七)

3西底家王打發示利米雅的兒子猶甲和祭司瑪西雅的兒子西番雅去見先知耶利米，說：
求你為我們禱告耶和華─我們的神。4那時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為他們還沒有把他囚
在監裡。5法老的軍隊已經從埃及出來，那圍困耶路撒冷的迦勒底人聽見他們的風聲，
就拔營離開耶路撒冷去了。12耶利米就雜在民中出離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憫地去，在那
裡得自己的地業。14耶利米說：你這是謊話，我並不是投降迦勒底人。伊利雅不聽他的
話，就拿住他，解到首領那裡。15首領惱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將他囚在文士約拿單的
房屋中，因為他們以這房屋當作監牢。16耶利米來到獄中，進入牢房，在那裡囚了多日。
17西底家王打發人提出他來，在自己的宮內私下問他說：從耶和華有什麼話臨到沒有？
耶利米說：有！又說：你必交在巴比倫王手中。18耶利米又對西底家王說：我在什麼事
上得罪你，或你的臣僕，或這百姓，你竟將我囚在監裡呢？21於是，西底家王下令，他
們就把耶利米交在護衛兵的院中，每天從餅舖街取一個餅給他，直到城中的餅用盡了。
這樣，耶利米仍在護衛兵的院中。

耶卅七3∽5，12，14，15∽18，21

二、忠於預言受苦遭囚



中心信息
c.耶利米身陷淤泥獲救(卅八1∽13)

6他們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兒子（或譯：王的兒子）瑪
基雅的牢獄裡；那牢獄在護衛兵的院中。他們用繩子將耶利米
繫下去。牢獄裡沒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11於
是以伯‧米勒帶領這些人同去，進入王宮，到庫房以下，從那
裡取了些碎布和破爛的衣服，用繩子縋下牢獄去到耶利米那裡。
12古實人以伯‧米勒對耶利米說：你用這些碎布和破爛的衣服放
在繩子上，墊你的胳肢窩。耶利米就照樣行了。13這樣，他們用
繩子將耶利米從牢獄裡拉上來。耶利米仍在護衛兵的院中。

耶卅八6，11∽13

三、在淤泥中保守看護



中心信息
d.西底家不聽害怕被戲弄(卅八14∽28)

14西底家王打發人帶領先知耶利米，進耶和華殿中第三門裡見王。
王就對耶利米說：我要問你一件事，你絲毫不可向我隱瞞。15耶
利米對西底家說：我若告訴你，你豈不定要殺我嗎？我若勸戒
你，你必不聽從我。19西底家王對耶利米說：我怕那些投降迦勒
底人的猶大人，恐怕迦勒底人將我交在他們手中，他們戲弄我。
20耶利米說：迦勒底人必不將你交出。求你聽從我對你所說耶和
華的話，這樣你必得好處，你的命也必存活。24西底家對耶利米
說：不要使人知道這些話，你就不至於死。28於是耶利米仍在護
衛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

耶卅八14∽15，19∽20，24，28

四、求神問卜祈福主義



中心信息
e.城被攻破用火焚燒西底家目剜族滅(卅九1∽10)

2西底家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被攻破。4猶大王西底家和一切
兵丁看見他們，就在夜間從靠近王園兩城中間的門出城逃跑，
往亞拉巴逃去。5迦勒底的軍隊追趕他們，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
西底家，將他拿住，帶到哈馬地的利比拉、巴比倫王尼布甲尼
撒那裡；尼布甲尼撒就審判他。6巴比倫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
前殺了他的眾子，又殺了猶大的一切貴冑，7並且剜西底家的眼
睛，用銅鍊鎖著他，要帶到巴比倫去。8迦勒底人用火焚燒王宮
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

耶卅九2，4∽8

五、沒神保護家破目剜



中心信息
d'耶利米被囚獲釋受善待(卅九11∽四十6)

11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囑咐護衛長尼布撒拉旦說：12你領他去，
好好地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對你怎麼說，你就向他怎麼行。14打發人去，
將耶利米從護衛兵院中提出來，交與沙番的孫子亞希甘的兒子基大利，帶
回家去。於是耶利米住在民中。

耶卅九11∽12，14
4現在我解開你手上的鍊子，你若看與我同往巴比倫去好，就可以去，我必
厚待你；你若看與我同往巴比倫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哪，全地在你面前，
你以為哪裡美好，哪裡合宜，只管上那裡去吧！5耶利米還沒有回去，護衛
長說：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孫子亞希甘的兒子基大利那裡去；現在巴比倫王
立他作猶大城邑的省長。你可以在他那裡住在民中，不然，你看哪裡合宜
就可以上那裡去。於是護衛長送他糧食和禮物，釋放他去了。6耶利米就到
米斯巴見亞希甘的兒子基大利，在他那裡住在境內剩下的民中。 耶四4∽6

六、神賜恩典自由選擇



中心信息
c'基大利不信建言被殺(四十7∽四十三7)

2尼探雅的兒子以實瑪利和同他來的那十個人起來，用刀殺了沙番的孫子亞希甘的兒
子基大利，就是巴比倫王所立為全地省長的。3以實瑪利又殺了在米斯巴、基大利那
裡的一切猶大人和所遇見的迦勒底兵丁。 耶四十一2∽3
20你們行詭詐自害；因為你們請我到耶和華─你們的神那裡，說：求你為我們禱告
耶和華─我們神，照耶和華─我們的神一切所說的告訴我們，我們就必遵行。21我
今日將這話告訴你們，耶和華─你們的神為你們的事差遣我到你們那裡說的，你們
卻一樣沒有聽從。 耶 四十二20∽21
4於是加利亞的兒子約哈難和一切軍長，並眾百姓，不聽從耶和華的話住在猶大地。
5加利亞的兒子約哈難和一切軍長卻將所剩下的猶大人，就是從被趕到各國回來在猶
大地寄居的男人、婦女、孩童，和眾公主，並護衛長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孫子
亞希甘的兒子基大利那裡的眾人，與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亞的兒子巴錄，6併於上
節。7都帶入埃及地，到了答比匿。這是因他們不聽從耶和華的話。 耶四十三4∽7

七、詭詐自害沒有聽從



中心信息
b'逃往埃及遭巴比倫人攻擊(四十三8∽四十四)

10到如今還沒有懊悔，沒有懼怕，沒有遵行我在你們和你們
列祖面前所設立的法度律例。13我怎樣用刀劍、饑荒、瘟疫
刑罰耶路撒冷，也必照樣刑罰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猶大人；17

我們定要成就我們口中所出的一切話，向天后燒香、澆奠祭，
按著我們與我們列祖、君王、首領在猶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
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樣；因為那時我們吃飽飯、享福樂，
並不見災禍。18自從我們停止向天后燒香、澆奠祭，我們倒
缺乏一切，又因刀劍饑荒滅絕。

耶四十四10，13，17∽18

八、沒有懊悔懼怕遵行



中心信息
a'結語：巴錄寫完書卷被耶和華安慰(四十五1∽5)

2巴錄啊，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3巴錄（原文是你）
曾說：哀哉！耶和華將憂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唉哼
而困乏，不得安歇。4你要這樣告訴他，耶和華如此說：
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毀；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
地我都如此行。5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我必
使災禍臨到凡有血氣的。但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必使你
以自己的命為掠物。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四十五2∽5

九、圖謀大事不要圖謀



a.1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第四年，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
米說：2你取一書卷，將我對你說攻擊以色列和猶大，並各國
的一切話，從我對你說話的那日，就是從約西亞的日子起直
到今日，都寫在其上。

耶卅六1∽2

a'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第四年，尼利亞的兒子巴錄將
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說的話寫在書上。耶利米說：

耶四十五1

a.引言：巴錄寫的書卷被約雅敬焚燒(卅六1∽32)
a'結語：巴錄寫完書卷被耶和華安慰(四十五1∽5)

1.約雅敬第四年話到



a.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亞的兒子巴錄來；巴錄就從耶利米
口中，將耶和華對耶利米所說的一切話寫在書卷上。

耶卅六4

a'1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第四年，尼利亞的兒子巴錄
將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說的話寫在書上。耶利米說：

耶四十五1

a.引言：巴錄寫的書卷被約雅敬焚燒(卅六1∽32)
a'結語：巴錄寫完書卷被耶和華安慰(四十五1∽5)

2.巴錄遵命寫在書卷



a.22那時正是九月，王坐在過冬的房屋裡，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燒著的
火。23猶底念了三四篇（或譯：行），王就用文士的刀將書卷割破，
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燒盡了。24王和聽見這一切話的臣僕都
不懼怕，也不撕裂衣服。

耶卅六22∽24

a'2巴錄啊，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3巴錄（原文是你）曾說：哀哉！
耶和華將憂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唉哼而困乏，不得安歇。4你要這
樣告訴他，耶和華如此說：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毀；我所栽植的，我
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

耶四十五2∽4

a.引言：巴錄寫的書卷被約雅敬焚燒(卅六1∽32)
a'結語：巴錄寫完書卷被耶和華安慰(四十五1∽5)

3.書卷被燒懷憂受慰



b.8迦勒底人必再來攻打這城，並要攻取，用火焚燒。9耶和華
如此說：你們不要自欺說迦勒底人必定離開我們，因為他們
必不離開。

耶卅七8∽9

b'他要來攻擊埃及地，定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為擄掠的，
必被擄掠；定為刀殺的，必交刀殺。

耶四十三11

b.受挫埃及暫時迦勒底人撤退(卅七)
b'逃往埃及必遭巴比倫人攻擊(四十三8∽四十四)

1.攻打埃及圍困京城



b.15首領惱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將他囚在文士約拿單的房
屋中，因為他們以這房屋當作監牢。21於是，西底家王下令，
他們就把耶利米交在護衛兵的院中，每天從餅舖街取一個餅
給他，直到城中的餅用盡了。這樣，耶利米仍在護衛兵的院
中。

耶卅七15，21

b'12我要在埃及神的廟中使火著起，巴比倫王要將廟宇焚燒，
神像擄去；他要得（原文是披上）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
衣，從那裡安然而去。13他必打碎埃及地伯示麥的柱像，用火
焚燒埃及神的廟宇。 耶四十三12∽13

b.受挫埃及暫時迦勒底人撤退(卅七)
b'逃往埃及必遭巴比倫人攻擊(四十三8∽四十四)

2.囚在監裡廟焚像據



7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猶大王打發你們來求問我，你們要如此
對他說：那出來幫助你們法老的軍隊必回埃及本國去。8迦勒底人必再
來攻打這城，並要攻取，用火焚燒。 耶卅七7∽8
b'他要來攻擊埃及地，定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為擄掠的，必被擄
掠；定為刀殺的，必交刀殺。

耶四十三11
29耶和華說：我在這地方刑罰你們，必有預兆，使你們知道我降禍與
你們的話必要立得住。30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將埃及王法老合弗拉交
在他仇敵和尋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將猶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敵和尋
索其命的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樣。

耶四十四29∽30

b.受挫埃及暫時迦勒底人撤退(卅七)
b'逃往埃及必遭巴比倫人攻擊(四十三8∽四十四)

3.埃及不會保護拯救



c.他們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兒子（或譯：王的兒子）瑪基雅
的牢獄裡；那牢獄在護衛兵的院中。他們用繩子將耶利米繫下去。牢
獄裡沒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耶卅八6
c'7他們到了城中，尼探雅的兒子以實瑪利和同著他的人就將他們殺了，
拋在坑中。8只是他們中間有十個人對以實瑪利說：不要殺我們，因為
我們有許多大麥、小麥、油、蜜藏在田間。於是他住了手，沒有將他
們殺在弟兄中間。9以實瑪利將所殺之人的屍首都拋在坑裡基大利的旁
邊；這坑是從前亞撒王因怕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尼探雅的兒子以實
瑪利將那些被殺的人填滿了坑。

耶四十一7∽9

c.耶利米身陷淤泥獲救(卅八1∽13)
c'基大利不信建言被殺(四十7∽四十三7)

1.丟在坑中將人致死



c.耶和華如此說：住在這城裡的必遭刀劍、饑荒、瘟疫而
死；但出去歸降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為掠
物的，必得存活。

耶卅八2

c'沙番的孫子亞希甘的兒子基大利向他們和屬他們的人起
誓說：不要怕服事迦勒底人，只管住在這地，服事巴比倫
王，就可以得福。

耶四十9

c.耶利米身陷淤泥獲救(卅八1∽13)
c'基大利不信建言被殺(四十7∽四十三7)

2.投降存活留下服事



c.這樣，他們用繩子將耶利米從牢獄裡拉上來。耶利米
仍在護衛兵的院中。

耶卅八13

c'6併於上節。7都帶入埃及地，到了答比匿。這是因他們
不聽從耶和華的話。

耶四十三6∽7

c.耶利米身陷淤泥獲救(卅八1∽13)
c'基大利不信建言被殺(四十7∽四十三7)

3.仍在院中帶入埃及



d.14西底家王打發人帶領先知耶利米，進耶和華殿中第三門裡見王。王就對耶利米說：
我要問你一件事，你絲毫不可向我隱瞞。25首領若聽見了我與你說話，就來見你，問你
說：你對王說什麼話不要向我們隱瞞，我們就不殺你。王向你說什麼話也要告訴我們。

耶卅八14，25
d'11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囑咐護衛長尼布撒拉旦說：12你領他去，好好地
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對你怎麼說，你就向他怎麼行。

耶卅九11∽12
4現在我解開你手上的鍊子，你若看與我同往巴比倫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
若看與我同往巴比倫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哪，全地在你面前，你以為哪裡美好，哪裡
合宜，只管上那裡去吧！5耶利米還沒有回去，護衛長說：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孫子亞希
甘的兒子基大利那裡去；現在巴比倫王立他作猶大城邑的省長。你可以在他那裡住在民
中，不然，你看哪裡合宜就可以上那裡去。於是護衛長送他糧食和禮物，釋放他去了。

耶四十4∽5

d.西底家不聽害怕被戲弄(卅八14∽28)

d'耶利米被囚獲釋受善待(卅九11∽四十6)

1.不可隱瞞好好看待



d.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說：我指著那造我們生命之永生
的耶和華起誓：我必不殺你，也不將你交在尋索你命的人手
中。

耶卅八16

d'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致倒在刀下，卻要以自己的命為掠物，
因你倚靠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卅九18

d.西底家不聽害怕被戲弄(卅八14∽28)

d'耶利米被囚獲釋受善待(卅九11∽四十6)

2.必不殺你命為掠物



d.於是耶利米仍在護衛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
子。

耶卅八28

d'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見亞希甘的兒子基大利，在他那裡住在
境內剩下的民中。

耶四十6

d.西底家不聽害怕被戲弄(卅八14∽28)

d'耶利米被囚獲釋受善待(卅九11∽四十6)

3.仍在院中住在境內



9那時，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將城裡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

民，以及其餘的民都擄到巴比倫去了。10護衛長尼布撒拉旦

卻將民中毫無所有的窮人留在猶大地，當時給他們葡萄園和

田地。

耶卅九9∽10

大衛苗裔留樹𣎴子

e.城被攻破用火焚燒西底家目剜族滅(卅九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