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肋米亞先知書 
 

在先知書中，耶肋米亞（Jeremiah）先知書就篇幅而言，可算是最長的一卷。年青

時蒙召的耶肋米亞先知是書中的重心人物，他的生活和思想，與及天主透過他對北以

色列和南猶大所作的啟示是這卷書的主要內容。 

耶肋米亞先知來自阿納托特（Anathoth），在他執行先知任務的時期內，他曾被本

雅明地區的首長們和南猶大王漆德克雅所囚禁（37:1-21），後來更被放置於一個蓄水池

內（38:1-6）。他經歷了當時的強國亞述（Assyria）的衰落及巴比倫（Babylonia）的興起，

更看見耶路撒冷的失陷和猶大的滅亡；然而，他的一生及其個人的遭遇，卻使教父們

視他為基督的預像。1 

 

一、歷史背景 
在公元前第八世紀後半葉，是亞述帝國的全盛時期，尤其是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

世（Tiglath-pileser III，公元前七四五至七二七年）為王時，雖然埃及也有一定的勢力，

但近東（Near East）一帶，全都在亞述的勢力範圍之內。其後的君王，沙耳瑪乃色五世

（Shalmaneser V，公元前七四五至七二二年）及撒爾貢二世（Sargon II，公元前七二二

至七○五年）任內，亞述的國勢仍相當強盛。撒爾貢二世更於公元前七二一年，攻陷

了撒瑪黎雅後，北以色列遂隨之而滅亡。在撒爾貢二世死後，他的兒子散乃黑黎布

（Sennacherib，公元前七○五至六八一年）繼位並繼續向其他國家用兵，更於公元前七

○一年進攻耶路撒冷，其時正是希則克雅為猶大王。而當散乃黑黎布死後，他的兒子

厄撒哈冬（Esarhaddon，公元前六八一至六六九年）與及厄撒哈冬的兒子亞述巴尼帕耳

（Ashurbanipal，公元前六六九至六三三年）繼位作亞述王的期間，可算仍保持著亞述

的國勢，但已不如以往般強盛。而當他死後，國家更是逐漸衰落，巴比倫則開始逐漸

強大。2 

巴比倫在公元前七世紀以前，一直都受到其他民族的控制，特別是亞述和埃及二

國。及至亞述的衰落，巴比倫得以逐漸興盛和獨立，最後更取代了亞述在近東的地位。

在公元前七世紀末，納波頗拉撒（Nabopolassar，公元前六二五至六○五年）自立為巴

比倫王，領導國人脫離亞述的控制；並與瑪待（Medes）結盟，在瑪待王賈撒勒斯

（Cyaxares）的協助下，於公元前六一二年攻陷了亞述的首都尼尼微（Nineveh），亞述

最後的君王亞述烏巴里特二世（Ashur-uballit II）則逃往哈蘭（Haran）。由於亞述烏巴

里特二世得到埃及法郎乃苛（Neco）的幫助，納波頗拉撒要經過三年的進攻，最後於

公元前六○九年才把亞述烏巴里特二世捉住，亞述帝國便自那時起完全的滅亡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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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後，巴比倫的國勢，更在納波頗拉撒的兒子拿步高（Nebuchadnezzar，公元前六

○五至五六一年）繼位後達至高峰。除了埃及外，巴比倫帝國控制了整個近東的地區。

繼而拿步高王於公元前五八七年攻陷了耶路撒冷，並且破壞了聖殿，南猶大也因此而

滅亡。可是，自拿步高死後，繼位的幾位君王都未能保持帝國的強盛，而且，在納波

尼杜（Nabonidus，公元前五五六至五三九年）為王時，帝國更被波斯王居魯士二世（Cyrus 

II，公元前五五九至五二九年）所滅。3 

公元前七二一年，雖然南猶大沒有隨同北以色列一起滅亡，但是國家的衰弱卻是無

法改變。除了在政治上受到亞述和後來巴比倫帝國的影響以外，在宗教上，更出現了對

美索不達米亞和客納罕不同神祇的混合崇拜。而直至約史雅（Josiah，公元前六四○至

六○九年）作猶大王時，得到大司祭希耳克雅（Hilkiah）在聖殿內發現了法律書後，才

作一個全面的宗教改革，由耶路撒冷開始，甚至伸展至滅亡了的北以色列地區（列下 

22:4-23:27）。約史雅王在默基多（Megiddo）那次的戰役陣亡以後，他的兒子約阿哈次

（Jehoahaz）繼位後三個月，埃及法郎乃苛便把他幽禁起來，而另立了他的兄弟約雅金

（Jehoiakim，公元前六○九至五九八年）為王。約雅金王死後，他的兒子耶苛尼雅

（Jehoiachin）便繼位為王，但他卻如同約阿哈次一樣，繼位為王三個月左右，便被巴比

倫王拿步高俘擄去了巴比倫，並以耶苛尼雅的叔父瑪塔尼雅（Mattaniah）作猶大王，更

給瑪塔尼雅改名為漆德克雅（Zedekiah，公元前五九七至五八七年）。在公元前五八七年，

拿步高因為要懲罰漆德克雅背叛他而毀滅了整個耶路撒冷和聖殿，同時，漆德克雅也被

拿步高俘擄去了巴比倫，南猶大也隨之而滅亡（列下 23:28-24:17）。 

耶肋米亞先知書的內容，主要是記述了耶肋米亞先知約在公元前六二六至五八六年

間的事蹟，所以他在南猶大開始實行他的使命時，正是約史雅王統治南猶大的時期。而

且，他也經歷了埃及和巴比倫對南猶大所作的一切，並目睹了南猶大的滅亡。 

 

二、作者和成書時間 
在書中第三十六章，記載了於約雅金王四年，即約公元前六○五年，雅威吩咐耶

肋米亞要將祂所說的一切話，即從約史雅王的時期起，直至當日對他所說的，都要記

錄在書卷上。耶肋米亞便叫了乃黎雅（Neriah）的兒子巴路克（Baruch）來，要他用筆

記錄下他的說話，更叫他到聖殿向人民宣讀出來。可是，當君王聽了以後，卻把書卷

燒毀了。不過，雅威要耶肋米亞再記錄一次，並把約雅金燒毀書卷一事也加進去。耶

肋米亞便再請巴路克筆錄，而且更加上相類似的話。這兩次的口授和筆錄，被學者認

為是耶肋米亞先知書的最早的資料和第一次的修訂。但是，現時卻沒法完全重整這書

卷的內容，因為現時的耶肋米亞先知書，其內容反映出這卷書是經過數次在不同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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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修訂和編輯而成的。4 然而，修訂或編輯的時間，則很難追溯。因此，能夠肯定的

是，成書的時間是在充軍時期或這時期以後。5 

值得一提的是，現時採用的希伯來文經文，即瑪索辣經本（Masoretic Text）中的耶

肋米亞先知書，比在七十賢士譯本的希臘文經文長了約八分之一。這現象曾被認為是

由於七十賢士譯本的譯者，在翻譯耶肋米亞先知書時，把一些重複或不重要的片段刪

去。6 然而，在谷木蘭第二洞和第四洞所發現到的那四份耶肋米亞先知書的殘卷，7 卻

反映出七十賢士譯本的譯者，在把希伯來文經文翻譯為希臘文的當時，耶肋米亞先知

書已有一長一短的兩個版本。雖然有學者提出了巴勒斯坦和埃及兩個耶肋米亞先知書

版本，來解釋一長一短的兩個版本，但是這樣仍未能解釋七十賢士譯本的譯者在翻譯

時，是否知道有兩個版本？又若知道，選擇短版本的原因是甚麼？而若不知道，那麼，

長的版本是否只為少數人所知？不過，無論如何，耶肋米亞先知書的兩個版本都應是

充軍後與公元前二世之間完成的。 

至於這卷書的作者，毫無疑問，耶肋米亞提供了大部份書中的內容，而巴路克則

是把其筆錄下來。他把耶肋米亞提供的資料記錄下來，並且作了一些修訂和編輯。但

是，這卷書後來還經過數次修訂和編輯。只是，誰是那位或那些修訂者和編輯者？則

是無從稽考；可能是耶肋米亞先知的弟子或其他跟隨者。 

 

三、內容結構 
整卷耶肋米亞先知書，除了引言（1:1-3）及卷末的一段歷史的附錄（52:1-34）外，

可分為四個部份：一、有關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神諭（1:4-25:38）；二、以色列的復興

（26:1-35:19）；三、耶肋米亞的受難（36:1-45:5）及四、有關各民族的神諭（46:1-51:64）。 

在書的引言中，作者清楚地記錄了耶肋米亞先知執行先知職務的時間。隨後，便

馬上在第一部份以第一人稱描述了耶肋米亞先知被雅威召叫。雖然耶肋米亞起初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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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二洞殘卷 2QJer 約是公元一世紀的抄卷，它包括了  42:7 -12.14，43:8 -11，44:1-3.12-14，46:27 -47:7，

48:7.25-39.43-45， 49:10(?)；第四洞有三份殘卷： 4QJera 約是公元前三百年的抄卷，它包括了  

7:1-2.15-19，7:28-9:2，9:7-15，10:9-23，11:3-20，12:3 -16，12:17 -13:7，13:27 -14:8，15:1-2，17:8 -26，

18:15-19:1，20:15 -18，22:3-16，26:10；4QJerb 約是公元前二世紀中葉的抄卷，它包括了  9:22-10:18，

43:3-9， 50:4 -6；而  4QJerc 約是公元前三十與公元前一年間的抄卷，它包括了 4:5.13-16，8:1-3，

8:20-9:5，10:12 -13，19:8-9，20:2-5.7-8.14-15，21:6-10，22:4-6.10-28，25:7-8.15-17.24-26，26:10 -13，

27:1-3.14 -15，30:6-31:14， 31:16-26， 33:16-20。除了  4QJerb 較接近七十賢士譯本外，其他三份殘卷

則接近瑪索辣經本。  

 



不願意，但最後仍接受先知的職務（1:4-10）。他的使命就是要代表雅威去對抗南猶大

的君王、首領、司祭和當地的人（1:17-19）；然後指責北以色列和南猶大二國的罪惡和

過錯，他們背棄天主和盟約，對祂不忠；他們也因而招惹災禍及要受到相應的懲罰

（2:1-11:23）。南猶大的結果將會如同那些險惡的異邦人一樣，最後是要被天主所徹底

拔除（12:14-17）。同時，上主更多次吩咐先知，以幾個截然不同的象徵行動：如腰帶

和酒壺（13:1-14）、陶工製造陶器（18:1-12）、打碎瓦瓶（19:1-13）等，表示出北以色

列和南猶大將會受到的災禍。另一方面，先知也以說話警告當時的君王（21:1-22:30）。

並且，更指出南猶大將要臣服於巴比倫七十年之久（25:1-14）。 

第二部份充滿著天主對北以色列的關愛，在這部份的開始，描述了先知受到人民

的指責（26:1-24），但他仍按上主的指示，向君王提出警告（27:1-22），也致函巴比倫

慰問被擄的同胞（29:1-23）。接著便記述上主應許要拯救北以色列（30:10-11），並且要

改變它的命運，使其昌盛及再成為祂的人民，祂要作他們的天主（30:18-22）。而且，

更要從北方帶領北以色列回到原地（31:15-20），再與北以色列及南猶大訂立新的盟約

（31:31-34）。另外，上主預許了要由達味出生一正義的苗芽，在地上執行公道和正義。

不過，若然南猶大破壞了它與天主之間的盟約，天主與達味的盟約也因而受到破壞

（33:14-26）。最後，提及漆德克雅王的被擄（34:1-22）及勸告全以色列應以勒加布人

（Rechabites）為榜樣，要接受並遵行天主的命令（35:1-19）。 

在第三部份中，記述了耶肋米亞先知的一些遭遇。首先，上主要求他用以記錄上

主的書卷，被約雅金王所燒毀，但上主要他再寫在另一書卷中（36:1-32）。漆德克雅繼

約雅金為南猶大王時，下令把耶肋米亞先知囚禁在監獄的庭院裏（37:21）。後來，更讓

其他人把他丟在一個蓄水池內（38:6）。但是，他也讓雇士人（Cushite）厄貝得默肋客

（Ebed-Melech）把耶肋米亞救起（38:7-13）。而當耶路撒冷城被攻陷以後，巴比倫王拿

步高的衛隊長乃步匝辣（Nebuzaradan）把耶肋米亞釋放了，耶肋米亞便到了米茲帕

（Mizpah），與革達里雅（Gedaliah）一起住在遺民之中（40:1-6）。但是，乃塔尼雅

（Nethaniah）的兒子依市瑪耳（Ishmael）卻殺了革達里雅；並且，他更殺了與革達里

雅一起的猶太人（41:1-18）。部份逃難的人，來到了耶肋米亞先知那裏，請他代為求問

上主。可是，他們卻不相信耶肋米亞所說的話；而且，還把先知一起帶到埃及去了

（42:1-43:7）。不過，耶肋米亞在埃及時，上主仍透過他去提醒和勸告所有以色列人

（44:1-45:5）。 

作者在第四部份中，把耶肋米亞先知所說過有關其他民族的神諭 8 都集合在一

起，逐一講述了各民族的遭遇。首先是講述了埃及（46:2-26），隨後是有關培肋舍特

（Philistia，47:1-7）、摩阿布（Moab，48:1-47）、阿孟（Ammon，49:1-6）、厄東（Edom，

49:7-22）、大馬士革（Damascus，49:23-27）、跟著是對刻達爾（Keder）和哈祚爾（Haz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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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國（49:28-33）與及厄藍（Elam，49:34-39）的神諭。最後是提及巴比倫，耶肋米亞

指出巴比倫帝國將要滅亡；然而，北以色列和南猶大子民則可以回歸國土（50:1-51:64）。 

在結語中，這書的作者再次提及南猶大的滅亡，並描述了當時的一些景況：如耶

路撒冷被焚燒、聖殿被劫、大司祭及一些官員被殺等，更列出被俘擄去了巴比倫的人

數和耶苛尼雅王的結局（52:1-34）。 

 

四、主要的思想 
這卷書透過耶肋米亞先知自己的描述和其他補充的資料，把南猶大滅亡的景況向

讀者展示出來。並且藉著耶肋米亞的言論和行動，指出了北以色列和南猶大如何背棄

了上主而自招災禍。這看來如同與其他先知書相似的一個模式：即先知指責選民犯罪，

離開上主及背棄了盟約，並預告天主的審斷和懲罰。 

雖然如此，耶肋米亞先知傳遞上主懲罰的訊息，對南猶大是相當嚴厲和決絕的，

特別是對當時的君王，這顯示出上主威嚴的一面。他指出若果君王及其人民破壞了與

上主立的盟約，上主也可以破壞祂與達味所訂立的盟約，使君王再沒有兒子繼承王位

（33:20-21）。這盟約是指上主藉著納堂先知，對達味所傳述的神諭（撒下 7:1-17）。因

此，由於約雅金王的罪行，在他焚燒了耶肋米亞先知為上主所寫的書卷時，上主的話

傳給耶肋米亞說，約雅金王必沒有人繼他而坐上達味的王位，而約雅金也必被棄屍荒

野（36:30）。然而，上主也顯了祂慈愛的一面，當選民受到懲罰時，祂憐憫了他們，並

要復興他們，使他們昌盛。祂要為他們興起一個君王（30:8-10），他是出自達味的一根

正義的苗芽，他要在地上執行公道和正義（33:15）。祂更要與他們訂立新的盟約，這盟

約不再如同在上主領他們離開埃及時，與他們於西乃山所訂的一樣。西乃山所訂的盟

約，上主把法律刻在石板上，他們卻不遵行而把盟約破壞了，因為他們的心沒有完全

歸向上主。不過，上主訂立這新盟約則是要把法律放在他們的肺腑裏，並要寫在他們

的心頭上（31:31-34），好讓他們將法律內在化，以能口心合一，言行一致地遵行法律

和謹守盟約。 

由此可見，選民雖然犯罪而離棄了上主，並且破壞了與上主在西乃山所立的盟約。

但是，上主在懲罰了他們以後，仍憐憫他們，使他們再次復興起來，而且更與他們訂

立一個新的盟約。天主的威嚴和慈愛，在書中透過耶肋米亞先知的講論表露無遺。另

外，上主要興起出自達味的一根正義的苗芽，更顯出祂信守諾言，要鞏固達味的王位

直到永遠。 

 

（取自《荒漠燃荊：丙年》，香港：展福（香港）有限公司，2000，(25)-(3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