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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耶利米生爲祭司，卻蒙神呼召，不只作以色列國的 

申言者，也作列國的申言者；因此，他是祭司申言 

者—耶一 1，4～8。 

貳、耶和華立耶利米在列邦列國之上，爲要拔出並拆毀 

，毀壞並傾覆，建造並栽植—10 節： 

參、耶和華使耶利米成爲堅城、鐵柱、銅牆，抵擋全地 

，就是抵擋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那地的眾 

民；他們要攻擊他，卻不能勝過他—18～19 節： 

肆、耶利米是爲神說話的得勝者—9～10 節，二 1～2：

伍、耶利米書說到神柔細的心加上神的公義，這是該書 

特別的特徵和地位—九 10～11，二三 5～6，三三 

16： 

陸、耶利米書也是一本自傳，耶利米告訴我們他的情形 

、他這個人、和他的感覺，顯示他柔細的心： 

柒、要讓神能藉着我們得着充分的發表，我們需要有屬 

靈的情感，彼此相待要心存慈憐，能流淚的服事 

神—雅五 11，出三四 6，詩一○三 8： 

週一  10/05                                                        *禱讀 

耶利米書 1:18-19 

18 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抵擋全地，

就是抵擋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這地的眾民。 

19 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過你；因為我與你同

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弗所書 6:12-13 

12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

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裡

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

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以抵擋，並且作成了

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提摩太前書 1:18-19 

18 孩子提摩太，我照從前指著你所說的豫言，將

這囑咐交託你，叫你憑這些豫言，可以打那美好的

仗，19 持守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這些，

就在信仰上猶如船破， 

提摩太後書 4:7-8 

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

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已經守住了；8 從此以後，有

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義的審判者，

在那日要賞賜我的；不但賞賜我，也賞賜凡愛祂顯

現的人。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一週,週一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六章、 

趕出以實瑪利的日子 

週二    10/06 

耶利米書 1:5-10; 2:1-2; 14: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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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我就說，主耶和華阿！哎，我不知怎樣說，因

為我是年幼的。1:7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

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我

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1:8 你不要懼怕他們

的面，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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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看哪，我今日派你

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拔出並拆毀，毀壞並傾覆，

建造並栽植。2: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2:2 你去

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說，耶和華如此說，你

幼年的恩愛，新婚的愛情，你怎樣在曠野，在未曾

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得。14:17 你要將這話對

他們說，願我眼流淚，晝夜不息；因為我民的處女

受了極大的損傷，受了嚴重的創傷。14:18 我若出

往田間，就見有被刀殺的；我若進入城內，就見有

因飢荒患病的；因為連申言者帶祭司都必飄泊到他

們素不認識的地去。 

耶利米哀歌 1:16 

16 我因這些事哭泣；我的眼睛淚水直流，因為那

當安慰我，救回我性命的，離我甚遠；我的兒女淒

苦，因為仇敵已經得勝。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一週,週二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六章、 

第三次受試驗—獻上以撒 

週三   10/07 

耶利米書 9:17-19, 7, 9-11 

1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應當思想，將唱哀

歌的婦女召來，又打發人召靈巧的婦女來；18 叫

她們速速為我們舉哀，使我們眼淚汪汪，使我們的

眼皮湧出水來。19 因為聽見哀聲出於錫安，說，

我們是怎樣的敗落！我們大大的蒙羞！因為我們撇

下了這地，因為人拆毀了我們的住處。7 所以萬軍

之耶和華如此說，我要熬煉、試驗他們；不然，我

因我百姓的罪該怎樣行呢？9 耶和華說，我豈不因

這些事討他們的罪麼？我魂豈不報復這樣的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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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

必使耶路撒冷變為亂堆，為野狗的住處；也必使猶

大的城邑變為荒場，無人居住。 

耶利米哀歌 3:22-23,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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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因我民被毀滅，我就眼淚流下

如河。49 我的眼淚傾流不停，總不止息，50 直等

耶和華垂顧，從天觀看。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一週,週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六章、神是父 （第 1-4 段） 

週四   10/08 

耶利米書 9:1 

1 但願我的頭為眾水，我的眼為淚的泉源，我好為

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 

使徒行傳 20:18-20, 31 

18 他們來到他那裡，他就對他們說，你們知道，

自從我到亞西亞第一天以來，與你們在一起始終為

人如何，19 服事主，凡事謙卑，常常流淚，又因

猶太人的謀害，歷經試煉。20 凡與你們有益的，

我沒有一樣避諱不告訴你們的，或在公眾面前，或

挨家挨戶，我都教導你們。31 所以你們應當儆醒，

記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的流淚勸戒你們各人。 

出埃及記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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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耶和華在他面前經過，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

是有憐恤、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

慈愛和信實； 

詩篇 103:7-8 

7 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祂的作

為。8 耶和華有憐恤，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

豐盛的慈愛。 

約翰福音 11:35 

35 耶穌哭了。 

雅各書 5:11 

11 看哪，我們稱那忍耐的人是有福的。你們聽見

過約伯的忍耐，也看見過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

滿有慈心，且有憐恤。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一週,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六章、 

神是父 （第 5-8 段） 

週五   10/09 

哥林多後書 12:15;7:2-3; 2:4; 4:16; 6:11; 10:1; 

12:15 我極其喜歡為你們花費，並完全花上自己。

難道我越發愛你們，就越發少得你們的愛麼？7:2 

你們要容納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

未曾佔誰的便宜。7:3 我說這話，不是為定罪你們，

因我先前說過，你們是在我們的心裡，以至同死同

活。2:4 我先前由於許多的患難，和心中的困苦，

多多的流淚，寫信給你們，不是要叫你們憂愁，乃

是要叫你們知道，我對你們的愛是格外充盈的。

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

壞，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6:11 哥林多人哪，

我們的口向你們是張開的，我們的心是寬宏的；

10:1 然而我保羅，就是那如你們所說，在你們中間，

見面的時候是卑鄙的，不在的時候，向你們卻是放

膽的，親自藉著基督的溫柔與和藹勸你們， 

路加福音 6:37 

37 你們不要審判，就絕不會受審判；你們不要定

罪，就絕不會被定罪；你們要赦免人，就必蒙赦免。 

以弗所書 4:32 

32 你們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彼此饒恕，正

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歌羅西書 3:12 

12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別蒙愛的人，就要

穿上憐恤的心腸、恩慈、卑微、溫柔、恆忍。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一週,週五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六章、 

神是叫死人復活的神; 神的器皿的成功 

週六   10/10 

哥林多後書 11:28 

28 除了沒有提起的事，還有為眾召會的罣慮，天

天壓在我身上。 

詩篇 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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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11:14 

14 我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

以收藏五穀、新酒和新油； 

何西阿書 6:3 

3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祂；祂出現

確定如晨光，祂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大地的

春雨。 

撒迦利亞書 10:1 

1 當春雨的時候，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雨；

祂必給人降下沛雨，使各人的田地生長菜蔬。 

加拉太書 3:14 

14 為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裡可以臨到外

邦人，使我們藉著信，可以接受所應許的那靈。 

以弗所書 1:3 

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

基督裡，曾用諸天界裡各樣屬靈的福分，祝福了我

們； 

雅各書 5:7 

7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恆忍，直到主的來臨。看

哪，農夫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為此恆忍，直到得

了秋雨春雨。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一週,週六 

詩 歌 補充本  753 

主日  10/11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耶利米哀歌 3: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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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 16:8; 36:26 
16:8 我從你旁邊經過，看見了你；那正是你動愛情
的時候。我便展開衣襟搭在你身上，遮蓋你的赤體；
又向你起誓，與你結盟，你就歸於我；這是主耶和
華說的。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
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路加福音 1:78 
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
到我們， 
哥林多前書 16:24 
24 我在基督耶穌裡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 
腓立比書 1:8,21; 2:1 
1:8 神可為我作見證，我在基督耶穌的心腸裡，怎
樣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1:21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
基督，死了就有益處。2: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
鼓勵，若有甚麼愛的安慰，若有甚麼靈的交通，若
有甚麼慈心、憐恤， 
啟示錄 1:13 
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袍，直垂
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參 讀：生命的經歷與長大，第三篇。 
耶利米書生命讀經，第一、十至十一、 

禱告，第七篇；真理課程三級卷四。 

 

報告事項： 
10/17   萬邦福音聚會  (Zoom 線上聚會) 
 

  紐  約  市  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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