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言灾祸、大卫後裔、两筐果子、七十年满 
耶利米书 22-25 

 
恭读神的话语 08/19 

 
22:1 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 
22:2 说、坐大卫宝座的犹大王阿、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 
22:3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 
22:4 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
入。 
22:5 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 
22:6 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利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
邑。 
22:7 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 
22:8 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各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 
22:9 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 神的约、事奉敬拜别神。 
22:10 不要为死人哭号、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号、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
的本国。 
22:11 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的、这样说、
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 
22:12 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 
22:13 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 
22:14 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丹色
油漆的。 
22:15 难道你作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争胜麽．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麽．那时他
得了福乐。 
22:16 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麽．这是耶和华说的。 
22:17 惟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 
22:18 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
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 
22:19 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 
22:20 你要上利巴嫩哀号、在巴珊扬声、从亚巴琳哀号、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 
22:21 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 
22:22 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抱愧蒙羞。 
22:23 你这住利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产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 
22:24 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
其上摘下来。 
22:25 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迦勒底人的手
中。 
22:26 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 
22:27 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 
22:28 哥尼雅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麽、是无人喜爱的器皿麽、他和他的後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
呢。 
22:29 地阿、地阿、地阿、当听耶和华的话。 
22:30 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後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
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23:1 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 
23:2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
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 
23:3 我要将我羊群中所馀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
养众多。 
23:4 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
说的。 
23:5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
行公平、和公义。 
23:6 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23:7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23:8 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後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
在本地。 
23:9 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
被酒所胜的人。 
23:10 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乾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
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 
23:11 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23:12 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仆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
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23:13 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藉巴力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 
23:14 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作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
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所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蛾摩拉。 
23:15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茵蔯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
的事出於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 
23:16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
们、所说的异象、是出於自己的心、不是出於耶和华的口。 
23:17 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
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 
23:18 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 
23:19 看哪、耶和华的忿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 
23:20 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後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 
23:21 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竟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竟自预言。 
23:22 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
恶。 
23:23 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 神呢、不也为远处的 神麽。 
23:24 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密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麽。 
23:25 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作了梦、我作了梦。 
23:26 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 
23:27 他们各人将所作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力忘记我
的名一样。 
23:28 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



这是耶和华说的。 
23:29 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麽。 
23:30 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 
23:31 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 
23:32 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矜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
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 
23:33 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甚麽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甚麽默示
阿、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 
23:34 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 
23:35 你们各人要对邻舍、各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甚麽、耶和华说了甚麽呢。 
23:36 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各人所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担．〔重担和默示原文同〕因为你们
谬用永生 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 神的言语。 
23:37 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甚麽、耶和华说了甚麽呢。 
23:38 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
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 
23:39 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 
23:40 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 
 

 
 
 
 
 
 
 
 
 
 
 
 
 
 
 
 
 
 
 
 
 
 
 
 
 
 
 
 
 
 
 
 
 
 
 



 
                                                                                             
24:1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
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後、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 
24:2 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初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 
24:3 於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甚麽、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得不
可吃。 
24:4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24:5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我
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 
24:6 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
不拔出。 
24:7 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 神、因为他们
要一心归向我。 
24:8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馀民、并住在埃
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 
24:9 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
笑谈、讥刺、咒诅。 
24:10 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 
 

 
 
 
 
 
 
 
 
 
 
 
 
 
 
 
 
 
 
 
 
 
 
 
 
 
 



 
                                                                                              
 
25:1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
话、临到耶利米。 
25:2 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 
25:3 从犹大王亚们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
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 
25:4 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
听） 
25:5 说、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作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
地、直到永远。 
25:6 不可随从别神、事奉敬拜、以你们手所作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与你们。 
25:7 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作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 
25:8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25:9 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
国民、我要将他们尽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25:10 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
息。 
25:11 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事巴比伦王七十年。 
25:12 七十年满了以後、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迦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
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25:13 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
那地。 
25:14 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迦勒底人作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作的、报应
他们。 
25:15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忿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
喝。 
25:16 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 
25:17 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 
25:18 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
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 
25:19 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 
25:20 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实基伦、迦萨、以革伦、以及亚实
突剩下的人． 
25:21 以东、摩押、亚扪人、 
25:22 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 
25:23 底但、提玛、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 
25:24 亚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 
25:25 心利的诸王、以拦的诸王、玛代的诸王、 
25:26 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後示沙克王也要喝。 
25:27 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
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 
25:28 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 



25:29 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首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麽．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
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25:30 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
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 
25:31 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於恶人、他必交给刀
剑．这是耶和华说的。 
25:32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 
25:33 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殓、不得葬埋、
必在地上成为粪土。 
25:34 牧人哪、你们当哀号、呼喊．群众的头目阿、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
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 
25:35 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 
25:36 听阿、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号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 
25:37 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 
25:38 他离了隐密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
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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