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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生命读经 2 

第一篇 介言，第一首哀歌－为圣城荒凉哀悼的诗歌， 
           与第二首哀歌－为圣城被毁哀悼的诗歌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耶利米哀歌一至二章。 
 

在本篇信息中，我们首先要说到耶利米哀歌生命读经的介言，然后要看第一
与第二首哀歌。 

 
壹 介言 

    一 作者－耶利米 
耶利米哀歌的作者是哭泣哀悼的申言者耶利米。（参代下三五 25。） 
 
二 主题 
耶利米哀歌的主题是耶利米对神的圣城和圣民之忧伤与爱的发表。 
 
三 内容 
耶利米哀歌的内容是五首忧伤与爱的哀歌。 
 
四 分段 
耶利米哀歌有五段：为圣城荒凉哀悼的诗歌；（一章；）为圣城被毁哀悼的诗

歌；（二章；）为那与受惩罚的百姓联合为一，受困苦之申言者哀悼的诗歌；（三
章；）为受惩罚之百姓哀悼的诗歌；（四章；）为圣民祷告的哀歌，作第四首哀歌
的结语。（五章。） 

 
在耶利米哀歌里很难找着任何关于神经纶的事。哀歌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

的确与神的经纶有关，但不是直接的，乃是间接的藉着神的怜恤。照着神对以色
列的对付，以色列应当已被了结。但耶利米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
的慈爱，因祂的怜恤不至断绝。”（22。）以色列失败了，但神的怜恤不至断绝。
因为神的怜恤在地上保守了以色列余民，以完成神的经纶，所以我们不敢说，耶
利米哀歌与神的经纶无关。然而，这卷书很少说到神的经纶。 

 
神信靠耶利米到极点。耶利米对神非常忠信，但神与耶利米有一些差别，有

一些不同。我们可以说，他们之间甚至有一些摩擦。在耶利米对神惩罚以色列的
反应上，我们看见这差别。 

 
神对以色列发怒、生气，并进来告诉耶利米：祂要审判这百姓到极点。耶利

米听见耶和华对以色列所施这行政对付的细节，就开始有点不赞同神。他认为神
的惩罚太过了。为这缘故，在耶利米十五章十节，耶利米被迫说，“我的母亲哪，
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这指明他对神要他说的豫言感到
不高兴。因此，耶利米发觉自己进退两难。一面，耶和华催促耶利米豫言以色列
的毁灭，但他觉得以色列的苦难太大了。另一面，百姓仍是邪恶的，他们甚至逼
迫耶利米。这使耶利米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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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生命读经 3 

至终，神施行了祂的审判。祂毁灭耶路撒冷，烧毁圣殿，将君王放逐，并蹂
躏整个国家。耶利米看见这一切事发生在他眼前。这一切事－毁灭、蹂躏、玷污、
掳掠、和颓败－清楚留在这忧伤且满了同情之申言者的记忆里。因着神的主宰，
耶利米免于被掳。 

 
历史告诉我们，耶利米坐在俯瞰耶路撒冷的小山上，看着下面的废墟。他开

始哭泣，禁不住记下他的感觉。他的五首哀歌写得非常细致，（前四首哀歌是照
着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表达了他对神的圣民、圣地、圣城、圣殿、和圣器皿
的忧伤、痛苦和同情。 

 
我们由耶利米书知道，耶利米这个善良、忠信的申言者受到逼迫。他被逼迫

到一个地步，祷告说，“让我看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耶十一 20，二十 12。）
这与新约的教训相反，新约的教训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
祷告。（太五 44。）因此，无论耶利米多么善良、忠信，他还是人。当他在耶路
撒冷的小山上行走时，越看见毁灭的情形，就越流泪、越哀哭。然后他写了他的
哀歌。 

现在让我们非常简单扼要的来看前两首哀歌。 
 
贰 第一首哀歌－为圣城荒凉哀悼的诗歌 
一 她的困境 
圣城在她的荒凉中，处于困境。（一 1～11。）因她的过犯、罪恶、不洁与污

秽，（5，8～9，）她没有安慰、安息或草场。（2～3，6，9。） 
 
二 她向过路人哀求同情 
十二至十九节说到她向过路人哀求同情。她的景况是可怜的，(13～17，) 

因她违背了公义之耶和华的命令。（18。） 
 
三 她向耶和华的祷告 
二十至二十二节是她向耶和华的祷告。在二十节、二十一节上半，她求耶和

华观看她在急难中。然后在二十一节下半、二十二节，她求耶和华对付那些不安
慰她的人。 

 
参 第二首哀歌－为圣城被毁哀悼的诗歌 
一 主耶和华对圣城的毁灭 
二章一至十节说到主耶和华对圣城的毁灭。这毁灭是在祂倾泻的怒气中，在

祂怒气的愤恨中。（1～2，6。）这毁灭包括圣殿、祭坛、君王、祭司、首领、申
言者和长老。（6～7，9～10。） 

 
二 申言者的哀哭 
十一至十九节是申言者的哀哭。十一、十二节说到申言者因他百姓所受的苦

而哭泣，及他内里痛苦的感觉；十三、十四节说到耶路撒冷百姓严重的“病”；
十五、十六节说到过路者的嗤笑和侮辱；十七节说到耶和华所命之惩罚的应验。
然后十八、十九节说到需要眼中流泪不止，向主举手哀求。 

 



耶利米哀歌生命读经 4 

三 她向耶和华的祷告 
这首哀歌末了三节是圣城向耶和华的祷告。她求耶和华观看她被杀戮，（20

上，）以及她所遭受的杀害。（20下～22。） 
 
 
 
 
 
 
 
 
 
 
 
 
 
 
 
 
 
 
 
 
 
 
 
 
 
 
 
 
 
 
 
 
 
 

           回目錄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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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生命读经 5 

第二篇     第三首哀歌－为那与受惩罚的百姓联合为一， 
       受困苦之申言者哀悼的诗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耶利米哀歌三章。 
 

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说到耶利米的第三首哀歌。这是为那与受惩罚的百姓
联合为一，受困苦之申言者哀悼的诗歌。虽然耶利米自己没有因神受困苦，但他
与神受困苦的百姓是一。这指明无论情况如何，特别是在困苦的情况中，主的仆
人都必须学习，如何使自己与神的百姓联合为一。他受困苦，因为他与神受困苦
的百姓是一。 

 
现在我们来看这整首哀歌，然后特别留意二十二至二十五节。 
 
壹 申言者（代表他百姓）的困苦 
一至二十节说到申言者（代表他百姓）的困苦。这困苦是因耶和华忿怒的杖。

（1～17。）申言者（代表他百姓）的力量，和他在耶和华里的指望，都衰败了。
（18。）在十九至二十节申言者说，“求你记念我如茵蔯和苦胆的困苦流离。我魂
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 

这一切经文里所描述的困苦，耶利米并没有亲身遭遇。神没有这样直接的使
耶利米受困苦。然而，因为耶利米与神受困苦的百姓是一，在他的感觉里，在他
的同情里，他就在受同样的困苦。 

 
贰 申言者（代表他百姓）的盼望 
在二十一至三十九节，我们看见申言者（代表他百姓）的盼望。申言者的盼

望在于耶和华的慈爱、怜恤和信实；耶和华是他的分。（21～24。）他藉着等候祂
并寻求祂的救恩而仰望耶和华，（25～30。）同时他倚靠主的作为和审判。（31～
39。） 

 
叁 申言者向他百姓的要求 
四十至五十四节是申言者向他百姓的要求。首先，他要求他们察验自己的行

径，又当转向耶和华。（40～41。）然后他要求他们为自己的犯罪悖逆悔改，他们
的犯罪悖逆使主向他们遮蔽自己，并激动他们的仇敌毁灭他们。（42～54。） 

 
肆 申言者（代表他百姓）向耶和华的祷告 
最终，五十五至六十六节是申言者（代表他百姓）向耶和华的祷告。他呼求

耶和华的名，求祂申明他们的冤，并审判他们的案件。（55～62。）然后他求耶和
华因他们仇敌的邪恶，向他们施行报应。（63～66。） 

 
虽然这首哀歌带着旧约的味道，然而却是在新约经纶的范围里，二十二至二

十五节特别是如此。现在我们要详细的来看这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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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生命读经 6 

哀歌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
祂的怜恤不至断绝；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信这话是
耶利米在早晨接触主，回想他百姓一切的困苦时临到他的。耶利米在回想这些困
苦时，必定为以色列的罪恶懊悔。 

 
这时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无论祂怎样惩罚以色列，祂并没有完全消灭他们。

耶利米和许多人仍然存留。这是神的慈爱。耶利米领悟他和所有与他一同存留的
人，都在神的怜恤之下，就赞美说，“因祂的怜恤不至断绝。”（22 下。）以色列
人失败了，但神的怜恤不至断绝。祂的怜恤保守了以色列余民。 

 
耶利米继续题到耶和华的怜恤，说，“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23 上。）这

指明耶利米每早晨都接触主这怜恤人者。藉着他与主的接触，他得着了这关于祂
的慈爱、怜恤、和信实的话。在二十三节下半耶利米宣告说，“你的信实，极其
广大。”神的怜恤不至断绝，因为祂是信实者。神的信实是指祂的话。祂的信实
也与祂的约有关。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并与以撒和雅各坚定了这约，祂就
必须信实的遵守祂的话。神向以色列的列祖说了话，祂也信实的遵守祂的话。 

 
在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耶利米继续从他的深处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

的分；因此我仰望祂。那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祂的，耶和华必恩待他。”这论
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分，以及仰望祂的话，的确有新约的味道。这指明耶利米在写
二十二至二十五节时，是在新约的经纶里。 

 
耶利米享受耶和华作他的分，并且他不仰望自己，不仰望人，也不仰望别的

事物，只单单仰望耶和华。一面，耶利米领悟神是慈爱的神，祂是怜恤的，并且
祂的话是信实的。另一面，耶利米领悟，我们仍需要每早晨接触主，完全仰望祂、
等候祂。 

在耶利米的时代，以色列人的光景不好。似乎神并不是这么仁慈，这么亲切、
怜恤并信实;反而看来正好相反。我们在类似的光景中时，该怎么办？我们和耶
利米一样，需要领悟神仍然是我们的分，我们该仰望祂、等候祂、并呼求祂的名。
（55。）然而，即使我们这样作，也不该期望光景会立刻改变。因为可能没有立
刻的改变，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等候主。 

 
在耶利米的事例中，他等候主相当长久。他所说关于复兴时代的预言，尚未

应验。相反的，以色列今天的光景看来并未证实这些预言。这指明我们需要学习
等候主的功课。今天不是终极完成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等候主。我们有时间
的问题，时间的因素。因为我们在时间里，时间的因素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留
意时间的因素，所以很容易变得没有耐心。但我们的神没有时间的因素。 

 
等候主非常要紧。神是我们的分，祂满了慈爱和怜恤，并且祂是绝对信实的。

现在我们需要仰望祂，等候祂，并呼求祂。然而，我们不该期望祂会快速行动。
一位圣经教师指出，神在拯救我们的事上行动快速，但在许多别的事上，祂行动
并不快速。例如，我们知道主答应祷告。我们为一件特别的事向祂祷告，但祂也
许等候好几个月才答应我们的祷告。这帮助我们领悟，我们的神是真的、活的、
怜恤的、并信实的，但祂常常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快速行事。 



耶利米哀歌生命读经 7 

神耽延的原因乃是祂要试验我们。祂要试验我们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失去自
己的盼望，觉得自己完全了了。当我们觉得光景无望时，却常是神要进来的时候。
这是我们在神分赐之下的经历。 

 
在这首哀歌的五十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阿，我…呼求你的名。”（55 上。）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学会了呼求主耶稣的名。然而，许多新约的信徒不知道呼求
主的名，也没有实行这事。有些人甚至为这实行批评我们。这是何等不幸的光景！ 

 
我珍赏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所强调的三件事：仰望主，等候主，并呼求祂的名。

我们若实行这些事，就会实际的在神的分赐之下。 
 
当我们周围的光景似乎无望时，我们需要领悟，我们的神绝不会被打败。凡

祂所说的，祂必信实的履行。所以，我们该信圣经所说的一切。此外，我们需要
领悟，神是祂百姓的分，我们需要仰望并信靠祂。无论祂现在或以后答应我们，
我们都需要信靠祂。即使祂似乎不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该继续祷告并等候祂。
至终的结果将是照着祂的定旨，我们也将是蒙祂赐福的人。愿我们都学习这功课。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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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生命读经 8 

第三篇   第四首哀歌－为受惩罚之百姓哀悼的诗歌， 
      与第五首哀歌－为圣民祷告的哀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耶利米哀歌四至五章。 
 

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说到第四与第五首哀歌。整体看过这些哀歌以后，我
们要密切留意五章十九至二十二节。 

 
壹 第四首哀歌，为受惩罚之百姓哀悼的诗歌 
 
第四首哀歌－为受惩罚之百姓哀悼的诗歌－记载在四章。 
 
一 他们被围困时受缺食的困苦 
以色列人在被围困时受到缺食的困苦。（1～10。）发光的“纯金”与磨亮的

“蓝宝石”，因着缺食，变成“黑炭”。（1～5，7～9。）慈心的妇人煮自己的儿女
作食物。（10。）神的子民受困苦，因他们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6。） 

 
二 被耶和华所发的烈怒烧毁 
以色列人被耶和华所发的烈怒烧毁。（11～20。）这样的烈怒，地上的君王，

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12。）神的子民因她申言者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被烧毁。
（13～16。）百姓盼望一国的帮助，乃是枉然的。（17～20。） 

 
三 他们将来的盼望 
二十一、二十二节说到他们将来的盼望。他们盼望他们罪孽的惩罚受足了，

耶和华不使他们再被放逐。（22上。）他们也盼望耶和华惩罚以东的罪孽。（21，
22下。） 

耶利米完全以人性的方式来写这首哀歌。他的同情、他的爱、他的忧伤和他
的哀哭，完全是人性的。耶利米在这首哀歌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他人性的流出。
回想以色列的已往，（2，）他是有人性的；说到以东要来的惩罚，（22，）他更是
有人性的。他对以色列的属人感觉，导致他对以东人产生属人的嫉妒。耶利米不
高兴以东人在享受平安，而以色列却在神的惩罚之下。所以，照着他属人的感觉，
他宣告神要惩罚以东的罪孽，显露他们的罪恶。 

 
贰 第五首哀歌－为圣民祷告的哀歌，作第四首哀歌的结语 
第五首哀歌，就是为圣民祷告的哀歌，作第四首哀歌的结语，记载在五章。 
一 求耶和华记念他们的遭遇 
这祷告开始于耶利米求耶和华记念他们的遭遇，观看他们所受的凌辱。（1。） 
二 述说他们的惨况 
耶利米继续祷告，述说他们的惨况。（2～6，8～18。） 
三 承认他们列祖的罪，以及他们的罪 
在七节和十六节下半，耶利米承认他们列祖的罪，以及他们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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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束于代求 
这祷告结束于代求。（19～22。）耶利米在他的代求里，赞美耶和华，（19，）

求问祂，（20，22，）并要求祂。（21。）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些经文里的重点。 
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是基于神经纶的永远观点写的。但在哀歌五章末了以

前，耶利米写得非常有人性，对以色列人有许多人性的同情和怜恤。虽然耶利米
非常有人性，但他也是属神的人。他知道仅仅有人性，无法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
所以，到第五首哀歌的末了，在十九至二十二节，他转向耶和华。 

 
十九节说，“耶和华阿，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耶和华阿，

你存到永远，”这话指神永远的所是，指明祂没有改变。在人的范围里，改变随
处发生。特别是在以色列人的光景中，许多事都改变了。但神永远的所是并没有
改变;祂永远是一样的。 

 
“你的宝座，存到万代，”这话是指神永远、不变的行政。神的宝座无始无

终；祂的宝座存到万代。这里耶利米所写关于神永远的所是和祂永远、不变的行
政，的确是神圣的。 

 
虽然耶利米在十九节的发表是神圣的，但他在二十至二十二节却恢复以非常

属人的方式说话。在二十节他写着:“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
们？”这里耶利米事实上是在向神抱怨，并向神挑战。耶利米在十九节献上很高
的赞美以后，在二十节却很强的向神挑战，问祂为何永远忘记他们，离弃他们。
事实上，神既没有忘记，也没有离弃祂的百姓。 

 
在二十一节，耶利米继续说，“耶和华阿，求你转向我们，我们便得回转；

求你复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这话以命令的语气表达，指明耶利米认为，
使以色列人回转的责任在于耶和华。 

 
他认为耶和华是主动者，以色列人是被动者。这也表达耶利米属人的感觉。

这里耶利米似乎在说，“耶和华，我们无法回转或得以复新。这事的责任在于你。
你必须转向我们，然后我们就得以回转。我们无法主动，除非你先主动。” 

 
虽然耶利米以属人的方式说到他们需要耶和华转向他们，但他的思想是正确

的。这由撒迦利亚十二章得着证明，这章说到以色列的全家得救。当以色列全家
接受主的救恩时，是谁先回转？是以色列还是主？是谁要率先发起？这章启示，
那率先发起并回转的是主，不是以色列。耶路撒冷被敌基督围困时，主耶稣要转
向以色列人，向他们显现。然后他们要仰望祂，就是他们所扎的一位，并要悔改。
（10。）这就是说，他们看见主，就要转向祂，并得着祂对他们全家的救恩。 

 
在二十二节耶利米问耶和华两个问题，藉此结束他的写作：“或是你全然弃

绝了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耶和华没有全然弃绝以色列，也没有向他们大发
烈怒。但他们需要等候祂，直到复兴的时候，那时祂要复兴以色列人，使他们在
祂的人位里并在祂永远的国里，享受祂向他们列祖所应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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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在第三首哀歌里，耶利米说到神的慈爱、怜恤和信实；在第
五首哀歌末了，他诉诸神的所是和祂永远的宝座，就是祂那不变的行政。你比较
珍赏那一个?你认为那一个更高－神的慈爱、怜恤、信实，还是神永远的所是和
永远的宝座？神永远的所是和宝座，比祂的慈爱、怜恤、信实更高。 

 
照着新约，神的救恩是关乎祂的爱、（约三 16、）祂的恩、（弗二 8、）和祂的

义（罗一 17）的事。神的爱和恩可能改变，但神的义不能改变，因为祂的义与
祂的行政有关。（诗八九 14，美国标准本。）爱和恩都与神的心有关。神的心可
能改变，但祂仍然是义的。神的义不能改变，因为祂必须始终是义的。神的慈爱
和怜恤能改变，但神的人位和祂的行政却永不改变。 

 
耶利米不是用神的慈爱、怜恤、和信实结束，乃是用神永远的所是和祂的宝

座来结束这卷书。这是有力的标记，说出耶利米写哀歌时摸着神的经纶。虽然他
的哀歌太在人性的感觉、味道、爱和同情里，但末了他从他的人性里出来，进到
神的神性里。在五章十九节那里，他摸着神的身位和神的宝座。 

 
在新耶路撒冷里，神要在祂的人位和祂的行政里完全被揭示出来，这二者是

祂对付我们时不可摇动的根基。那时，我们要看见神自己这永远的王，同着祂那
永远、不能震动的国。（来十二 28。）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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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耶利米的失望和问题，以及神永远的所是和祂的宝座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耶利米哀歌五章十八至二十二节。 
 

在耶利米哀歌生命读经这篇结束的信息中，我要进一步说到五章十八至二十
二节。 

一个比较 
在耶利米哀歌的末了，第五章末了的经文里，我们能看见一个比较。哀歌五

章十八至十九节说，“因为锡安山荒凉，狐狸行在其上。耶和华阿，你存到永远，
你的宝座，存到万代。”首先，耶利米说到狐狸行在锡安山上，然后他宣告耶和
华和祂的宝座存到永远。这里的比较在于耶利米对狐狸行在锡安这事实的失望，
以及他领悟耶和华和祂的宝座存到永远。 

 
耶利米的失望－狐狸行在锡安山上 
耶利米写这些经文时，他很作难且失望。因着他的背景，他知道摩西的著作，

也知道神与亚伯罕及其后裔所立的约。然而，在他的五首哀歌里，他很少照着神
的话来说话。相反的，他完全照着他个人、属人的感觉来说话。在他第四首哀歌
的开始，他说到以色列是失光的黄金。“黄金何竟失光！至纯的金何竟变色！”（四
1。）然后在他末了一首哀歌将结束时，他说狐狸行在锡安山上。这表明耶利米的
失望。锡安是圣地，对神而言是地上最神圣、圣别的地方。狐狸怎能进到这圣城，
甚至行在建造圣殿的锡安山顶？这使耶利米哀哭。 

 
耶利米的领悟－耶和华和祂的宝座存到永远 
在五章十九节之前，耶利米是照着他个人、属人的感觉写作，但到了十九节，

他从他属人的感觉跳出来，进到神里面。耶利米说到狐狸行在锡安山上以后，就
忽然宣告说：“耶和华阿，你存到永远。”在宇宙中，狐狸不是惟一的东西。耶和
华这位宇宙之主还在，祂仍然在施行祂的行政。 

 
耶路撒冷被倾覆了，圣殿被烧毁了，神的百姓被掳去了，但耶和华我们的神

如何？耶和华还在，并且祂的宝座没有被倾覆，也绝不会被倾覆。耶和华这神圣
的名称，意思是“我是”。祂是那昔是、今是、以后永是的一位。（启四 8 下。）
耶路撒冷完了，圣殿完了，以色列地也完了，但耶和华绝不会完。 

 
当耶利米的地位和角度从自己转换为耶和华时，他就领悟，虽然一切都可能

失去，耶和华却存到永远。今天狐狸也许行在锡安，明天它们也许就消逝，但耶
和华绝不会消逝。凡物都不存留，一切都要了结，这事实显明耶和华存到永远的
真理。一切都可能失去，但“耶和华阿，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
无始无终。天地会结束，但祂绝不会结束。祂是独一的源头，万代都出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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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赏这些经文里的对比，因它给我们看见什么存留，什么不存留。今天某
些事物也许“行”在天主教、更正教、犹太教、和世界上。我们不该相信其中任
何事物会存留。至终，每个“教”都要来到尽头，但耶和华却要存到永远。 

 
在对付许多消极的事与邪恶的人时，神常常不需要行动。祂不作什么，只作

祂所教导我们的－祂等候。尤其祂等候邪恶的人死亡。所以，我们该领悟，死亡
在神手中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历史上所有的恶人在那里？希特勒在那里？墨索里
尼在那里？所有这样邪恶的人都一个一个的死了。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每个邪恶
的人至终都被死亡所了结。那存到永远的神，只要等候死亡将他们全都除去。 

 
耶利米的问题和挑战与耶和华的静默 
虽然耶利米领悟神是永远的，并且祂的宝座也存到永远，但他里面仍有个东

西，使他用问题，甚至用挑战来结束他的哀歌。在五章二十至二十二节，他对耶
和华说，“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阿，求你转向我们，
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或是你全然弃绝了我们，向
我们大发烈怒？”这里耶利米向耶和华说挑战的话，甚至吩咐并责备的话。然而，
耶和华没有答覆他。耶和华没有答覆耶利米，或告诉他要安静，反而静默不语。
在耶利米哀歌的末了，神答覆耶利米问题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利米一切的挑战和问题，都在圣经以下各卷得着答覆。这答覆的完成将是

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要清楚的看见一切。那时以前，耶利米必须等候耶和华，
正如他在三章二十五节所说，“那等候耶和华...的，耶和华必恩待他。”耶利米
必须等候，直到新约时代，直到千年国时代，并且直到新耶路撒冷。那时他就要
完全得着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