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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耶利米常稱神爲萬軍之耶和華—耶二 19，

五 14，六 9，七 21，九 7，15，17，十一 17，

二十 12： 

貳   『耶和華阿，你存到永遠，你的寶座，存

到萬代』—哀五 19： 

叁   『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的慈愛，

因祂的憐恤不至斷絕；每早晨這些都是新的；

你的信實，極其廣大』—哀三 22～23： 

週一 11/16                                                   *禱讀 

耶利米書 10:10 

惟耶和華是真神，是活神，是永遠的王。祂一

發怒，地就震動；祂一惱恨，列國都抵受不住。 

出埃及記 3:14 

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

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裡來。 

約翰福音 6:35; 8:12,28; 14:6; 8:24 

6:35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

裡來的，必永遠不餓；信入我的，必永遠不渴。

8:12 於是耶穌又對眾人講論說，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裡行，必要得著生命

的光。 

8:28 所以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

必知道我是，並且知道我不從自己作甚麼；我

說這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

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8:24 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你們的罪中；

你們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們的罪中。 

希伯來書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

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

人。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七週,

週一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

章：基督徒必需的經歷 

週二 11/17 

耶利米書 11:20;1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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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信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信靠的，那人

有福了。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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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24:8-10; 46:10-11 

24:8 那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剛強大能的耶和

華，在爭戰中有大能的耶和華！ 

24:9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

阿，你們要把頭抬起；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24:10 那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祂

是榮耀的王！(細拉) 

46:10 你們要住手，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

國中被高舉；我必在遍地上被高舉。 

46:11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

我們的高臺。 

但以理書 2:21  

祂改變時候和時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

智慧人，將知識賜與通達人。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七週,

週二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

章：毗努伊勒的意義 

 

 

週三  11/18 

耶利米哀歌 5:19 

耶和華阿，你存到永遠，你的寶座，存到萬代。 

詩篇 45:6; 89:14 

45:6 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的權

杖是正直的權杖。 

89:14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

真實，行在你面前。 

羅馬書 1:16-17; 16:25-27 

1: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1:17 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信顯示與信，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著。” 

16:25 神能照我的福音，就是關於耶穌基督的

傳揚，照歷世以來密而不宣之奧祕的啟示，堅

固你們； 

16:26 這奧祕如今顯明出來，且照永遠之神的

命令，藉著眾申言者所寫的，指示萬國，使他

們順從信仰。 

16:27 願榮耀藉著耶穌基督，歸與這位獨一、

智慧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希伯來書 12:28 

所以我們既領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接受恩

典，藉此得以照神所喜悅的，以虔誠和畏懼事

奉神；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七週, 週

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

章：對付天然生命不可裝假 

週四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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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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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9:15 

因為祂對摩西說，“我要向誰施憐憫，就向誰

施憐憫；要對誰動憐恤，就對誰動憐恤。” 

哥林多前書 1:8-9 

8 祂也必堅固你們到底，使你們在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日子無可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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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就是那憐恤人的父，

和賜諸般安慰的神，是當受頌讚的；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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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一書 1:9-10 

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10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為說謊

的，祂的話就不在我們裡面了。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七週, 

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

章：一個記號－腿瘸了 

週五  11/20 

耶利米哀歌 3:24  

我的魂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

祂。 

歌羅西書 1: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

徒的分； 

詩篇 73:3, 16-17,23-26,28  

3 我見惡人興旺，就嫉妒狂傲人。16 我思索要

明白這事，眼看實係為難；17 等我進了神的聖

所，我纔看清他們的結局。23 然而我常與你同

在；你緊握著我的右手。24 你要以你的勸言引

導我，以後必接我到榮耀裡。25 除你以外，在

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

愛慕的。26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

我心裡的磐石，又是我的業分，直到永遠。28

但我親近神是與我有益；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

避難所，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七週, 週

五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

章：雅各抓住神；雅各不知道神

的名字 

 

週六  11/21 

耶利米哀歌 3:25-26, 55-58 

25 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祂的，耶和華必善待

他。26 人仰望且靜默等候耶和華的救恩，這原

是好的。55 耶和華阿，我從極深的坑裡呼求你

的名。56 你曾聽見我的聲音；求你不要掩耳不

聽我的呼吸，我的呼籲。57 我呼求你的日子，

你臨近我，說，不要懼怕。58 主阿，你伸明了

我魂裡的冤；你救贖了我的命。 

以賽亞書 25:9, 30:18,40:31 

25:9 到那日人必說，看哪，這是我們的神，我

們素來等候祂，祂必拯救我們。這是耶和華，

我們素來等候祂；我們要因祂的救恩歡喜快樂。 

30:18 所以耶和華必然等候，好施恩給你們；

祂必留在高處，好憐恤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

平的神；凡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40:31 但那

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

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詩篇 27:14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要等候

耶和華。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七週, 

週六 

詩  歌 中文大本 詩歌 61 首 

主日  11/22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詩篇 5:7; 57:10; 93:2; 101:1; 103:7-8, 13, 17; 

5:7 至於我，我必憑你豐盛的慈愛進入你的居

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聖殿下拜。 

57:10 因為你的慈愛如諸天之大；你的信實達

到穹蒼。 

93:2 你的寶座自古就立定；你從亙古就有。 

101:1 我要歌唱慈愛和公平；耶和華阿，我要

向你歌頌。 

103:7 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

得祂的作為。 

103:8 耶和華有憐恤，有恩典，不輕易發怒，

且有豐盛的慈愛。 

103:13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

憐恤敬畏祂的人。 

103:17 但耶和華的慈愛，臨及敬畏祂的人，從

亙古到永遠；祂的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 

路加福音 1:33, 78 

1:33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祂的國也

沒有窮盡。1: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

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參讀： 創世記生命讀經第 56 篇; 耶利米哀歌

生命讀經第 2-4 篇; 耶利米書生命讀經第 1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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