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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與「先知書」
「先知書」
•前期先知書
•後期先知書
•先知的弟子收集先知的言論及其他資料，記錄下來，經
過編輯，最後以個別先知的名字作為書的名字

耶肋米亞先知書

「典型的先知」
•聖經開始保存他們的講話。
•曾經歷超自然的經驗。
•講話都是用高度的文學技巧的神諭方式表達出來。
•有關國家政策，但先知沒有參與革命性的活動。只傳遞
天主的說話
受召成為先知
「訊息」
社會中的罪惡。
根據以色列過往的經驗，回憶雅威的仁慈。

三部書的關係
公元前八世紀

亞、歐、I依、米

耶肋米亞

公元前七世紀

索、耶、鴻、哈

(目睹南國滅亡及耶京失陷之事)

公元前六世紀

則、II依、蓋、I匝

公元前五至二世紀

III依、拉、北、II匝、岳、
納、巴、達

哀歌

耶肋米亞先知書簡介
•最長的先知書 (共五十二章)
•可清楚認識耶肋米亞這人物- 忠於上主而受
了許多痛苦。
•內容可找到兩個強烈的對比: 先知的哀怨和
新盟約的期望。
•記敘的事件不是跟年代先後次序來排列。
•神諭的對象:
1.充軍前的以色列
2.正在充軍的以色列子民

(記述南國猶
大於公元587年
被巴比倫所滅後的事蹟
按分類：希伯來傳統 － 聖卷，
LXX － 先知書
作者：傳統 – 耶肋米亞，
參閱LXX的小引；編下35:25)

巴路克
(巴路克是耶肋米亞的秘書
參閱耶36:4；32:12
(記述南國猶大於公元587年
被巴比倫所滅後的事蹟

•針對著猶大國的歷史危機和最後的日子作出
的反省和回應。
•公元前七世紀的末段，耶肋米亞的時期，亞
述帝國的滅亡和巴比倫人的崛起。
•猶大的危機:面對北面的巴比倫和南面的埃及。
•最後巴比倫結束了猶大的政治獨立。
•政治形勢，猶大完全處於一個無助的狀態，
加上軟弱的領導層等等導致她們的結局。
•但耶肋米亞用神學的理解去解釋猶大所面對
的危機。

反映上主、耶肋米亞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

1

2017/11/13

耶肋米亞的基本使命：
由於以色列在宗教上的不忠信，先知被
派去警告他們。
宣講內容及經歷：
宣講法律
在困苦中為人民向天主祈求
呼籲回頭
接受被人抗拒，因要忠於召叫
忍受被迫害，面對人們的挑戰

作者
•耶肋米亞及他的跟隨者
•申命紀學派的編輯者作最後編輯
–具有申命紀特色的語言和思想
充軍的災禍（申命紀常見的模式。
例:列上8:46-53;列下17:19-23;
24:2-4)
法律將刻在／放在心上 (耶31:3134,申30:14)
 耶52章有關猶大的滅亡與列下24：
18-25：30基本上是平行的

成書
1. 集合了不同的先知性講話，經過長而復
雜的傳遞過程而成書
2. 集合了幾本不同的集子。
– 耶25:1-13a-一本集子的結論(耶36)
– 耶46-51章有關指責外國的講話。
– 耶30-33章記述了先知充滿希望的訊
息，亦名「安慰書」(Book of
Consolation)

著作問題

文體
•詩歌
先知性神諭 例2:1-3
–先知用第一身代表上主說話,例2:2b-3
–「上主這樣說」,「上主的斷語」
•散文
–傳記 - 自傳(32:6-16)
–傳記 - 第三人稱，敘事(耶26-29,
34-35)
•對話 - 7:16；11:1-17

約史雅時代(公元前640-609年)

歷史背景
默納舍時代(公元前687-642年)
•耶肋米亞 - 公元前645年出生
- 是默納舍統治猶大期間。
•猶大
-亞述的藩屬,受到亞述宗教影响，拜祭外邦神。
- 重建外邦神的祭壇
- 上主的聖殿內放置外邦神的像
- 舉行人祭(列下21:2-7)。
忘記了盟約的法律

默納舍
亞述國勢衰退

亞孟

約史雅
約史雅進行宗教改革

列下22 23章
622年維修聖殿
發現法律書
便進行一連串宗教改革
禮儀集中於耶路撒冷
恢復對雅威的虔敬崇拜 (列下23:4-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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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雅金時代(公元前609-598年)

約雅金時代(公元前609-598年)
約史雅

約阿哈次

約雅金

•公元前609年，約史雅進軍時陣亡(列下23:29f)
•埃及立約阿哈次為王，但只做了三個月，便將他
遣送到埃及，另立約雅金為王。
•猶大臣服於埃及之下。
•約雅金受到先知耶肋米亞指責。
强迫人民為他建造更大的宮殿(耶22:13-19)。
廢除了宗教改革，容許外方宗教儀式(耶
7:16-18; 11:9-13)
社會道德衰落。反對的人遭到殺害(耶26:2023)。

漆德克雅時代(公元前597-587年)
對抗巴比倫?
漆德克雅
臣服巴比倫?
587年
耶路撒冷失陷

猶大第二次
充軍

漆德克雅便死在巴比倫
(耶52:5f; 列下25:3f)

(耶34章;
37-39章;
列下25章)

猶大國正式滅亡

革達里雅的人管
理猶大(耶40:7)

先知書神學傳統的三個原素
1. 上主與以色列民之間訂立的盟約
2. 上主的悲愴
3. 聖殿的意識形態

605年巴比倫在
加革米市擊敗埃及

601年，約雅金叛變，
失敗(列下24:1)。

拿步高於公元前
604年繼位為
巴比倫王

約雅金轉投成為
巴比倫的藩屬

598年巴比倫軍隊進駐猶大，
同年約雅金逝世
(耶22:18f; 36:30)

立漆德克雅為王
(列下24:10-17)

猶大第一次充軍

小結
•耶肋米亞親歷亞述帝國的滅亡和巴比倫的統
治
•猶大處於北面的巴比倫和南面的埃及之間
•約雅金於601年叛變，促使巴比倫第一次攻入
耶路撒冷，結果是598年第一次充軍。
•587年巴比倫再攻猶大，進行第二次充軍，正
式結束猶大國。
•從歷史和政治的角度，猶大的滅亡是由於不
能抵抗強大的巴比倫。
•但耶肋米亞則從神學的角度去解讀猶大的遭
遇。

內容結構
引言: 耶肋米亞的召叫 (詩歌) – 1:1-19
1. 宣佈不可逃避的災難 (詩歌) – 2:1-10:25
2. 受苦的先知 (詩歌+散文) – 11:1-20:18
3. 君王的惡行及假先知 (散文+詩歌) –
21:1-29:32
4. 對未來的希望 (詩歌+散文) – 30:1-33:25
5. 猶大的末年 (散文) – 34:1-45:5
6. 對外方的神諭 (詩歌) – 46:1 -51:64
歷史附錄 (散文) - 5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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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肋米亞先知的為人和行實

出生
• 生於阿納托特的司祭家，父為希耳克雅
(Hilkiah) (1:1-3)
• 阿納托特城是在耶路撒冷以北約三公里
成長
• 自小受歐瑟亞先知的影響
• 不清楚是否有受過司祭職的訓練
• 具有一些基本司祭的態度：
法律的守護者
提醒以民有關倫理和宗教的責任。

受召和任命的情況
耶肋米亞 (1:4-19)

梅瑟 (3:1-4:17)

上主的召叫 我還沒有在母腹內形成你以前，上主在荊棘叢中叫
我已認識了你…選定了你作萬 梅瑟
民的先知。(1:5)
受召者的抗 我還太年輕，不會說話。
議
(1:6)

我不是個有口才的
人……我原是笨口
結舌的人。(4:10)
保證和鼓勵 你別說我太年輕，因為我派你 我必與你同在
到那裡去，你就應到那裡去； (3:12)
我命你說什麼，你就應說什麼。
你不要害怕他們，因為有我與
你同在，保護你。(1:7-8)

先知被召的使命(1:4-10)
•「看，我今天委派你對萬民和列國，執
行拔除、破壞、毀滅、推翻、建設和栽
培的任務。」 (1:10)
•只有上主能改變歷史的進程。（申32：
39）
•貫穿整部先知書：18:7-10; 24:6;
31:27-28; 42:10; 45:4
•耶路撒冷的結束和重建全是上主的旨意
•拆毀和重建的回響(若2:19)
•耶穌/耶肋米亞先知

耶肋米亞先知的為人和行實
受召時間
•約史雅執政十三年(公元前627年)至漆德克雅
十一年 (公元前587年)，任先知職40年(1:110)
•直到「耶路撒冷居民被擄去充軍時為止」
（耶1：3 ; 52:27-34)
•「太年輕，不會說話」(1:6)
•先知感受到上主觸摸他的口，便知道上主將
說話放入他的口中。
•他自覺並無選擇，只有宣講上主的說話，直
到他生命的終結。

耶肋米亞 (1:4-19)
梅瑟 (3:1-4:17)
宣佈任命 上主伸出手來，觸摸我 現在你去，我要幫
和就職
的口……我今天委派你 助你說話，指教你
對萬民和列國，執行拔 該說什麼。(4:12)
除、破壞、毀滅、推翻、
建設和栽培的任務。
(1:9-10)
神視的經 看見銀杏樹枝
焚燒荊棘的現象，
驗
看見一個沸騰的鍋，它 帶出梅瑟的任命。
的口由北面傾倒過來
(1:11-16)

執行先知職的四個時期

–約史雅時代
–約雅金時代
–漆德克雅時代
–耶路撒冷淪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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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肋米亞的宣講內容及經歷

•耶肋米亞的早期宣講內容 例: 2, 3:1-4:4
•約史雅時代
•先知猛力抨擊叛教及警告將有嚴重的後果。
•沒有一個民族會這樣離開自己的神(2:413) ﹔
•控訴猶大追隨外方神祇，像一隻春情發動的
駱駝 (2:20-25) ﹔
•猶大比喻為犯奸淫的妻子不斷背叛她的丈
(3:1-5)
•同情和希望，熱切地祈求悔改(3:19-4:2) ;
真心悔改(4:2)，便可繼續做上主的子民，得
到許諾(創18:18) 。

耶肋米亞對猶大的指控
•唯一希望:真心悔改及徹底的轉向上主
•不跟隨法律的要求，刻意不聽從警告 (6:16-21)
•罪行不斷持續 (5:26-29)
•司祭與人民同流合污 (5:30)
•以民却執迷不悟 (8:4-7)
•對上主的話全不感興趣 (6:10)
•徹底及從心中去跟隨盟約的要求(4:3-4; 4:14;申10:16)
兩個預像(1:11-16)
1. 杏樹枝(shaqed) / watching (shoqed) :我要警醒，
看我的話怎樣實現。
2. 沸騰的鍋: 北方來的災禍將會是上主的懲罰。

約雅金時代(609-598BC)

聖殿講道(7:2-15 / 26章)
•改善你們的生活和行為
•「上主的聖殿，上主的聖殿，上主的聖殿」
(7:4)
•聖殿不能永遠作他們的保障
•7:5-7-梅瑟法律的主要內容
•7:9指責沒有跟隨十誡。
•兩個指控：1違反梅瑟法律; 2 以聖殿為避難
所。
•聖殿是否已變成賊窩(7:11) //瑪21:10-13;
谷11:15-17;路19:45-46

耶肋米亞對約史雅宗教改革的態度

• 先知的活動時期與宗教改革時期(公元前622年)
• 曾對約史雅作出誇獎: 「… 但他執行公道正
義，為此 能一切順利﹔這豈不是表示他認識
我？」(22:15-16)
• 耶肋米亞受到沙番家族的保護(26:24)，這家
族在約史雅改革期間很活躍(列下22:12)
改革的結果
•約雅金即位之初，耶肋米亞作了一次聖殿講道
(7:2-15)， 說明以色列違反了申命紀法律的規
定(7:6，9) 。反映 叛教的問題一直存在。
•改革已失敗 (3:6-11)
•將猶大與失節的以色列比較（則23:4-11)

約雅金時代(609-598BC)
–先知這時的訊息主要是警告災禍的來臨
–引來國內的人的反對、憎恨甚至皮肉上的攻擊
聖殿講道(7:2-15 / 26章)
約雅金登位(公元前609年),先知在聖殿講道。
⁻ 召叫悔改的講道。
⁻ 痛斥人民將聖殿變成賊窩，除非悔改，否則上主將毀滅
聖殿。
⁻ 26章記述了耶肋米亞的遭遇
先知和司祭(26:8-9)
官員和全體人民(26:16)
⁻ 差點賠上性命，幸而得沙番的兒子阿希甘協助。(26:715, 24)

約雅金時代(609-598BC)

聖殿講道(7:2-15 / 26章)
最後判決 (7:12-15)
•史羅的遭遇。
•史羅在撒烏耳時代是存放約櫃的地方（撒上
1-4)
•耶路撒冷的後果將與史羅一樣。
•必須要遵守梅瑟的法律和實行公義才能住在
上主賜給他們祖先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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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雅金時代(609-598BC)

先知其他的遭遇
碎瓶的象徵行動及無罪入獄(19:1-20:6)
先知被禁止進入聖殿(36:5)
先知受到嘲弄、詛咒、排斤 (15:10f, 17;
17:15; 20:7)
屢次被謀算 (18:18; 20:10)
在他的出生地阿納托特的人也設計謀害他
(11:18-23)

耶肋米亞的自白
•「自白」→祈禱或「個人的哀歌」
•與聖詠中的哀歌(Lament)相似的地方
六個特質：
1.呼號上主
2.向上發出哀怨或投訴
3.向上主懺悔
4.懇求上主賜予所想的
5.表達對上主的信賴
6.立誓會讚美上主
作用：先知的感受 / 以色列的信仰

先知的回應和感受
「哀哭/流淚的先知」Weeping Prophet
「自白」(Confessions)
 矛盾
 爭扎
 情感
聖詠的中個人哀歌
耶肋米亞的祈禱

五個自白/祈禱:
11:18-12:6; 15:10-21; 17:14-18; 18:18-23;
20:7-18

耶肋米亞的自白
耶肋米亞主要的爭扎：
•上主沒有履行他的承諾
「會與你同在，保護你」(1:7-8)
•使命實在極具艱辛。
•耶肋米亞只有轉向上主，發出悲愴的哀怨。
先知的回應和感受 : 充滿期望
•先知沒有放棄。他被催迫着去宣講上主放在他口
中的說話。
•上主的言語像焚燒的火，蘊藏在他的骨髓內，不
能抑制 (20:9)
•為攻擊他的人祈禱 (15:10-11, 18:19-20)

先知盡最後努力警告以色列

先知盡最後努力警告以色列

•拿步高於公元前605年打敗埃及(耶46:2-12)
•上主催使耶肋米亞在卷冊上紀錄祂「傳給先知的一
切話」。巴路克將他的宣講寫下來(36:1-4)
•目的：使猶大「聽」和「離棄邪道」
•公元前604年，巴路克在聖殿宣讀這卷冊，但最後約
雅金焚燒卷冊(36:20-26)
•焚燒卷冊意即拒絕聽和遵守上主的話。
•審判:「他必沒有人繼坐達味的寶座…我要懲罸他們
的罪惡，給他們和耶路撒冷居民及猶大人，召來我
向他們預告，他們却不理會的一切罪惡。」(36:3031)
•上主命先知重寫卷冊(36:32)

•宣講對猶大的警告，表達猶大已去到無法悔
改的地步，並宣佈猶大的命運。(11:1820:18)
•兩個重點：1.強調耶路撒冷將被毀滅；2.先
知因要跟這拒絕改變的民族宣講表達他的憂愁
和憤怒。
•上主要放棄這民族(12:7-13)
•「為此我憎恨它」。(12:8)
•國家己再沒有悔改的可能(13:20-27)
•「你不要為這人民求情……」(14:11)
•不要娶妻及生子(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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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盡最後努力警告以色列
•約雅金向拿步高作出叛變(列下24:1)
•先知宣佈即將來臨的災難和猶大的命運
(8:13-17, 9:16-21,22:20-23)
•公元前598/597年，猶大第一次充軍，
先知哀哭人民的苦難 (4:19-21, 8:
18-23, 10:19-21)

漆德克雅屢次求問上主的旨意

•漆德克雅多次向先知求問上主的旨意。
先知的回應:上主要將猶大交在巴比倫手
中(21:1-7; 38:14-28)
•叫君王投降(34:1-7)
•就算在巴比倫暫停進攻的時候，受了傷
的軍隊仍要起來繼續進攻耶路撒冷
(37:3-10)

耶肋米亞最後的活動
耶京被攻陷後(587
年)

•國內醞釀着反抗巴比倫(27:3)
•假先知宣佈上主即將解除巴比倫的軛
(28:2-4)
•耶肋米亞卻勸告接受巴比倫的軛 (27:2-11)
•向漆德克雅(27:12-15)和司祭和全體人民
(27:16-22)宣佈同一的訊息
•寫信給在巴比倫被充軍的人(29:1-14; 2123)
•主要的訊息:反抗拿步高便是反抗上主
(27:5-8)

耶肋米亞被視為國家的敵人
先知依照雅威的說話勸諭以色列向巴比
倫投降
反抗巴比倫就是反抗上主的旨意
領袖不同意先知的看法
先知却被指去向巴比倫投降而被囚在監
裏
(37:11-21 / 38:1-28a))

耶肋米亞的訊息

•漆德克雅被擄到巴比倫
•巴比倫立革達里雅管理猶大(40:7-12)
•同時耶肋米亞選擇留在耶京。

宣佈有關新盟約的訊息(30-31章)
「凡我對你說的話，你都要寫在一本書上，因為，看，時
日將到 - 上主的斷語-我必轉變我人民以色列和猶大的命
運 -上主說-使他們回去佔領我賜給他們祖先的土地。」
(30:1-3)
42:1-43:7

漆德克雅時代 (597-587BC)

「猶大的遺民!這是上主對你們說的話:不
要到埃及去。」

希望的訊息
•被召時的使命，除了「拔除和破壞」之
外，還有「建設和栽培」(1:10) 。
•給北以色列遺民希望，保証雅威的仁慈
永遠眷顧他們(3:12f; 31:2-6, 15-22)
•猶大第一次充軍巴比倫時，耶肋米亞至
函給被充軍的人，信中表明充軍是短短
暫的(2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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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肋米亞的訊息
對將來的希望
以色列會復興
回家鄉買田：相信天主復興的計劃 (32:15)
「七十年期限一滿，我必看顧你們，給你們履
行我的諾言，領你們回到這地方。」(29:10-14)
新希望思想的高峰：新盟約(31:31-34)
天主的法律將會寫在他們的心頭上。
寬恕過犯：「我要作他們的天主，他們要作我
的人民。」(31:33)
默西亞的期望：上主會為達未興起正義的苗芽，
在地上執行公道正義。(23:5-6; 3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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