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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录

要哀痛

要反省

要前行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I. 要记录
“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

就如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箴26:11）

1. 耶利米哀歌概貌

• 书名：此书的第一个字，ֵאיָכה，中文翻译为”何竟”，是哀痛时所发出的

喊叫声。

希腊译本将书名译为《哀歌》，英文译本《哀歌》或《耶利米哀歌》

• 作者：犹太和基督教会传统都一致认为耶利米是作者

“在以色列人被掳，耶路撒冷变为荒凉，耶利米坐下哭泣，以此哀歌悼

念耶路撒冷便说……” ——七十士希腊语译本中此书的导言

• 写作时间：写于BC586耶路撒冷陷落之后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I. 要记录

2. 用两种结构加强丧礼哀歌的哀痛气氛

• 重复使用 “何竟”作为三章的开头 (1:1; 2:1; 4:1)

• 在1-4章中使用哀歌节拍

“这种韵律性的节拍，是在同一句子中后半句较前半句少一拍所组成。这

形成了一种3+2的‘错韵节拍’，使读者有一种空洞、不完整的感觉。这

两种结构造成了这些挽歌中的悲愁气氛，并且加强了其中感性的浓

度。” ——戴尔 (Charles H. Dyer), 《信徒圣经注释》，《耶利米哀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MApPFcmKU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MApPFcmKU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I. 要记录

3. 精心设计的结构 对守约施
慈爱的神
施拯救的

盼望
（3章）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I. 要记录

4. 精心设计的离合体（Acrostic）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I. 要记录

4. 精心设计的离合体（Acrostic）

为何1-4章采用离合体？
• 帮助记忆，不忘记哀歌中所记录的任何功课。

• “象征完全彻底地表达哀伤，就仿佛说我们
对某个问题‘从A到Z’都谈到了。”—— Huey, 
F. B. (1993). Jeremiah, Lamentations (Vol. 16, p. 
445).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 “可能是向读者强调他们犯罪而受苦的整全本

质。使用字母次序排列成诗，为提醒百姓耶
路撒冷所受的审判是彻头彻尾的（从A到
Z）。” ——戴尔 (Charles H. Dyer)

• “表达通过彻底认罪所经历的完全的良心得洁
净。” —— Gottwald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I. 要记录

5 . 精心设计的混乱的第五章

为何第五章既不采用哀歌节拍也不再采用离合体

并且只有22行？

• 1-4章空洞不完整的感觉加强悲愁气氛+离合体+

ֵאיָכה

• 故意失去了前四章的韵律和离合体的格式表达

因犯罪被神审判所导致的混乱和绝望

“你竟全然弃绝我们，

向我们大发烈怒。” (5:22)
“21 耶和华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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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记录

要哀痛

要反省

要前行



II. 要哀痛

1. 不要麻痹痛苦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American Christianity presents a 
‘numb denial’ of our need for lament.”
（“美国基督教表现出一种对我们需
要哀痛的麻木否认。” ）
——Michael Card

“虽然不能说西方基督徒可能已经完全
忘记了如何为罪哀痛，但他们至少已
开始步入了这种光景，即便每天面对
世界的支离破碎。这使得他们患上了
导致不能前后一致地、仔细认真地、
客观现实地、系统神学性地阅读和解
释圣经的神学健忘症”                            
——Garrett.D, WBC

哀歌粉碎我们为规避问题
逃避痛苦发明的

乐观主义
积极思考
成功神学
快乐秘方
心灵鸡汤……



II. 要哀痛

2. 要为因被神管教而失去的每项祝福哀痛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对守约施
慈爱的神
施拯救的

盼望

（3章）



II. 要哀痛

2. 要为因被神管教而失去的每项祝福哀痛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对守约施慈
爱的神施拯
救的盼望（3

章）

“1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
现在何竟独坐！
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
现在竟如寡妇；
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
现在成为进贡的。”
（1:1）

“6 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
她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
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

7 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
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
她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
敌人看见，就因她的荒凉嗤笑。”

(1:6-7）
“ 15 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
跳舞变为悲哀。”(5:15)



II. 要哀痛

2. 要为因被神管教而失去的每项祝福哀痛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对守约施慈
爱的神施拯
救的盼望（3

章）

1 黄金何其失光！
纯金何其变色！
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

2锡安宝贵的众子好比精金，
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
……
5素来吃美好食物的，
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
素来卧朱红褥子的，
现今躺卧粪堆。

…
7锡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
比奶更白；
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
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

8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
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
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
枯干如同槁木。
(4:1-8)



II. 要哀痛

3. 要为因被神管教而进入的惨况哀痛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对守约施慈
爱的神施拯
救的盼望（3

章）

“3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
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
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

4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
孩童求饼，无人擘给他们。
……
9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
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
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

10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
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
（4:3-4，9-10）



II. 要哀痛

4. 要流泪哀哭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对守约施慈
爱的神施拯
救的盼望（3

章）

“16 我因这些事哭泣；
我眼泪汪汪；
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
命的，
离我甚远。
我的儿女孤苦，
因为仇敌得了胜。”（1:16）
“11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
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
都因我众民遭毁灭，
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
街上发昏。”（2:11）

“18锡安民的心哀求主。
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河，
昼夜不息；
愿你眼中的瞳人泪流不止。”
（2:18-19）
“48因我众民遭的毁灭， 我就
眼泪下流如河。
49我的眼多多流泪， 总不止
息，”（3:48-51）



III. 要反省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1. 要明白我们所遭的灾祸是出于神的管教

对守约施
慈爱的神
施拯救的

盼望
（3章）



III. 要反省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1. 要明白我们所遭的灾祸是出于神的管教

“1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

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记念自己的脚凳。2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

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保障，使这保障坍倒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

首领。3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角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他像

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4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

敌人将悦人眼目的，尽行杀戮。在锡安百姓的帐棚上倒出他的忿怒，像火

一样。5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保障。在犹

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号。”(2:1-5)



III. 要反省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1. 要明白我们所遭的灾祸是出于神的管教

“6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使

圣节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7耶

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

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圣会之日一样。8耶和华定意拆毁锡安的城墙。

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

9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她的门闩毁坏，折断。她的君王和首领落在

没有律法的列国中。她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 (2:6-9)



III. 要反省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2. 要承认神管教我们是因我们犯罪

“5 她的敌人为首；她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她许多的罪过使她受苦；她的孩
童被敌人掳去。”（1:5）

“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 (1:18)

“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 (1:8-9)
“20 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
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1:20）

“我们犯罪背逆，你并不赦免。” (3:42)

“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所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她，还是转眼之

间被倾覆。” (4:6)



III. 要反省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3. 要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9 她的污秽是在衣襟上；她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地败落，无人安慰她。
她说：耶和华啊，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1:9）
“12 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13这都因她
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义人的血。14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

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 (4:12-14）
“14 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
却为你见虚假的默示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2:14）
“16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
17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
能救人的国！”（4:16-17）



III. 要反省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3. 要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第四卷第一章：“我们必须保守与神的真教会合而为一的心，因
她是一切敬虔之人的母亲。圣而公之教会——我们的母亲（1-4）”

1. 教会的必要性——2. 教会与信经的彼此关系如何？——3. 圣徒的
交通。

4有形教会是信徒的母亲：既然我们现在要开始讨论有形教会，那
么‘母亲’这称呼能使我们了解有形教会对我们而言有多重要。
因除非这母亲怀我们、生我们、喂我们奶，并关怀和引领我们，
直到我们脱去这必死的肉体，成为和天使一样，否则我们无法得
生命。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能从这学校休学，反而要一生做
这学校的学生。此外，若不在这母亲的怀中，没有人能盼望蒙赦
罪或得救，就如以赛亚书（赛37:32）以及约珥书（玥2:32）所记
载的那般。”



III. 要反省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3. 要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第四卷第一章：“不可藐视教会中代表神说话的牧师（5-6）”

“在神禁止他的百姓用法术、行邪术、用迷术、交鬼、行巫术和
其他的迷信（申18:10-11,利19:31）之后，神加上他将满足他们一
切的需要:他们永不会缺乏先知（参阅申18:15）。那么，他既然在
古时没有吩咐天使教导自己的百姓，反而兴起必死的人担任这属
天的职分，同样地，如今他也喜悦差派人作为我们的牧师。就如
在旧约时代，神不仅赏赐他的律法，也差派祭司解释，使百姓能
明白律法的意义（玛2:7）。同样地，在今日他不但喜悦我们留心
听圣经的诵读，他也差派牧师帮助我们明白他的话。这有双重作
用。一方面，当他的牧师代替他教导我们时，神借此考验我们的
顺服。另一方面，他借此俯就我们人的软弱，……



III. 要反省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3. 要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第四卷第一章：“不可藐视教会中代表神说话的牧师（5-6）”

“那么，那些以为教导之人的卑贱会消弱真道权柄的人，只是在
证明自己的忘恩负义。因为在神赐给人众多光荣的恩赐中，他喜
悦将必死之人的嘴和舌头分别为圣，用来传扬他的真理，使他的
百姓亲耳听他的声音，是与众不同的恩赐。……许多狂热分子拒绝
接受这普通的方法，就落入许多致命的陷阱中。许多人出于骄傲、
成见或纷争，开始相信自己读经、默想就够了；他们因此轻看公
共聚会，也视讲道为多余。然而，既然他们等于在大大地破坏神
教会圣洁的合一，所以每一个弃绝教会的人，都以极有害的谬论
和污秽的幻想欺哄自己。……教会唯独借讲道受造就，并且唯一保
守圣徒合一的是众圣徒一同顺服神赐给教会为了学习和成长的秩
序（参阅弗4:12）。”



III. 要反省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3. 要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4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
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5 你要尽
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
神。”（申6:4-5）

生命树 分别
善恶树



IV. 要前行
全书的高潮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3:1-8: 哀痛：耶利米以 经

历过深刻痛苦的生命代表全
民表达被神管教后的哀痛
3:19-40: 盼望：耶利米劝勉

百姓仰望神的恩典等候神回
转归向神
3:41-64: 祷告：耶利米代表

全民祷告祈求神的拯救呼求
神为自己的百姓伸冤

对守约施
慈爱的神
施拯救的

盼望
（3章）



IV.  要前行
1. 不被处境和感受牵制默想神的属性
“19耶和华阿，求你记念我如茵陈和苦胆的困苦窘迫。20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
面忧闷。21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
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23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19-21）

“This is not forcing yourself to feel in a certain way, but rather directing your 
thoughts until your heart, sooner or later, is engaged. ”——Tim Keller,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这不是说强迫自己的感情去感受什么，而是指
导你的思想去正确思考直至你的心灵迟早参与其中。”）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IV.  要前行
2. 不被处境和感受牵制默想神的应许
“24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
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26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
27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28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
29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30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31因为主
必不永远丢弃人。32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33因他并不甘
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34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原文作压）在脚下，35或在至高
者面前屈枉人，36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3: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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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耶29:11）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IV.  要前行

1. 不被处境和感受牵制默想神的属性

2. 不被处境和感受牵制默想神的应许

3.    顺服神的管教仰望等侯寻求神

“24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
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26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
好的。 27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 28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
他身上的。29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30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
辱。”（3:24-30）

4.   顺服神的管教深刻悔改归向神

“37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38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39活人因
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40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
华。”（3: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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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录

要哀痛

要反省

要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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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们不至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23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24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

因此，我要仰望他。”

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

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3:22-25)

正确回应神的管教——耶利米哀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