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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泣血心声·长鸣警钟–耶利米书/哀歌概论 

耶利米书 

1. 作者： 

本书开头即宣告这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

米，并记下来。因此对于本书是先知耶利

米自己所写，似乎有较大共识。虽有学者

分析或由巴录代书，但主要出自耶利米。 

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王 13年（627BC见

1:2）在犹大国做先知，直到耶路撒冷被

毁、被掳去埃及。他虽然在年代上晚于弥

迦，拿鸿、何西阿、约珥、阿摩司，但因

本书篇幅长，顾被作为大先知书放在以赛

亚书之后。他生于祭司家庭，是一个敢于

向当时的执政者、宗教领袖直面声讨的勇

士。因此他也受到许多逼迫（鞭打、披枷

戴锁、被诬陷、坐牢、甚至扔在井里）。

故此他的忏悔如锥心之痛、他的呼喊像泣

血悲鸣、他的祷告情词迫切。 

2. 写作年代与背景： 

耶利米时代北国早已灭亡（722BC），颠

覆以色列国的亚述帝国在中东称霸 200 年

后，也衰败得十分迅速，于 612BC 在马代

与巴比伦联合攻击下，尼尼微沦陷，亚述

帝国终结。之后巴比伦和埃及都急于重振

声威。犹大的约西亚王也想恢复犹大国的

地位，在阻止埃及大军北上的战斗中战死。

接续他作王的儿子、孙子想在埃及和巴比

伦两个强国中求生存，先投靠埃及，后又

跟随巴比伦。耶利米亲眼目睹了犹大国在

周围强悍国家包围中如波浪中的小舟，颠

簸飘荡。作者痛心地看到，犹大执政者不

寻求神，反而把希望寄托在政治游戏上。

在这即将国破家亡的关头，耶利米作为神

的先知，心急如焚，不免大声疾呼、言辞

惨烈、振聋发聩。他也亲眼见证了民族危

机的过程，也亲自经历了耶路撒冷陷落

（588BC）的亡国惨剧。 

3. 主旨要义 

耶利米主要的信息是犹大国的灭亡及复

兴。在预言国破家亡的结局时强调的是神

对背离祂、犯罪得罪祂的子民必定的审

判；在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攻破后，先知又

宣告神慈爱、守约、信实也必定要实现。

先知发出神眷顾的预言：若人民知罪悔

改，神怜悯和恩待就必然临到。耶利米书

特别的贡献是明确表明了神与子民将要订

立 “新约”的旨意（31:31-34）。透过

先知的泪眼，我们看到神慈父的心怀。神

对悖逆的子民惩罚中仍有恩慈。 

4. 写作目的 

1）宣告神对犯罪堕落、离弃神敬拜别神

等罪恶必将临到的审判与惩戒； 

2）表明神审判同时预定的拯救。神要祂

的子民莫被灾祸夺走心中的盼望，因为神

赐的是平安的意念，要叫他们在末后有指

望（29:11）。这个指望在于日后对犹太

人的救赎和复兴，更在于神与人所立的新

约带来的对弥赛亚的盼望。 

5. 写作特点： 

5.1 鸿篇巨著。耶利米书是先知书中最长

的，超过 12 卷小先知书总和。文体包括

历史、诗歌和传记。在这部自传体的书卷

中，先知流露出强烈的个人情感，他襟怀

坦荡，毫不避讳失败，他的翔实记录和诚

恳评述，让人对他的处境、心情、先知职

分和目的理解得非常清楚。 

5.2 强烈的行为象征。耶利米记载了神

要他做的许多奇怪的、超凡脱俗的行为

(最早的行为艺术)。比如把腰带放在洞穴

里（13:1-11）；摔瓦片(19:11-13)；负轭

行走(27-28)；买田地(32:6-15)；埋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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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13)，等等。其他先知也常常有这样

的举动。这些行为不是他们要想炒作自

己，而是奉神的命令不得已而为之。每一

个行为都有深刻的意义。 

5.3 与何西阿书的联系。神学研究者注

意到两书有许多相似性：都把选民比喻为

神的妻子，强调神对子民的忠诚，谴责子

民的不贞（何 4:1,6:4-6,12:6,；耶 2:2, 

3:1-20）。二人都看到百姓不认识神，呼

吁认识神（何 4:1,6；耶 2:8,4:22）。两

位都预见将来以色列会认识神(何 2;20；

耶 31:34）。两位都指控百姓违背了十诫

（何 4:2；耶 7:9），等等。 

6. 耶利米书大纲 

一、与当时历史和内政的预言（1:1-45:5） 

 1、625BC和约雅敬 4年预言（1:1-20:18） 

 2、论及犹大诸王和假先知（21:1-25:14） 

 3、综观对列国的预言（25:15-38） 

 4、预言耶路撒冷将倾覆（26:1-28:17） 

 5、致被掳至巴比伦之民（29:1-32） 

 6、安慰的信息（30:1-31:40） 

7、西底家时的预言（32:1-44:30） 

 8、给巴录的信息（45:1-5） 

二、论及列国的神谕（46:151:64） 

 1、论埃及（46:1-28） 

 2、论非利士（47:1-7） 

 3、论摩押（48:1-47） 

 4、论亚扪（49:1-6） 

 5、论以东（49:7-22） 

 6、论大马色（49:23-27） 

 7、论基达及夏琐（49:28-33） 

 8、论以拦（49:34-39） 

 9、论巴比伦（50:1-51:64） 

三、历史补篇（52:1-34） 

   ── 《丁道尔圣经注释》改写 

 7.重点内容和思想 

7.1 慈爱公义的神和祂永远的旨意： 

耶利米所发的肺腑之言都是代表神说的。

对于悖逆的以色列民，神的心中犹如深爱

着自己的妻子却看着她红杏出墙，去和别

的男人勾搭，心中十分恼怒，又不忍一刀

两断。因为神的本性是守约施慈爱。先知

尽数以色列民真正的罪行，正是神如同教

训逆子的父亲一样伤心的表白。同时神也

让耶利米清楚地告知以色列人背叛与不忠

的后果。因为如若不然就失去了神的圣洁

公义。神必定要按照这个国家的顽梗、硬

心、悖逆来施行审判惩罚；然而，神反复

表明自己的耐心、慈爱、怜悯、恒忍

（3:12, 13:14, 15:15）。“耶和华说，

背道的以色列阿，回来罢；我必不怒目看

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

怒；这是耶和华说的。”（3:12）神的慈

爱在这里展现到极致：无论如何惩罚审

判，只要回头，神的恩典慈爱永远在那里

等待着祂的儿女。因为这是神永远的心

意：“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

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

你。”（31:3） 

7.2 预表基督耶稣。耶利米的一生有一

些地方预表基督：1)他在母腹中即蒙召；

（1:5）；2)他为百姓辛劳做工，不被尊

重，反遭陷害；3)他为神的子民悲痛流

泪；（比较路 19:4）；本书中几处提及

弥赛亚的预言很重要。例如 23：5-6：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

一个公义的苗裔，祂必掌王权，行事有智

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祂的日

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

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说

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有君尊的身分，‘大

卫的约’完全应验在祂身上，祂要作王，

施行公义，神的子民因祂得拯救。 

7.3 宣告新约。“耶和华说：「日子将

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著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

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

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

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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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

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

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

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

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

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

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

华说的。」 这段宝贵的经文第一次明确

提到‘新约’，十分清楚地表明神要与属

于祂的子民订立新约的旨意。虽然新约的

具体内容在耶稣降生之后启示得完全明

了，但是关于赦罪，建立全新关系的预言

在七百多年前提出，实有划时代意义。 

7.4 流泪代祷的先知。耶利米不只是哭

泣的先知，也是祷告的先知。读耶利米书

常分不清什么时候是神说话，什么时候是

耶利米说话。本来好像神在说话，但耶利

米又祷告，和神对话。他所以流泪，是因

他常活在神的面前。一个活在神面前的

人，是一个心肠柔软的人，是一个体贴神

的心意的人。他能够哀痛神所哀痛的。许

多时候我们没有眼泪，那是因为我们没有

活在神的面前。他说：“但愿我的眼为泪

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尽夜哭

泣。”（9:1） 

7.5 忠于神、不畏强权的先知。神要耶

利米向犹大掌权者和民众说的多是逆耳之

言。他指出王室的不公义（21-22）；批

判传虚假平安的先知（23:16-22）；痛斥

百姓的罪，宣告神审判的警告（25-26）

等等。这样做无异于引火烧身。但是耶利

米没有明哲保身，而是为传神的话奋不顾

身。这样的美德实在值得今天的传道人学

习。不怕人不爱听、不怕权势阶级迫害，

勇敢地为神发出公义的声音。 

7.6 查经示例： 

18:1-4 窑匠和泥土的故事：“耶和华的

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

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

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

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

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

样好，就怎样做。”窑匠和泥土象征神与

我们的特殊关系。神是以色列人的窑匠，

也是我们今天的信徒的窑匠，我们都是祂

手中的泥土，正像以赛亚所说，‘我们是

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赛64:8）因此，我们在祂手中，在祂美

好的计划中。是祂在那里安排环境的‘轮

子’是祂在那里在模塑我们。是祂在那里

把我们放在窑中经历火的煅炼。当我们失

败后，是祂对我们并不灰心，再一次给我

们机会。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

瑕疵的、贵重的、合乎祂用的器皿。 

29:11-13 末后的指望。“耶和华说：我

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後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这里原意是神对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必将回

归的承诺。但是却给予历世历代所有的神

儿女极大的激励。神自己表白他是赐平安

的神。人的平安失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

因为人陷在罪中所致。而神无论在什么情

况下都会为我们存留恩典，让我们有盼望。

活在基督恩典里的我们，拥有最大的盼望，

那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完全救赎带

来的永生和神国度永远的基业。这是我们

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末后的盼望。这是神永

远不变的应许。如同神要以色列人回归的

应许完全实现，我们末后的指望也必然会

在将来主再来的日子里完全实现。 

讨论题： 

 耶利米为什么流泪？他有什么特别的

经历让他如此伤心？ 

 试讨论先知在世风衰落、离经叛道的

社会中的守望功能。 

 如何理解耶利米预言的“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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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 

1. 作者： 

公认是耶利米的作品。有古卷把本书与耶

利米书合为一卷。七十士希腊文译本将两

书分开，并在卷首加了注释。 

2. 写作年代与背景： 

本书写于巴比伦第二次攻陷耶路撒冷城

(约 586~588BC，参王下 25:1-21；耶 39:1-

10；52:4~27)之后。耶利米目睹京城沦陷、

百姓被掳，国破家亡，发出悲哀的呼喊。

据说耶利米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各各他山的

一个山洞写成这伤痛的哀歌。而受苦先知

哭泣之处，正是后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受

难的地方。 

3. 主旨要义 

显明神在公义的刑罚中，仍以怜悯和慈爱

为怀。神对祂子民的关怀之情，藉‘泪眼

先知耶利米’的哀伤之心，表露无遗。神

呼唤子民若幡然醒悟，从背道中回转，向

神认罪悔改，就能在苦难伤痛中，仍有复

兴的指望。 

4. 写作目的 

劝勉犹太人认罪回转，信靠神的救恩，持

守与神所立之约；并为犹太人祈求神本着

祂的怜悯和慈爱，赦免神子民所犯之罪，

重新兴起他们。 

5. 写作特点： 

是节期诗。犹太人归为‘圣卷’，在亚笔

月纪念耶路撒冷被毁时宣读。是字母诗。

作者在极度哀痛的情绪中，还能冷静地写

出按字母排序的诗，实在难得。是哀歌

诗。悲伤、哀痛字眼，除《诗篇》外，无

他书可比。虽然是诗歌，但其中有预言。

如：弥赛亚遭遇的预言(1:12；2:15；

3:14-15,19)；以色列终必得拯救的预言

(3:21-22)；有关以东的预言(4:21-22)。

所以仍然归类为先知书。本书也是安慰之

书，为历代悲伤痛苦中的信徒带来无限安

慰 (3:21-26,40-41;5:19-21). 

 

6. 耶利米哀歌大纲 
1）为耶路撒冷所遭受的苦难而哀歌 (1) 

2）为神子民因犯罪受神刑罚而哀歌 (2) 

3）因神怜悯在苦难中仍有指望而哀歌 (3) 

4）因神的公义必追讨罪恶而哀歌 (4) 

 5）为神子民认罪求神使之回转而哀歌 (5) 

 ─ 黄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经系列》 

7.重点内容和思想 

7.1 何竟=怎么会如此！耶路撒冷陷落的

原因，是罪带来的痛苦和灾祸。耶利米因

神的公义，对犹大的罪愤恨指责。 

7.2 安慰：末后的指望。神在公义审判

中仍有怜悯和慈爱。先知呼吁子民仍抱着

希望，静待神的解救。但是必须回转认

罪，求神宽恕、施怜悯。这是悔改、回

转、寻求神的信徒应有的态度。这样的公

义与慈爱并存的心肠完全是在表露神的心

意。神恨恶罪，但是对深陷罪中的人类有

深厚的爱和怜悯。所以才用圣子基督的生

命和宝血来拯救我们。我们要如耶利米呼

吁的，从罪中回转归向神，就必饱享祂的

慈爱。 

7.3 充满安慰的经文：“我们不至消

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祂的

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

诚实，极其广大！”(3:22-23)；“凡等候

耶和华，心里寻求祂的，耶和华必施恩给

他。”(3:25)；“耶和华阿，求你使我们

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新我们

的日子，像古时一样。”(5:21) 一起思考

这些经文，体会神向我们的心说的话。 

 讨论题： 
 何竟如此？你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有

‘何竟’的感受吗？ 

 重得神恩典慈爱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