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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掳前先知 

（那鸿、西番雅、哈巴谷、俄巴底亚和

耶利米）  

 
 

约西亚王敬虔治理犹大，但在他之后犹大的属灵状

况开始衰落。神通过正直的先知不断提醒审判将要临到

犹大，但人们拒绝听从先知的言语。普遍认为在这段时

间到被掳之前写成的先知书有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

雅书、俄巴底亚书、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  
 

课程 12.1  那鸿：预言尼尼微倾覆的先知 

本节目标  
12.1.1  概述那鸿预言神要审判尼尼微的原因。  
 

课程 12.2  哈巴谷：关于信心的先知 

本节目标  
12.2.1 概括哈巴谷的两个问题和神的回答。  
12.2.2 分析哈巴谷的祷告和信心之歌。  
 

课程 12.3  西番雅：预言耶和华日子的先知 

本节目标  
12.3.1   解释西番雅关于耶和华的日子的教导。  
 

课程 12.4  俄巴底亚：针对以东的先知 

本节目标  
12.4.1  解释俄巴底亚书的背景与即将到来的审判的原

因。  
 

课程 12.5  耶利米及其哀歌：流泪的先知 

本节目标  
12.5.1  概括耶利米领受的呼召、事奉及其在耶路撒冷沦

陷之前与之后的信息。  
12.5.2  叙述耶利米哀歌中的五首挽诗。  

第 

12 

章 



                 旧约概览 

 205

 

那鸿：预言尼尼微倾覆的先知 
 

背景与时间 

 
虽然有关那鸿的信息不多，但普遍认为先知那鸿就

是这卷书的作者。那鸿书 1:1 节说他来自伊勒歌斯，但这

个地方的位置我们无法确定。由于写这卷书的时候以色

列已经亡国了，因此那鸿很可能是犹大人。  
 

那鸿书的写作时间似乎是公元前 630-公元前 620 年

左右。“我们能够对那鸿的预言注出时间，是因为他提及了一些可判断时

代的事件。那鸿提到了底比斯城（挪亚们）的沦陷（鸿 3:8），这件事发生

的时间是公元前 663 年。先知也预言尼尼微将来的倾覆，这件事发生的时

间是公元前 612 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那鸿作先知事奉的时间是在公元前

663 年到公元前 612 年之间。”（Arnold&Beyer 1999，  456）。所以那鸿的

事奉时期是约西亚王复兴犹大的时候。  
 

背景 

 
那鸿针对亚述帝国的都城尼尼微发出预言。尼尼微“城墙高大，方圆

八英里，采用沟渠给水系统。考古学家还发掘出一座皇家图书馆，有两万

多个陶碑。”（Brubaker 2003b， 764）。但亚述人以其残忍及对被征服者的

压迫而臭名昭著。“亚述在政治上残酷的政策使其他的国家都很惧怕它”

（Arnold&Beyer 1999，  457）。每当攻克一个城市，他们就会屠杀成百上

千的民众，将剩余的人分散到很远的城市中。在迁移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严

酷的对待，许多俘虏都会死在途中（鸿 3:3）。亚述人会先折磨被征服之地

的首领，然后把他们杀死。就像那鸿书 3:19 节问的那样：“你所行的恶，

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早在一百多年前，先知约拿就针对尼尼微发过预言，尼尼微城中的百

姓也悔改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又回到了暴虐的恶行中。神使用这

些残暴的亚述人惩罚了以色列。亚述于公元前 722 年征服了北国，并摧毁

了以色列都城撒玛利亚。  
 

公元前八世纪时，先知约拿前往尼尼微城宣告审判的信息。

尼尼微人以悔改回应神，神就饶恕了他们。一个多世纪以后，那

鸿也宣布了神对罪恶之城尼尼微的审判。这一次尼尼微人没有禁

食或披麻悔改，神也没有免去对尼尼微的惩罚。（Hill&Walton 
2000，  509）  

12.1

课 
12.1.1 
本节目标  
概 述 那 鸿 预
言 神 要 审 判
尼 尼 微 的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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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与主题 

 
那鸿预言了对尼尼微的审判和尼尼微的灭亡，也给了犹大安慰和怜

悯。由于那鸿书三章中大部分都在描述尼尼微的末日，这一信息也成为本

书的主题。  
 
1  那鸿书的信息是什么？  

 

大纲 

 
一   对尼尼微的审判    1 章  

1、神的忿怒和良善（1:1-7）  
2、对尼尼微的审判（1:8-11，  14）  
3、对犹大的安慰（1:12-13，  15）  

 
二   尼尼微的倾覆    2 章  

1、尼尼微受攻击被毁（2:1-12）  
2、主的声音（2:13）  

 
三   尼尼微倾覆的必然原因    3 章  

 

对尼尼微的审判（那鸿书 1 章） 

 
那鸿是一部诗歌体书卷，使用了许多图景以及文学手法，如对比和修

辞。他还使用了明喻以及暗喻，如鸽子、无花果树、狮子和妓女等等。此

外还用了赞美诗、战报、反讽以及不留情面的指责等手段（Arnold&Beyer 
1999，  457）。  
 

那鸿用言语表达的第一个图景是对神全能的描述。从神的忿怒、惩罚

以及“不轻易发怒”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大能（鸿 1:3）。因此，那鸿的预言

将神的忿怒同神的良善进行对比。虽然神要审判尼尼微，但他以慈爱对待

犹大。和以赛亚书 52:7 节一样，那鸿书 1:15 节也报告了山上的佳音：亚

述不再会攻击犹大的城市，神也会为犹大国提供避难所。“那鸿书 1:9-2:2
包含了三轮叙述，那鸿在每轮中交替描述对尼尼微的惩罚以及对犹大的怜

悯。”（Arnold&Beyer 1999，  457）  
 
2 那鸿书提醒关于神的什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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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尼微的倾覆（那鸿书 2-3 章） 

 
那鸿书 2:3-13 描述了尼尼微城的被困与毁灭，3 章中解释了为什么尼

尼微应受神的审判。原因有：淫乱（鸿 3:1-7）、残暴（鸿 3:8-11），以及虚

假的保障（鸿 3:12-19）（Dyer & Merrill 2001，  800）。  
 

在我们今天这样混乱的世界中，那鸿书的信息告诉我们，真正的保障

只有在神那里，而不是任何的政府或环境。此外虽然神有恩典和怜悯，不

轻易发怒，但他也不会永远容忍罪恶。“在一个我们认为神恩典比神忿怒

更合乎自己口味的时代里，那鸿书的信息对我们是严厉的提醒：神绝不会

放任罪恶。”（Brubaker 2003b，  766）。  
 

 

哈巴谷：关于信心的先知 
 

作者背景与成书时间 

 
哈巴谷 1:1 节与 3:1 节表明这卷书的作者很可能是

“哈巴谷先知”。就像那鸿书一样，有关哈巴谷个人的信

息并不充分。  
 

关于写作时间，尽管哈巴谷书没有提到任何君王，

“大多数学者认为他的事奉是在公元前 605 年之前开始

的，这个时候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王统治下成为 有影响的帝国（1:5）。
哈巴谷针对巴比伦的预言（2:5-20）暗示巴比伦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哈巴谷的事奉可能是在公元前 605 年之前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587 年

耶路撒冷沦陷之前。”（Arnold&Beyer 1999，  458）。因此非常多的学者认

为哈巴谷在公元前 625 年到 605 年之间写下了这卷书。  
 

背景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巴比伦正在兴起。那鸿的预言在巴比伦和玛代征

服亚述都城尼尼微时应验了，这是发生在公元前 612 年的事情。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撒于公元前 605 年在迦基米施之战中击败埃及。然后，尼布甲尼

撒王挥军南下侵略犹大。这是巴比伦对犹大三次侵略中的第一次：  
 

1  公元前 605 年：尼布甲尼撒王将但以理及其他人作为俘虏带回巴

比伦（但 1:1-7）。  
2  公元前 597 年：尼布甲尼撒王将大约一万犹太人掳回巴比伦，包

12.2

课 
12.2.1 
本节目标  
概 括 哈 巴 谷
的 两 个 问 题
和神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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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先知以西结（王下 24:14）。  
3  公元前 587 年：尼布甲尼撒王摧毁耶路撒冷以及圣殿，带走大批   

俘虏（王下 25:11-21）。  
 

目的与主题 

 
哈巴谷书的主要信息不是要警告恶行，而是要鼓励忠心的犹太人。他

重点强调了两个主题：（1）神会按照他所定的时间审判所有的罪人，（2）
义人必因信得生。  
 
3  叙述巴比伦对犹大的三次侵略。  

 

大纲 

 
一   哈巴谷的问题和神的回答     1-2 章  

1、问题一：神怎能允许邪恶的犹大不被惩罚呢？  （1:2-4）  
2、回答一：神将使用巴比伦人惩罚犹大。（1:5-11）  
3、问题二：神怎能使用更加邪恶的国家来惩罚犹大呢？（1:12-2:1） 
4、回答二：神稍后会审判巴比伦。（2:2-20）  

 
二   哈巴谷的祷告和信心之歌     3 章  

1、祷告：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3:1-2）  
2、神的大能。（3:3-7）  
3、神拯救的作为。（3:8-15）  
4、哈巴谷对神坚定的信心。（3:16-19）  

 

问题与回答（哈巴谷书 1-2 章） 

 
犹大的恶行令人发指，连哈巴谷也无法忍耐下去。先知向神呼求，在

痛苦中发问“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哈 1:2）。
换句话说，就是神怎能允许罪恶的犹大不受惩罚呢（哈 1:2-4）？神回复说

他将要使用巴比伦来惩罚犹大（哈 1:5-11）。  
 

对哈巴谷来说，这样的回答引出一个神学矛盾：神怎能使用更加邪恶

的国家来惩罚犹大呢？（哈 1:12-2:1）同样，神的回答强调了他的主权：

他会稍后在他命定的时间审判巴比伦哈（哈 2:2-20）。神宣告说他的至高旨

意必会成就。  
 

神第二个回答中有一句众所熟知的话“惟义人因信得生”（哈 2:4），
这句话在新约中引言了三次：罗马书 1:17、加拉太书 3:11 和希伯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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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38。我们必须记住要根据 初的听众环境来解释哈巴谷书，同时要

知道，新约引用它旨在肯定我们的义是来自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哈巴谷

书 2:4 的真理以及新约中其他相关信息，在基督教新教改革中有着极为重

要的地位，因为正是这些信息使马丁路德接受了恩典的教义，或说单单因

信称义的教义（Boice 1996，  90）。  
 
4 哈巴谷的两个问题及神的两个回答分别是什么？  

 

哈巴谷的祷告及信心之歌（哈巴谷 3 章） 

 
紧随神对哈巴谷问题的回答，哈巴谷说“我听见你

的名声（或作：言语）就惧怕”（3:2）。他祷告和信心之

歌以诗的形式来描述神（3:3-15）。  

 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

藏着他的能力。  
 他坐在战车上，使水翻腾，他的马践踏海水。  
 大能者射出箭来，以江河分开大地。  
 闪电为枪，他发愤恨通行大地，要拯救他的百姓。  

 
5 哈巴谷用怎样的景象描述神？  

 
然后，哈巴谷以一个信心的宣言结束了他的祷告（哈 3:16-19），这也是

圣经中关于信心 伟大的宣告之一。“这卷书的结语明确地肯定了对神的

信靠，驳斥了任何其他的做法。”（Brubaker 2003b，  779）  
 

哈巴谷的诚实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三方面重要的应用：  

1  信徒也会经历 疑。 疑并不是缺乏信心的标志。  
2  信徒必须把信心放在神的手中。  
3  即使有问题或疑惑，信徒也能够并应当继续赞美神。  

 
Brubaker 这样写道“在整个圣经以及教会历史中，属灵 深的信徒都

曾有过极度苦恼的问题（如马丁‧路德）。向神问‘为什么’并不是错。如

果先知哈巴谷向神问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信徒也可以问神为什么，这并不

是罪或违犯圣经的原则”（2003b，  780-781）。  
 
6  我们从哈巴谷书中能够学到哪三个有关信徒和 疑的教训？  

 

 

 

12.2.2 
本节目标  
分 析 哈 巴 谷
的 祷 告 和 信
心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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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雅：预言耶和华日子的先知 
 

作者身份、成书时间以及写作背景 

 
“西番雅”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隐匿”。先知

西番雅写了这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书。西番雅称自己是

希西家的玄孙（番 1:1）。许多保守的学者都认为这指的

是犹大王希西家，尽管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有人称西番雅“可能有皇室血统”（Hill&Walton 2000，  
521），而且“他在家谱中提到四位先祖，这个现象比较

特殊”（Brubaker 2003b，  766)。根据西番雅书 1:1 节，

西番雅大概是在他的亲戚约西亚――即 后一位敬虔的犹大王（公元前

640-公元前 609 ）――统治的时期作先知事奉。  
 
7 西番雅的个人背景是怎样的？  

 
西番雅写下这卷书的时间约为公元前 630 年，同时代作先知事奉的还

有耶利米、哈巴谷和那鸿。约西亚之前的王玛拿西和亚们道德败坏，他们

的恶劣影响持续了很多年。鉴于西番雅公然抨击犹大的罪恶（番 1:4-13; 
3:1-7），而那鸿却一点也没有提到，显示出那鸿是在约西亚王带领国民悔

改后开始先知事奉的。因此，许多学者相信西番雅的事奉要比那鸿早一些。

“在约西亚王十八年，圣殿中发现了律法书，这一发现燃起犹大举国上下

的属灵复兴（王下  22:3-23:70）。基于这一点，许多人提出西番雅的事奉

是在约西亚王统治初期，在大复兴出现之前。”（Arnold&Beyer 1999， 459）。  
 

目的与主题 

 
西番雅给犹大和其邻国敲响警钟，告诫他们要从灵性昏睡中醒来并悔

改。若他们不悔改，审判很快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此外，西番雅还警告

说在 后的时候会有审判，有时学者们也称之为“末世”。就在“耶和华

的日子”，神将对万国的道德败坏、不公义以及残暴进行审判。然而西番

雅还是给出了盼望，应许犹太人说有一天神将一次性永远重建他的子民。

因此，西番雅书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  
 
8  西番雅写这卷书的三个目的是什么？  

9  关于耶和华的日子，西番雅写了什么？  
 
 
 

12.3

课 
12.3.1 
本节目标  
解 释 西 番 雅
关 于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的 教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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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一   耶和华的日子将带来审判     1:1-3:8 

1、神将审判全地（1:2-3）  
2、神将审判犹大（1:4-13）  
3、耶和华的日子即将临到（1:14-18）  
4、神呼召所有人悔改（2:1-3）  
5、神将审判列国（2:4-15）  
6、神将审判耶路撒冷（3:1-7）  
7、神将审判全地（3:8）  

 
二   耶和华的日子将带来救恩     3:9-20 

1、余民将被复兴并得洁净（3:9-13）  
2、百姓与神欢喜快乐（3:14-17）  
3、神应许重建他的子民（3:18-20）  

 

审判（西番雅书 1:1-3:8） 

 
西番雅这卷书开卷清楚地提到末世的日子，神“必从地上除灭万类”

（番 1:2）。这样的话语使我们想起挪亚时代灭世的洪水，西番雅书还有两

处也提到了这样的话语：1:14-18 和 3:6-8。（Brubaker 2003b，  767-768）  
 
西番雅宣告说犹大和周围的列国都要面对审判。“西番雅 2:14-15 是对

列国预言的缩影……南（古实）北（亚述）东（摩押和亚们）西（非利士）

全地都要伏在神的忿怒之下。神的忿怒也会降在他自己的子民身上。”

（Brubaker 2003b， 768）。因为偶像崇拜、信仰杂糅、以及政府与宗教领

袖的败坏行为，犹大要面对神的审判。那些执意行这样事的人显然没有兴

趣敬拜这位曾在古时救赎他们的独一真神。  
 

救恩（西番雅 3:9-20） 

 
尽管在西番雅书第一部分突出叙述了审判，但在这短短一卷书的结尾

处却显出关于盼望的积极信息。这似乎也是神在其他先知书中说话的方

式。正如西番雅这样的宣告：  
 

神审判的日子同时也带来神的医治和复兴。神会洁净他子民

的嘴唇，好使他们忠心事奉神。他也会除去骄傲的，提拔谦卑的，

并使他的子民在自己的地上有保障。这样的祝福通常都是会让神

的子民为神欢欣喜乐，但西番雅却宣告说神会因他们欢欣喜乐！

（Arnold&Beyer 1999，  46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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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

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番 3:17）。这是何等奇妙的结语。

这对今天的信徒也是何等大的应许：神因我们而欢欣喜乐！  
 
10  西番雅书在结尾处给出了什么有关盼望的积极信息？  

 
 

俄巴底亚：针对以东的先知 
 

作者身份、成书时间与写作背景 

 
名为俄巴底亚的先知写了这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书

（俄 1）。然而，俄巴底亚是一个很平常名字，学者们指

出在旧约中至少还有十二个人名叫俄巴底亚。圣经经文

没有给出线索告诉我们这些人中哪一位写了这卷书，因

此我们无法确定具体的作者是谁。  
 

由于这卷书非常短，只有一章，因此关于本书写作

时间和历史背景的经文内在证据非常少。虽然关于写作

时间人们提出五种观点，大部分学者同意两个 可能的

时间：公元前 848-公元前 841 年，或公元前 587-公元前 586 年。那些赞成

较早写作日期的学者认为公元前 587-公元前 586 年这个时间不太可能，因

为所有的先知提到耶路撒冷 终被毁时都会直呼尼布甲尼撒的名字。他们

称由于俄巴底亚没有提到这些细节，那么他所写的关于耶路撒冷受攻击的

情况一定是另外的事件。这些学者相信俄巴底亚指的是约兰王统治时期非

利士与阿拉伯人对耶路撒冷的侵略（历下 21:16-17）。  
 

然而这种看法并没有有力的依据，因为它是以信息缺失得出的观点

（以圣经中没有提到的信息为基础），这种解经方法有很大风险。因此，

大多数保守的学者赞成公元前 587-公元前 586 年这个写作时间，也就是耶

路撒冷沦陷的时间。虽然俄巴底亚书很短，但其内在依据看起来似乎支持

这一观点：  
 

主流观点认为这卷书是针对公元前 587-公元前 586 前年巴比伦及其盟

国如以东进攻犹大的事件。如果这种主流观点正确的话，俄巴底亚的预言

就是神的话语宣告对以东的惩罚。以东这个国家对于犹大受辱幸灾乐祸。

在耶路撒冷沦陷后，以东还洗劫犹大百姓（Brubaker 2003b，  781）。  
 
 
 

12.4

课 
12.4.1 
本节目标  
解 释 俄 巴 底
亚 书 的 背 景
与 即 将 到 来
审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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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目的与主题 

 
以东国位于死海东南部，起源于雅各同以扫之间的冲突与和解（创

25:21-23; 32-33; 36）。尽管雅各同以扫握手言和，仇恨却在他们后裔之间

延续下去，造成以色列人同以东人许许多多的争战（民 20:14-21；撒上  
14:47；撒下 8:14；王上 11:14-22）。“圣经的故事染满了以色列同以东之间

所流的血”（Brubaker 2003b，  782）。由于这一点以及其他原因，以东成

为旧约先知 频繁提到的一个外邦国家（Brubaker 2003b，  782）。  
 

俄巴底亚向以东国发的预言有以下三个目的：  

1 显明神对以东的怒气，因为它对犹大的苦难幸灾乐祸。  
2 宣告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以东（即俄巴底亚书主题）。  
3 宣布在将要来临的耶和华的日子中以色列会被拯救（ Stamps 
1992，  1323）。  

 

11  俄巴底亚书的三个目的是什么？  

 

大纲 

一   对以东的审判   1-14 节  
1、神许诺要完全毁灭以东   （1-9 节）  
2、以东灭亡的原因   （10-14 节）  

 
二   耶和华的日子   15-21 节  

1、对以东及万国的审判   （15-16 节）  
2、对以色列的救恩       （17-21 节）  

 

对以东的审判（俄巴底亚书 1-14 节） 

 
以东人以他们险峻的高山为傲，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易于防守。此外

还有一条主要的贸易通道穿过以东，为他们带来难以计数的财富（俄巴底

亚书 5 节）。防敌的坚固保障与日益加增的财富使以东目空一切。因此，

通过俄巴底亚，神警告他们审判即将降临在他们身上。尽管以东同其他国

家有许多友好政治联盟（7 节），但当神的审判临到时，所有这些都会被摧

毁。  
 
12  根据俄巴底亚书，神为什么要审判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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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日子（俄巴底亚书 15-21 节） 

 
俄巴底亚预言了主的日子（15 节），他指出尽管一些人会得救，但是

神会进一步审判以东。以东在犹大受难时幸灾乐祸惹动神的怒气。因此神

审判以东国，以相同的方法报应它。  
 

俄巴底亚同圣经中许多其他先知一样，在预言的末尾宣告神 终要胜

过所有的敌人（Brubaker 2003b， 783）。他宣告说：“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21 节）  
  

 

耶利米与耶利米哀歌：流泪的先知 
 

作者身份与成书时间 

 
先知耶利米因为神的托付而写了这卷书（耶 1:1）。

耶利米书 36:1-4 节中神告诉先知耶利米写下一卷书，将

他二十年来对列国预言的所有信息都记在其上。学者认

为这是发生在公元前 605 年左右的事情。耶利米服从神

的命令，向巴录口述了这些话语。尽管约雅敬王烧毁了

第 一 卷 书 ， 但 神 指 示 耶 利 米 和 巴 录 写 了 第 二 卷

（36:27-32）。巴录忠实地服侍耶利米，好像他的行政助

手一样，很可能也是巴录在耶利米死后不久（公元前 585-
公元前 580 年）将耶利米的书卷 终编辑成形。  
 

耶利米的事奉 

 
耶利米是祭司之子，出生于亚拿突城，在耶路撒冷东北方向四英里处

（6.5 公里）。“我们对这位古代传道人的了解远远超过任何一位其他先知：

出生地、呼召、参考时间、朋友、敌人。一些信息的具体背景也非常清楚。”

（Brubaker 2003b，  769）。  
 

神呼召耶利米作先知时（耶 1:4-5），耶利米声称自己太年轻，不知道

怎样为神说话。但神伸手按他的口，保证与耶利米同在，说：“我已将当

说的话传给你”（耶 1:9）。于是耶利米就在犹大国 后存留的四十年间（公

元前 626-公元前 586 年）向犹大说预言。也就是说，耶利米是犹大国灭亡

前的 后一位先知。耶利米亲身经历了巴比伦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入侵。

他亲眼看见士兵推倒城墙，拆毁圣殿，屠杀无数犹太人并将许多人俘虏到

巴比伦。  

12.5

课 
12.5.1 
本节目标  
概 括 耶 利 米
领受的呼召、
事 奉 及 其 在
耶 路 撒 冷 沦
陷 之 前 与 之
后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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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书卷中，耶利米详细描述了他生活与事奉的软弱，这非常特别。

他在书中透露了神呼召时他的挣扎，在事工面临强大敌对势力时的软弱，

以及面对神给他的特殊命令时的挣扎。例如，神指示耶利米不要参加婚礼

或葬礼（耶 16:5-9），在此之前神还命令耶利米不可娶妻，生儿育女（耶

16:1-4）。这些经文的背后似乎暗示，因为即将到来的对犹大的审判以及这

一历史和政治时期的不稳定，神呼召耶利米过独身的生活（Brubaker 
2003b，  770）。  

 
13 神特别指示耶利米不要做什么？  

 

耶利米的生活孤单并满了悲哀。因为他时常流泪、心肠柔软（耶 9:1），
他也常被成称为“流泪的先知”。但是神应许他说要与他同在并要坚固他

（耶 1:8; 15:20），这使耶利米能够刚强壮胆，完成神对他的呼召和使命（耶

1:4-10）。  
 

耶利米忠心耿耿警告犹大将要来临的审判，但这却使他同他所爱的国

人疏离，他们敌视耶利米。耶利米被人打（耶 20:1-2; 37:15），被投到井中

陷入淤泥（耶 38:1-6），两次被下到牢里（耶 20:2; 37:15-16）。在耶路撒冷

沦陷后，犹太起义者强迫耶利米同他们逃往埃及，神清楚地命令他们不要

去，他们却不听。在埃及耶利米继续讲预言，犹太传统认为耶利米后来被

石头打死。  
 
14  耶利米常被人称作什么，为什么这样称呼他？  

 

目的与主题 

 
耶利米书中不断重复的主题包括神的主权以及在各样境遇中的掌权，

人本性的罪恶，以及人悖逆的倾向。此外，先知耶利米还着重指出尽管对

罪的审判不可避免，但因为神有恩典怜悯，他应许不会丢弃他的子民

（Brubaker 2003b，  774）。  
 
15  耶利米书中频繁出现的主题有哪些？  

 

耶利米书大纲 

 
学者们对耶利米书大纲有各样的划分方法。下列给出了一种大纲形

式。请注意耶利米书中的章节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的。  
 

一   耶利米的呼召和使命   1 章  

二   耶利米对犹大的预言   2-3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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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审判的预言（2-29）  
2）关于复兴的预言（30-33）  

三   耶利米作为守望者    34-45 章  
1）向西底家预言被掳（34 章）  
2）利甲族人的教训（35 章）  
3）耶利米的书卷被烧，耶利米入狱（36-38 章）  
4）关于耶路撒冷沦陷之预言的成就（39 章）  
5）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沦陷后的事奉（40-45 章）  

四   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    46-51 章  

五   关于耶路撒冷倾覆的历史补遗    52 章  
 

内容重点 

 
在耶利米的时代，人们没有受古时的积极影响，反而效法先祖的恶行。

“他们做了两件恶事（耶 2:13），其一，他们离弃了神，就是他们一切的

源头——‘活水的泉源’。其二，他们用偶像崇拜代替了他们同神的关系。

耶利米将他们的假神比作‘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Arnold&Beyer 1999， 
385）。神通过耶利米使用了许多象征物来传达他的信息，破裂的池子仅仅

是其中一个，其他的还有带子、轭、陶匠和泥土，以及两筐无花果。  
 

耶利米严厉批判国人不但是因为他们崇拜偶像，还因为他们在专为独

一真神建的殿中行这样崇拜的仪式。更恶劣的是人们将自己的儿女当作祭

物献给假神。 终神告诉耶利米不要再为百姓祈祷，因为他们遭难向神哀

求的时候，神必不应允（耶 11:14）。  
 

耶利米同神和同人都开始了激烈的角力。Arnold 与 Beyer 这样描述这

卷书的剩余部分（1999，  384-402）：  
 

章节  主题  

11-20 耶利米的自白，即他与神的对话。  

21-29 耶利米质问并谴责官长和宗教领袖，包括假先知和百姓。  

30-33 宽抚或安慰之书，重点讲述以色列回归神、地土以及神将来大而可畏

的作为。  

34-39 领袖在信仰上的恶劣行径  

40-45 沦陷后的耶路撒冷  

46-51 关于埃及与其他国家的预言  

52 结语，重申耶路撒冷的沦陷  

 
耶利米书在预言审判和耶路撒冷必然颠覆的同时，字里行间透出安慰

和重建的信息。这一点上，神应许将同以色列立新约，这将是刻在他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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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永约（耶 31:31-34）。  
 

隐含意义 

 
耶利米书引出的一个重要的神学问题是：旧约中神对列国一致的审判

今天是否也具体适用在信徒个人身上？知名学者 Hill 和 Walton 在这个问

题上提出了很有用的意见：  
 

这一方法适用于国家而非个人，所以不应当同因行为得救混

淆起来。这种行为的标准从来没有表现在神处理个人的问题上，

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差异。列国并不是从罪中“得救”，它们也

无法存到永远。对于列国的处理都是在物质和时间的层面上，因

此这一方法绝无可能等同为个人的永生定命。恩典的确存在于这

一套方法中，神的忍耐就体现了恩典，并且这恩典仍然继续着，

因为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神改变了对国家的处理方法。

（2000，  430-431）  
 

如其他先知一样，耶利米宣告神的审判，同时也肯定神的恩典和怜悯。

出于对神的爱和对神差他所服侍之人的爱，耶利米常常哭泣，恳求百姓悔

改。预言那些严厉的审判并不是耶利米愿意为自己选择的事情，而是神拣

选耶利米去做的事情。耶利米顺服神的呼召，宣讲神要他传达的话语，无

论是负面的消息还是正面的消息。  
   

耶利米哀歌 ： 

作者身份、成书时间与写作背景 

 
哀歌是指悼词或挽诗，表达深切的哀伤，通常会在

葬礼上诵读。学者们关于这卷书是否为耶利米所作形成

两派意见。认为不是耶利米所作的学者称耶利米书与哀

歌在写作方式上有明显的差异。他们还指出哀歌并没有具体指明作者身

份。  
 

然而许多保守的学者相信耶利米是这卷书的作者，他们称耶利米书与

哀歌主题极为相似。根据历代志下 35:25，耶利米写下悼念约西亚王的哀

歌，所以他对哀歌体裁是很熟悉的。此外，七十士译本以及犹太传统都认

为这部哀歌是由耶利米所作的（Arnold&Beyer 1999，  402-403）。  
 

16 耶利米是哀歌的作者有什么依据？  

 
这样，由于这五首哀歌表达了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毁的哀痛，一般认为

12.5.2 
本节目标  
叙 述 耶 利 米
哀 歌 中 的 五
首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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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歌是耶利米在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沦陷后不久作成的。“这卷书反映

出一些仍为耶路撒冷沦陷后情景悲痛的人心中的哀伤。”（Arnold&Beyer 
1999，  403）。这五首诗歌描述了耶利米目睹的可怕情景，包括巴比伦军

队的残暴，屠杀大批百姓，焚烧城市圣殿。这些哀歌指出罪是这次审判的

原因，但也从神的信实以及怜悯中得到安慰。作者知道神能够复兴犹大。 
 
17  哀歌中这五首诗表达了什么信息？  

 

离合诗系列 

 
耶利米哀歌中的一到四篇哀歌是离合诗。希伯来离合诗是以二十二个

希伯来字母按顺序以某种形式排列，通常是引领一句诗或一节诗。例如，

哀歌 1:1 节以字母“阿尔法”（aleph）打头，就是希伯来第一个字母（如

英文 A），1:2 节以“贝特”（beth）打头，即希伯来文第二个字母（如英文

B）。作者按序以字母开始每一句诗，所以 1:22 节则是以“托尔”（taw）打

头，即希伯来文 后一个字母（如英文 Z）。第二篇和第四篇哀歌也是用了

同样的形式。第三篇哀歌共有六十六节经文，前三节经文以“阿尔法”打

头，接下来三节经文以“贝特”打头，依此类推。  
 

哀歌大纲 

 
哀歌的结构同每章是相符的。也就是说，虽然章节划分是在圣经写成

的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但哀歌书的每章就是一首独立的悼词：  
 
一   耶路撒冷被毁   1 章  

二   神的怒气和耶路撒冷的悲哀   2 章  

三   受苦的神子民和他们的盼望   3 章  

四   耶路撒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4 章  

五   为复兴祷告   5 章  
 

主题和内容 

 
哀歌的结构和行文传递了生动的信息和主题。作者表达了百姓的罪、

悲哀和羞愧，承认国家的悖逆以及对圣约的违犯。哀歌也表明了将来的盼

望，但这只有在认罪与悔改的前提下才会发生。  
 

哀歌的其他主题包括因为堕落的原因，人受苦的必然性（Hill&Walton 
2000， 435-438），耶路撒冷的荒凉，神对罪的惩罚，神的怒气，余民的回

应（Dyer & Merrill 2001，  648-655）以及神的信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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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卷书采用挽歌的具体结构，清楚地表明了它的目的：诗人

描述了幸存者对已灭亡之城市的哀痛。他将这城比作失去儿女的

寡妇。诗人用这样的比喻生动地描述了耶路撒冷曾经满是人民，

但现在已经成空的凄凉景象（哀 1:1）。（ Brubaker 2003b，  
776-777）  

 
哀歌 1:11 节及 5:4-9 节显示出人民缺乏生活必需品，例如食物和水，

并且在这样的灾难中还受到高价的盘剥。但是，尽管有这样的折磨与破坏，

哀歌第三章却肯定了神的信实。  
 

今天流传这样一种神学，就是若信徒有信心就不会受苦难。然而，哀

歌却告诉我们生活中 深的磨难可以考验我们的信心。从混乱的黑暗深谷

里，从刑罚的熊熊烈焰中，从痛苦的无边深渊里，升起教会庄严的圣诗，

那歌词就是引自哀歌 3:22-23 节：“你的信实何广大，圣天父真神，你永远

不离弃爱你的人，你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恩典，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

神。”（Brubaker 2003b，  776-777）。神的信实永不改变，胜过无常，胜过

悲剧，胜过苦痛，也胜过任何的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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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请在 佳答案的前面画圈：  
 
1. 在那鸿书中可以看到，由于淫乱、暴虐与虚假的保障，审判临到：  
a)  以东。  
b)  撒玛利亚。  
c) 耶路撒冷。  
d) 尼尼微。  
 
2. 尼尼微灭亡的时间是：   
a) 公元前 722 年。  
b) 公元前 612 年。   
c)  公元前 586 年。   
d) 公元前 444 年。  
 
3. “义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 2:4）是神关于下列哪方面承诺的一部分？ 
a) 稍后审判巴比伦的罪恶。  
b) 使用巴比伦惩罚犹大。  
c) 复兴以色列国。  
d) 回应哈巴谷的求助。  
 
4.  哈巴谷的祷告和信心之歌显示出：  
a) 疑就意味着缺乏信心。   
b) 即使真正的信徒有时也会经历 疑。  
c) 信徒应当先处理自己的 疑后再敬拜神。  
d) 哈巴谷不应当问神“为什么”。  
 
5. “西番雅”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a) “耶和华是我的拯救”。  
b)  “耶和华是我的义”。  
c) “耶和华隐匿”。  
d) “背负重担的人”。  
 
6.  西番雅声言：  
a) 为主喜乐是人的力量。   
b)  神的子民因神欢欣喜乐。  
c)  神将恢复以色列的喜乐。   
d)  神因他的子民欢欣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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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俄巴底亚预言神对以东的审判是因为以东：   
a) 骄傲以及对待以色列的方式。   
b) 性堕落。  
c) 社会不公义。  
d) 偶像崇拜。  
 
8. 犹大国灭亡之前对犹大发预言的 后一位先知是：   
a) 西番雅。   
b) 俄巴底亚。   
c) 耶利米。   
d) 以西结。  
 
9. 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是因为：   
a) 神命令他不要娶妻。   
b) 多有泪水心肠柔软。  
c) 他被掳到巴比伦。  
d) 没有勇气。  
  
10. 耶利米哀歌一到四篇使用的文学手法是：   
a) 离合诗。  
b) 头韵。   
c) 拟人。   
d) 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