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耶利米書訓練複習                                                               7 月 6 日-7 月 12 日 

 

週一 7/6                                                            *禱讀 

耶利米書 1:1-2,5,9;9:10 
1:1 便雅憫地亞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兒子耶利米的

話記在下面。 2 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約西亞在位第十三年，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 

1:5 我未將你造在母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

已將你分別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申言者 

1:9 於是耶和華伸手觸我的口；耶和華對我說，我已將我

的話放在你口中。 

9:10 我要為山嶺哭泣舉哀，為曠野的草場揚聲哀號，因為

都已燒盡，甚至無人經過，人也聽不見牲畜鳴叫；空中的

飛鳥和地上的野獸，都已逃去。 

第一篇 心裡柔細的神那心裡柔細的申言者耶利米 

耶利米書 2:13;17:9;31:33-34 
2:13 因為我的百姓，作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

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17:9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無法醫治，誰能識透呢？ 

31: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

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

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34 他們各人

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

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因為我要

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這是耶和華說的。 

約翰福音 4:10,14 
10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請給我水喝

的是誰，你必早求祂，祂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

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 

第二篇 耶利米的核仁 

週二 7/7 

詩篇 36:8-9 
8 他們必因你殿裡的肥甘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

河的水。9 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

我們必得見光。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23-24 
16 要常常喜樂，17 不住的禱告，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旨意。 

23 且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的靈、與

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得

以完全，無可指摘。24 那召你們的是信實的，祂也必作成

這事。 

第三篇 神百姓的兩件惡事以及神在完成祂經綸上的信實 

耶利米書 15:16 
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

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

人。 

馬太福音 4:4 
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

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約翰福音 6:57,63 
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

人，也要因我活著。 

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就是靈，就是生命。 

歌羅西書 3:16 
16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們裡

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

感歌頌神； 

第四篇 神的話-神聖的供應做食物 

週三 7/8 

以賽亞書 64:8 
8 耶和華阿，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們是泥土，你是窯

匠；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 

但以理書 4:34-35 
34 那些日子過後，我尼布甲尼撒舉目望天，我的理性複歸

於我，我便頌讚至高者，讚美尊敬那永活者；因為祂的權

柄是永遠的權柄，祂的國存到萬代。35 地上所有的居民，

都算為虛無；但在天上的萬軍和地上的居民中，祂照自己

的意旨行事；無人能攔住祂的手，或對祂說，你作甚麼

呢？ 

羅馬書 9:20-21 
20 人哪，你是誰，竟向神頂嘴？被塑造者豈能對塑造他者

說，你為甚麼這樣造我？ 21 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同一

團泥裡，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作成卑賤的器

皿麼？ 

第五篇 神是主宰的窯匠,將我們作成祂的器皿(祂的容器)

以盛裝祂 

耶利米書 15:16 
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

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 

以弗所書 6:18 
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 

聖徒祈求， 

約翰壹書 2:28 
28 現在，孩子們，你們要住在主裡面；這樣，祂若顯現，

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祂來臨的時候，也不至於蒙羞離

開祂。 

彼得前書 2:4-5 
4 你們來到祂這為人所棄絕，卻為神所揀選所寶貴的活石

跟前，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

祭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獻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加拉太書 5:16 
16 我說，你們當憑著靈而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情慾

了。 

第六篇 耶利米書中所啟示與神是一的原則 

週四 7/9 

耶利米書 10:10(上);11:20 
10:10(上); 惟耶和華是真神，是活神，是永遠的王。 

11:20 按公義判斷，察驗人肺腑心腸的萬軍之耶和華阿，

願我看見你在他們身上報仇，因我將我的案件向你禀明

了。 

耶利米哀歌 5:19;3:22-23 
5:19 耶和華阿，你存到永遠，你的寶座，存到萬代。 

3:22 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的慈愛，因祂的憐恤不

至斷絕；23 每早晨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第七篇 在永遠之神耶和華的慈愛,憐恤和信實上認識祂 

耶利米書 2:13;17:7-8 
12:13 因為我的百姓，作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

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17:7 信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8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沿河邊紮根，炎熱來到並不懼怕，葉

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毫無罣慮，而且結果不止。 

哥林多前書 3:6 
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希伯來書 12:2;7:25 
12:2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

祂為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

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12:25 所以，那藉著祂來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

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為他們代求。 

第八篇 耶利米書中神的經綸同祂的分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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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7/10 

耶利米書 46:2(只读) 
2 論埃及：關於埃及王法老尼哥的軍隊；這軍隊在伯拉河

邊的迦基米施，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猶大王約西亞的

兒子約雅敬第四年所打敗的。 

約翰福音 17:14 
14 我已將你的話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

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羅馬書 12:2 
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

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約翰壹書 2:15-17 
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

不在他裡面了；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出於父，乃是出於世

界。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正在過去；惟獨實行神旨意

的，永遠長存。 

第九篇 神對埃及與巴比倫的審判 

耶利米書 29:11,14;31:3-4,12;25:11;23:3;30:17 
29: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

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好結局，有

指望。 

29:14 耶和華說，我必被你們尋見，我也必使你們被擄的

人歸回，將你們從各國，和我所趕你們到的各處招聚來，

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遷徙離開的地方；這是耶和華說

的。 

31:3 耶和華從遠方向我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了你，

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了你。4 以色列的處女阿，我要再建造

你，你就被建造；你必再以自己的鼓為妝飾，與歡笑的人

一同跳舞而出。 

31:12 他們要來到錫安的高處歌唱，又湧向耶和華的美

福，就是五穀、新酒、新油、羊羔和牛犢；他們的心必像

澆灌的園子，他們也不再有一點愁煩。 

25:11 這全地必然荒涼曠廢；這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王七

十年。 

23:3 我要將我羊群中所餘剩的，從我趕逐他們所到的各地

招聚出來，領他們歸回自己的草場，他們必繁衍增多。 

30:17 耶和華說，我必使你痊癒，醫好你的創傷；因為他

們稱你為被趕散的，說，這是錫安，是無人探問的。 

第十篇 應許,預言,餘數和恢復 

 

週六 7/11 

耶利米書 23:3-4 
3 我要將我羊群中所餘剩的，從我趕逐他們所到的各地招

聚出來，領他們歸回自己的草場，他們必繁衍增多。4 我

必興起照管他們的牧人牧養他們；他們不再懼怕，不再驚

惶，也不缺少一個；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賽亞書 40:11 
11 祂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

中。祂必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約翰福音 10:11 
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彼得前書 2:25 
25 你們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卻歸到你們魂的牧人和監督

了。 

希伯來書 13:20-21 
20 但願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領群羊的大牧人我

們的主耶穌，從死人中上來的，21 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

們，好實行祂的旨意；祂是在我們裡面，藉著耶穌基督，

行祂看為可喜悅的事。願榮耀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

們。 

第十一篇 合乎神心的牧者 

耶利米書 31:31-34(只读) 
31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

新約，32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

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是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

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

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

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

子民。 34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

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

認識我，因為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

這是耶和華說的。 

希伯來書 8:8-12 
8 但神既找出祂百姓的瑕疵，就說，“看哪，日子將到，

主說，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立定新約， 9 不是照著

我拉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日子，與他們所立

的約；因為他們沒有恆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

說的。 10 主又說，因為這是那些日子以後，我要與以色

列家所立的約：我要將我的律法賜在他們心思裡，並且將

這些律法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

子民。 11 他們各人絕不用教導自己同國之民，各人也絕

不用教導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最小

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12 因為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

絕不再記念他們的罪。” 

羅馬書 8:2,28-29 
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我

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28 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

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

子。 

第十二篇 按照我們屬靈的經歷, 經歷並享受新約的內容,

以完成神的經綸 

主日 7/12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詩篇 84:1-12 
1 萬軍之耶和華阿，你的居所何等可愛！2 我的魂羨慕，

甚至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活神呼

籲。3 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阿，在你的兩座壇那

裡，連麻雀也找著房屋；燕子也為自己找著菢雛之窩。4 

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細拉) 

5 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6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

蓋滿了這谷。7 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

神。8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求你聽我的禱告；雅各的神

阿，求你側耳聽。(細拉) 

9 神阿，求你垂顧我們的盾牌；求你觀看你受膏者的面。

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我寧願站在我

神殿的門檻，也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裡。11 因為耶和華神

是日頭，是盾牌；耶和華賜下恩典和榮耀；祂未嘗留下一

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12 萬軍之耶和華阿，信

靠你的人，便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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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Zoom線上訓練 

※ 7/09-19 北美大專院校訓練 

※ 7/27-31暑期真理學校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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