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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耶利米書的核仁包括三件事—神要從我們 得 

着甚麼、我們在墮落光景中的所是、以 及基 

督之於我們的所是；要看見這三件事， 我們 

需要『打破』耶利米書的外殼，專注 於裏面 

的核仁，這核仁乃是整本聖經的完 整教訓。 

貳、神要從我們得着甚麼，這主要的是在耶利 米 

二章十三節題起，這節啓示神是活水的 泉源： 

參、耶利米書核仁的另一面是暴露我們在墮落 光 

景中的所是： 

肆、耶利米書核仁裏的第三件事是基督之於我 們 

的所是：  

週一  10/12                                                        *禱讀 

耶利米書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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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12:3-6 

3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之泉歡然取水，4 在那日，你們

要說，當稱謝耶和華，呼求祂的名！將祂所行的傳揚

在萬民中，題說祂的名已被尊崇。5 你們要向耶和華

歌頌，因祂所行的甚是超絕！但願這事傳遍全地！6 

錫安的居民哪，當揚聲歡呼，因為以色列的聖者在你

們中間乃為至大。 

詩篇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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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12:13; 15:45 

12:13 因為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為奴的

或自主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裡受浸，成了一個身體，

且都得以喝一位靈。 

15: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活的

魂；”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以弗所書 3:21 

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榮耀歸與祂，直

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約翰福音 7:37-38 

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38 信入我的人，就

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晨 興 聖
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二
週,週一 

團 體 閱
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七章、 
以撒的特點 

週二    10/13 

約翰福音 4:10,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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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哀歌 3: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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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的魂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

我要仰望祂。 

哥林多前書 1:9 

9 神是信實的，你們乃是為祂所召，進入了祂兒子我

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 

以弗所書 1:4-5,9,22-23 

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

我們在愛裡，在祂面前，成為聖別、沒有瑕疵；5 按

著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

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9 照著祂的喜悅，使我們知

道祂意願的奧祕；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裡面豫先定下的，

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

頭；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

的豐滿。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二
週,週二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七章、 
以撒是子（第 1-3 段） 

週三   10/14 

耶利米書 17:9 

9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無法醫治，誰能識透呢？ 

耶利米書 13:23 

23 古實人豈能改變皮膚呢？豹豈能改變斑點呢？若

能，你們這習慣行惡的，便能行善了。 

 

 

耶利米書 3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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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3:3 

3 你們顯明是基督的信，由我們供職所寫的，不是用

墨，乃是用活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

在肉版，就是心上。 

以西結書 36: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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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必

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遵行我的律例，謹守

遵行我的典章。28 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列祖之

地；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神。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二
週,週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七章、 
以撒是子（第 4-5 段） 

週四   10/15 

以賽亞書 6:5 

5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

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

之耶和華。 

約翰壹書 1:7 

7 但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

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約伯記 42:5-6 

5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6 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哥林多後書 3:18; 4:6 

3: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

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

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4:6 因為

那說光要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

為著光照人，使人認識那顯在耶穌基督面上之神的榮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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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3:11-12 

11 再者，你們曉得這時期，現在就是你們該睡醒的

時刻了，因為我們得救，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

12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所以我們當脫去黑暗的行

為，穿上光的兵器。 

帖撒羅尼迦前書 5:5 

5 因為你們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

夜的，也不是屬黑暗的。 

彼得前書 2:9 

9 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體系，是

聖別的國度，是買來作產業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

召你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二
週,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七章、 
在以撒生命中的兩件事; 
以撒與亞伯拉罕的關係,以撒與神的關係 

週五   10/16 

耶利米書 23:5-6; 33:16 

23:5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

的苗；祂必作王掌權，行事精明，在地上施行公理和

公義。23:6 在祂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

居住；人要稱呼祂的名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33:16 在那些日子，猶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

住；這城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哥林多前書 1:30 

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

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別和救贖， 

哥林多後書 5:21 

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

裡面成為神的義。 

歌羅西書 2:9; 3:4 

2:9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

裡面，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

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晨 興 聖
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二
週,週五 

團 體 閱
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七章、 
以撒的一切都是接受, 『達到』與『得
到』 

週六   10/17 

耶利米書 31:31, 33-34 

31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

另立新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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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10-11 

6 但如今耶穌已經得著更超特的職任，正如祂也是更

美之約的中保；這約是憑更美的應許立定為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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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16-17 

16 從祂的豐滿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7 因為律法是藉著摩西賜的，恩典和實際都是藉著

耶穌基督來的。 

哥林多後書 3:3 

3 你們顯明是基督的信，由我們供職所寫的，不是用

墨，乃是用活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

在肉版，就是心上。 

以弗所書 3:16-19 

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

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17 使基督藉著信，安

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裡生根立基，18 使你們

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闊、長、高、

深，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

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晨 興 聖
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結晶讀經 第二
週,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397 

 

 

主日  10/18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耶利米書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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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7:37-38 
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38 信入我的人，就
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啟示錄 21:6; 22:1-2 
21:6 祂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
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
的人喝。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
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22: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生產十二樣果子，每
月都結出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參 讀：生命的經歷與長大，第三篇。 
耶利米書生命讀經，第一至三、二十六篇 

以賽亞書生命讀經，第六、十一、四十、四十七篇 
 
報告事項： 
10/17-18 紐約市華語特會 (Zoom 線上聚會) 
10 月 17 日(周六) : 晚上 7:30-9:30 (第一堂聚會) 
10 月 18 日(主日) :上午 9:00-10:00 (擘餅聚會) 
10 月 18 日(主日) :上午 10:00-12:00 (第二堂聚會)  
10 月 18 日(主日) :下午 4:00-5:30 (第三堂聚會) 
10 月 18 日(主日) :晚上 7:30-9:30(第四堂聚會) 
Zoom Link: 

https://zoom.us/j/94456833745?pwd=TVd4VU
1ZSHFaZHFnZ1JpTVp6V1huUT09(map) 
 
Meeting ID: 944 5683 3745 Passcode: 2020 

 
One tap mobile 
+19294362866,,94456833745# US (New York) 
 

  紐  約  市  召  會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https://zoom.us/j/94456833745?pwd=TVd4VU1ZSHFaZHFnZ1JpTVp6V1huUT09
https://zoom.us/j/94456833745?pwd=TVd4VU1ZSHFaZHFnZ1JpTVp6V1huUT09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3A%2F%2Fzoom.us%2Fj%2F94456833745%3Fpwd%3DTVd4VU1ZSHFaZHFnZ1JpTVp6V1huUT09&sa=D&ust=1602621363584000&usg=AOvVaw3PkEJdpm-NhQQK6wXWtA_R
tel:+19294362866,,94456833745%23
http://www.churchinnyc.org/
http://www.churchny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