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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書》綜覽】──愛的先知 
【宗旨】本書的主要內容──耶利米宣告耶和華神對罪的審判是肯定的；而祂的慈愛和守約的信實也

是肯定的，並且是永遠的。所以，盼望背道者停止他們的背道，而回到祂的懷抱中！本書的主要事實─

─耶利米話語的職事，包括被擄前的 20篇信息(一～三十八章)，被擄中的 3篇信息 (三十九～四十二

章)和在埃及的 10篇信息(四十三～五十二章)；以及神賜給他的十二個異象。本書的主要作者──耶利

米。 

（一）本書我們看見「愛的先知」耶利米的職事，乃是強調神兩方面的工作(一 10)──(1)「審判」包

括「拔出」、「拆毀」、「毀壞」、「傾覆」；(2)「恢復」包括「建立」、「栽植」。就是到

了今天，這信息仍與我們息息相關，因神在教會中還是不停止祂「審判」和「恢復」的工作。 

（二）本書在聖經中對神的啟示是非常寶貴的一卷書，幫助我們認識──(1)神是獨一的真神(二 8，11

～13，19，十 3～16)；(2)祂是造物者 (十 11～13，二十三 24，五 20～24)，也是萬國的主(五

15，十八 7～10，四六～五一章)；(3)祂是愛的神(二 2，三十一 3～20)；(4)祂是無所不在的神

(二十三 23～24，二十五 8～31)；(5)祂是按祂定旨計劃和執行的神(二十五 8～12，二十七 21，

22，二十九 10)；(6)祂是審判的神(二 14～19，五 1～3，7～9，三十 11，四 23～26)；(7)祂是

立新約的神(三十一 31～34)。 

（三）本書幫助我們明白耶利米有價值的人生。本書有不少篇幅直接或間接交代了先知本身的生平事蹟，

是一卷最有自傳色彩的先知書，多方寫出作者的心聲(如：十 23～24，十一 18～十二 6，十五 10

～18，十七 9～18，十八 18～23，二十 7～18)。耶利米認識神的心意而向神的百姓發出呼喊，懇

求他們回轉歸向神。縱然他過著貧困的生活，甚至受盡欺凌，而仍敢於傳講人們不愛聽的信息。

聖靈這樣記載他的忠心、順服、勇敢、忍耐、誠實…等，是為了提供一個作主僕人的榜樣，讓我

們學習和追隨的。 

【背景】本書是以先知耶利米的名字而名之，《耶利米書》Book Of Jeremiah 是繼《以賽亞書》之後的

第二卷大先知書。本書系屬於被擄以前的先知書，但其內容一直延至被擄的期中。讀《耶利米書》時，

感受他面對自己要宣講的信息的痛苦。有一位解經家說，「在全部聖經中，沒有一處像《耶利米書》三

十一、三十二章講到愛、懮患、安慰那樣富有感動力的。」除詩篇外，《耶利米書》是聖經中最長的一

卷書，字數比其他任何一卷都多，全書超過一半是以詩的形式寫成。他善於使用重複的詞句，如在不少

經文中常用「刀劍、飢荒、瘟疫」(十四 12，二十一 7，9，二十四 10，二十七 8，13，二十九 17～

18，三十二 24，36，三十四 17，三十八 2，四二 17，22，四四 13)，也受神指示常用象徵手法來突出

其信息要點：如朽壞的腰帶(十三 1～11)，碎瓦瓶(十九 1～12)，繩索與軛(二十七章)及藏於砌磚灰泥

中的大石(四三 8～13)。 

本書清楚表明其作者乃耶利米(一 1)。但以理見證本書的一個重要預言──以色列人七十年被擄期乃耶

利米之手筆(但九 2；比較耶二十五 11～14，二十九 10)；新約也明言耶利米的預言得應驗(太二 17，18

引用耶三十一 15)。巴錄是耶利米的文書，故不排除有些章節是耶利米口傳，由他寫下的。而五十二章

是後人(或是巴錄)加上的附錄。耶利米這名有兩重意義，一是「耶和華(使之)建立」，另一是「耶和華

(使之)拋擲」，說出神將耶利米拋擲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裡，又「建立」他先知的職事；更可能是神

拋擲以色列人(甚至列國)，使他們為自己的罪受神審判，悔改歸向神後被重新建立。此外，他的一生就

是見證他名字的含義。人藐視、棄絕耶利米，不看他是一位祭司，更不看他是一位先知；人待他好像一

個罪犯，又好像一個通敵者。可是神使之高升(一 5，10)。同時，地上的君民犯罪作惡，事奉偶像，拒

絕神的話，狂妄不可一世，可是神終必使之傾倒。耶利米是一位祭司，屬於希勒家族。其家鄉是亞拿突

(一 1)，他作先知的事工始於主前 626年，在主前 586年之後不久結束。他的工作時期緊接在西番雅之

後，與哈巴谷同時代。以西結是在主前 593年於巴比倫開始作先知，正值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晚期的事

奉。及後耶利米被帶到埃及，在那裡有一段短時間的工作，他的死並沒有記錄，而猶太傳統說他是住在

埃及時被人用石頭打死的(來十一 37)。 

當時的歷史背景乃是耶利米在約西亞作王的中期，約於主前 626年開始在猶大說話。那時猶大正受亞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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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也是巴比倫帝國創立者拿布波拉撒掌權的時候。在亞述首都尼尼微被巴比倫聯軍攻陷(主前 612

年)不久，埃及向北方進軍，企圖援助瀕臨滅亡的亞述。猶大王約西亞想要阻止埃及軍兵，於主前 609

年在米吉多附近死於與埃及之戰(代下三十五 20～24)，猶大痛失明君，耶利米為約西亞曾作哀歌悼念

(代下三十五 25)。約西亞之子約哈斯(又名沙龍)登基不久，就為埃及王尼哥擄去。約西亞另一兒子以

利亞敬(即約雅敬)被尼哥立為王。主前 605年，拿布波拉撒之子尼布甲尼撒打敗埃及人(耶四六 2)，同

年圍困耶路撒冷，侮辱約雅敬，並把但以理與其三友擄至巴比倫(但一 1～6)，猶大便成為巴比倫的附

庸國。但猶大臣民仍多次暗地裡與埃及結盟。故此尼布甲尼撒再度於主前 597年攻擊耶路撒冷，悖逆的

約雅敬當時病逝，其子約雅斤作王一百天，便為尼布甲尼撒擄走(以西結亦被擄)。約西亞另一子瑪探雅

(亦名西底家)被立為猶大王。十一年後，這個優柔寡斷而且邪惡的君王因背叛巴比倫，終把國家、耶路

撒冷和聖殿帶至覆亡的結局上。耶利米由約哈斯至西底家期間，一直向猶大人說出巴比倫，尤其是尼布

甲尼撒是神所命定要順服的，是神管教的工具，可是沒有人肯聽他，反倒與他為敵。 

【本書的重要性】 

（一）本書耶利米以審判猶大國的預言作開始，而以審判列國的應驗作結束。神的審判是根據祂的性情

和對世界的計劃。神在愛中管教祂的百姓，乃是為了要使他們得拯救和復興；掌管歷史的神對列

國的審判不是基於偏見和報復的原則，否則是為了要在地上建立公義、和平、和平等的國度。因

此，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怎樣以永遠的愛来管教那些自甘喪亡的百姓和，神如何藉著異邦的手審

判猶大國，以及對於列國之審判，就必須讀本書。 

（二）本書包含了耶利米的傳記和信息。耶利米是「哀哭的先知」，其實更確切的稱呼應該是「愛的先

知」。因為在耶利米每一個哭泣的背後，看到一再對神悖逆的百姓將要受刑罰，但這一切的管教

是因為神對他們的愛。其中包括有愛的憂傷、愛的忌邪、愛的忿怒、愛的領悟，還有愛的憎恨

等。此外，耶利米在內憂外患之中還能站住，因他緊緊地抓住神，苦難、逼迫更將他推到神的身

邊。他所受壓迫越大，就與神的關係越親密。他從神那裡獲得力量，他的生命就更有深度和豐

富。耶利米服事神四十年，期間人們漠視他、拒絕他、迫害，他的生命也經常受到威脅。國。雖

然他的工作在人面前似乎是無效的；但是在神面前，他卻沒有停止工作，始終忠於神。因此，在

這末世代，任何人若想要像耶利米一樣傳遞神的信息，而成為忠心的見證人。就必須讀本書。 

【如何讀《耶利米書》？】 

（一）明瞭本書中耶利米所傳講的信息：(1)被擄前的 20篇信息 (一～三十八章)，其信息主要是呼籲

和請求百姓悔改；(2)被擄中的 3篇信息(三十九～四十二章)，其信息主要是警戒百姓應悔改回

轉；(3)先知在埃及的 10篇信息(四十三～五十二章)，其信息主要是即將來臨的審判和恢復的應

許；並深入默想耶利米所見的十二個異象和其中所啟示的屬靈意義如杏樹(耶一 11～12)、窯匠

泥土(十八 1～17)等。 

（二）細查考本書主要人物耶利米的生平，包括：先知職事的呼召與託付，對神和人的態度，十次的禱

告，因服事所受反對、鞭打、監禁等的苦難。耶利米处在一個全國上下都離棄真神，崇拜偶像，

道德墮落的時代，被神興起來，成為自己國家和周圍列國的良心。耶利米四十年的服事雖沒有果

效，但他仍勇敢與執著地堅持他話語的職事。面對著反對的激流，耶利米的「呼聲」激勵許多主

的僕人，忠心地作神的見證。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細讀的。 

（三）關于本書的歷史背景，須參讀王下二十二至二十七章，代下三十四至三十六章，以及歷代志下三

十四至三十六章的歷史記實。 

【本書鑰節】 

【耶一 10】「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

植。」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先知耶利米事工的雙重性質——宣告神的審判(「拔出」、「拆毀」、「毀壞」、

「傾覆」)和宣告神的恢復(「建立」、「栽植」)。 

【耶三 22】「你們這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病。看哪，我們來到你這裡，因你是

耶和華我們的神。」以色列和猶大的背道和邪淫(敬拜別神)是神所憎恨的，但神呼叫祂的兒女從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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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轉歸向祂；因祂必醫治和復興他們。 

【耶三十一 3】「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雖然耶

利米大部分信息都關於神的審判，在此卻講述神總以深恩厚愛待祂的子民。 

【本書鑰字】在本書中「背道」和「背道的」共用過十四次；「回來」(三 22)，共有四十七次。猶大國

日趨衰落。國外的情形，強鄰像亞述、埃及、巴比倫等國，虎視眈眈，隨時尋找机會進行侵略。國內的

情形，上至君王、首領，下至百姓，都離棄神拜偶像，道德墮落；約西亞年間雖有一次的复興，只是曇

花一現，到了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西底家四王的年間，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這就

是先知當時所處的背景。耶利米在這樣的情形下述說神的話語，就是為要警戒「背道的」的百姓，盼

望他們能夠「回來」歸向神。 

【本書簡介】耶和華神對罪的審判是肯定的，因著祂的聖潔與公義，人若不悔改，歸回，必招惹祂的

審判而滅亡；照樣，祂的慈愛和信實也是肯定的，因祂必守約，施慈愛直到永遠。 

【本書大綱】本書根據內容可以分作六大段： 

(一)先知的蒙召(一章)； 

(二)先知在被擄前的信息(二～三十八章)； 

(三)耶路撒冷的陷落(三十九章)； 

(四)被擄中先知在猶大的信息(四十章～四十三章 7節)； 

(五)先知在埃及的信息(四十三章 8節～五十一章)； 

(六)歷史的回顧(五十二章)。 

【本書內容摘要】《耶利米書》並非按歷史次序或某些主題寫成，但是審判、被擄和復興的信息遍滿全

書，神的子民該順服並接受神主宰的安排。本書以審判的預言開始，以審判的應驗作結束，全書可分為

四大段： 

(一)耶利米蒙召(一章)──此章說出先知的身份和呼召，以及受命向猶大家和列國傳講神的信息，並蒙

神鼓勵，許以同在。 

(二) 向猶大國說預言──(二～四十五章) 

(1)勸誡、定罪猶大的十二篇信息(二至二十十五章) 

——猶大故意犯罪離棄神(二 1～三 5) 

——指責猶大看見以色列遭難漠然不顧，必受審判 (三 6～六 30) 

——在殿門口指責猶大人虛假的敬拜 (七 1～十 25) 

——猶大人破壞神與他們所立的約，故遭審判 (十一 1～十二 17) 

——麻布帶子與酒盛滿罈的表記勸導百姓及早歸回 (十三 1～27) 

———乾旱之災作為嚴重的警告；先知為百姓代求 (十四 1～十五 21) 

——先知終身不娶，象徵猶大將遭嚴厲審判 (十六 1～十七 27) 

——匠製陶器和擊碎瓦瓶表徵神對猶大的主權；先知受逼迫 (十八 1～二十 18) 

——審判猶大諸王；公義的王要來 (二十一 1～二十三 8) 

——審判假先知 (二十三 9～40) 

——兩筐無花果喻順神者生，逆神者亡 (二十四 1～10) 

——被擄七十年和列國受報的預言 (二十五 1～38) 

(2)先知與人的衝突 (二十六～二十九章) 

——與眾民的衝突 (二十六 1～24) 

——勸導列國與西底家皆要降服巴比倫王 (二十七 1～15) 

——與假先知(尤其是哈拿尼雅和示瑪雅)的衝突 (二十七 16～二十九 32) 

(3)耶路撒冷要來的復興 (三十～三十三章) 

——地的復興 (三十 1～24) 

——以色列與猶大民族的復興 (三十一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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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重建 (三十二 1～44) 

——將來興盛的國度；重申大衛之約 (三十三 1～26) 

(4)耶路撒冷淪陷前後之景況 (三十四至四五章) 

——淪陷前對西底家君民和利甲族的信息 (三十四 1～三十五 19) 

——先知預言的書卷被焚及重寫 (三十六 1～32) 

——先知與西底家的三次對話及兩次被囚 (三十七 1～三十八 28) 

——耶路撒冷被攻陷 (三十九 1～18) 

——先知留在猶大地基大利手下並勸告餘民須聽警教 (四十 1～四二 22) 

——先知被約哈難帶到埃及並發出審判信息 (四三 1～四四 30) 

——先知對巴錄的囑咐 (四十五 1～5) 

(三)向列國說預言(四十六～五十一章)──此段先知數算列國的罪行，指出統管萬國的耶和華要審判他

們，計有埃及、非利士、摩押、亞們、以東、大馬色、基述、夏瑣、以攔與巴比倫(迦勒底)十國。

其中以對巴比倫(猶大的主要對頭)的審判最為詳盡。 

(四)重述耶路撒冷淪陷(五十二章)──本章重述猶大亡國的原因和經過，君民被擄至巴比倫。末了約雅

斤被優待的事蹟可算為國家復興的預兆。 

【本書特點】 

（一）本書是以詩的形式寫成。耶利米善於用重复的詞句，象徵的用法來突出其信息要點。全書共五十

二章，為綜合歷史，傳記與預言而編成，並非按照年代的次序，如一至二十章，是約西亞年間的

預言(主前六三九～六○八年)，二十一章就接上西底家年間的預言(主前五九七～五八六年)，中

間越過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三王年間的預言(主前六○八～五九七年)。所以必須參讀王下二

十二至二十五章，代下三十四至三十六章，更為明白。 

（二）本書並非按年代順序編排，乃綜合神諭、歷史、傳記和預言而成。例如：一至二十章是在約西亞

與約雅敬時期的預言，但二十一章就接上西底家年間的預言，中間越過了約哈斯和雅亞斤時期之

事蹟或預言。然而書中所表達的思想卻是一貫的。若按年代先後排列大致如下： 

(1) 一至六章(約西亞作王時)； 

(2) 二十二 10～12(約哈斯作王時)； 

(3) 七至二十，二十五至二十六章，三十五至三十六，四十五至五十一章(約雅敬作王時)； 

(4) 二十二至二十三章(約雅斤作王時，除了二十二 10～12)； 

(5) 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至三十四，三十七至三十九章(西底家作王時)； 

(6) 四十至四十四章(基大利作省長時)。 

（三）照著《耶利米書》一章 1～3節，耶利米在三個不同的時期說預言：第一個時期乃是在約西亞主

年間，可能有二十年；此時的信息主要是呼籲和請求。第二個時期乃是在約雅敬作王的年間，共

有十一年；此時的信息主要是警戒，進而加深到不可更改的審判。第三個時期乃是在西底家王的

年間，直到神的百姓被擄，另有一小股百姓進到埃及；此時期大約有十四年。在那段時間，他的

信息主要是講即將來臨神的審判，隨著恢復的應許。將三個時期加在一起，耶利米說預言超過了

四十年。 

（四）耶利米先知是為神哀哭的先知，他實在是一個禱告的先知，例如： 

(1) 他為著話語向神發出呼求(耶一 6)； 

(2) 他為耶路撒冷和百姓在神面前發出哀嘆(四 10)；  

(3) 他稱頌神(十 6～10)； 

(4) 他為惡人亨通在神面前求問(十二 1～4)；  

(5) 他一再為猶大認罪，向神哀求怜憫(十四 7～9，11，19～22)； 

(6) 他為先知的職事求神眷顧(十五 15～18)； 

(7) 他求神在審判的時候記念他(十 23～25，十七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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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他求神審判那些破坏祂工作的惡人(十八 19～23)； 

(9) 他求神記念他所遭受的困難並賜眷顧(二十 7～13)； 

(10) 他贊美神的旨意和作為(三十二 16～25)。 

雖然神數次叫耶利米不要為國民禱告，他還是一直代求，愛人之心可見一斑。(另參他的其他禱

告：四 19～21，五 3，六 10～七 20，八 18～九 22，十一 5，14，十六 19～20，十七 14～18) 

（五）本書中題及彌賽亞的預言雖然很少，可是題及的幾處卻很重要。例如二十三章五～六節：「耶和

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祂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

平、和公義。在祂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這是說到基督是大衛的后裔，有

君尊的身分，「大衛的約」完全應驗在祂身上，在國度的時代中，祂要作王，施行公義，神的子

民因祂得拯救。此外，耶利米的一生有些地方與基督極為相似，以致有人曾說耶穌是耶利米的再

生(太十六 14)： 

(1) 所處時代相同：皆是宗教腐敗，人心黑暗，政治紊亂，國家將亡時； 

(2) 在母腹中即蒙召(耶一 5比較賽四九 1，5)； 

(3) 忠心傳神的話(一 7，19比較約十二 49)； 

(4) 工作似乎毫無果效(比較賽五三 1)； 

(5) 同為本鄉所棄(十一 21比較路四 28，29)； 

(6) 為神子民和耶路撒冷哀哭(比較路十九 41；太二十三 37)； 

(7) 為神工作歷盡苦楚(比較賽五三 3)； 

(8) 如羊羔牽到死地(十一 19比較賽五三 7)。 

下列乃新約聖經直接引用本書的地方： 

(1) 三十一 15——太二 18； 

(2) 七 11——太二十一 13；可十一 17；路十九 46； 

(3) 九 23，24——林前一 31； 

(4) 三十一 1——林後六 16； 

(5) 九 24——林後十 17； 

(6) 三十一 31，32——來八 8，9。 

（六）本書所啟示的耶和華神是相當豐富，並非只停於對他的一種認識，乃是道出一位活的神，對於祂

所愛民族是如何的一位： 

(1) 是獨一的真神——人所犯最大的罪，乃是離棄真神，敬拜別的，不以神為獨一的神(二8，11

～13，19，十 3～16)；祂也不喜悅人只有外表的崇拜(六 20，七 21～23，十四 12)。 

(2)是造物者——祂是主宰自然界一切的神(十 11～13，二十三 24，五 20～24)，也是萬國的主

(五 15，十八 7～10，四六～五一章)。 

(3) 是愛的神——祂的愛永不改變(二 2，三十一 3～20)。《耶利米書》和先知的眼淚就是表現神

對他子民永誌不渝的愛，並為祂他百姓傷痛的心。當然神不會因溺愛而偏待人，祂還是在愛

中管教審判祂的百姓。 

(4) 是無所不在的神——甚至在巴比倫亦可尋見祂(二十三 23～24，二十五 8～31)。 

(5) 是按祂定旨計劃和執行的神—邦國的興衰都在祂手中，尼布甲尼撒乃為祂的僕人、審判的工

具。祂定規猶大人被擄，七十年歸回，無人能改，到了時候，統統應驗(二十五8～12，二十

七 21，22，二十九 10…)。 

(6)是審判的神———本書之大半乃論及神如何審判罪人，無論是猶太人，是外邦列國。人的罪

叫神傷心、失望，因著祂的聖潔與公義，他在痛苦中審判人，乃為叫人悔改歸向祂(二 14～

19，五 1～3，7～9，三十 11，四 23～26…)，故此人當敬畏祂。 

(7) 是立新約的神——神感動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被圍最危急時，論到將來的盼望，領悟到神救贖

計劃主要內容的新約(三十一31～34)。這是神親自立的，也是神親自要成就的。新約將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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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補充、更新，人因而不再是外表遵行律法，乃是內在的、屬靈的，人藉此可直接認識

神，與神相交，並得著完全的赦罪。這實是神的恩典，透過新約，舊約才得以成就，達成其

目的。 

（七） 在本書中題極為寶貴的表記，但其意義確很明顯，例如： 

(1) 一棵杏樹(耶一 11～12)——喻神必施行祂所警告的懲罰 

(2) 燒開的鍋(耶一 13)——喻神要懲罰猶大。  

(3) 變壞的麻布腰帶(耶十三 1～11)——喻百姓拒絕聽神的話，變得毫無用處，一無是處，就如

腐爛的麻布帶一樣，將被丟棄。 

(4) 盛酒滿缸(耶十三)——喻君王、先知、祭司，並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彼此

相碰。神不憐恤他們，以致滅亡。 

(5) 禁止結婚(耶十六 1～十七 18)——喻神命先知耶利米不要娶妻，守獨身。象徵與他所傳的

苦難預言相配合，而指猶大將遭嚴厲的審判。 

(6) 窯匠泥土(十八 1~17)——喻以色列全是耶和華手中的泥土，用以說明神有改變他們命運的

能力。其所含的教訓，是勸告眾民轉離惡道，但終成敗壞的器皿，竟歸徒然。 

(7) 擊毀瓦瓶(耶十九 1~12)——喻神會像耶利米打碎瓦瓶那樣毀滅猶大。 

(8) 二筐無花果(二十四 1~7) ——喻好的無花果代表被擄的猶大人，壞的無花果則代表留在猶

大及住在埃及的人。 

(9) 忿怒杯酒(耶二十五 15~38)——預言神的審判不只及于猶大，外邦列國也要受祂的審判。 

(10) 繩索與軛(耶二十七 1—15，二十八 1~17)——喻凡拒絕伏在巴比倫統治之軛以下的，都會

受到懲罰。 

(11) 買地贖回(三十二 9)——喻耶利米當眾置買田地，並將契約妥為保存，以加強他所傳的信

息，乃是表示被擄之民重歸故土，田地被耕種。 

(12) 沉在河中的書卷(五十一 59~64)——喻巴比倫將永遠沉淪，不再起來。 

【默想】 

 「總的來說，將本書的預言和歷史相比較下，我們大致學到：(1)教會和備受尊敬的人物變得腐敗

不堪，並不是新奇的事。(2)藏匿罪惡將換來滅亡；如不悔改、不被赦罪的話，最終必然是滅亡。

(3)外表的職業和權利不單帶來犯罪和免於滅亡的借口，更使兩者加劇。(4)神的話語永不落空，事

情必如預言般發生；人的不信絕不能使神的警告無效，也不會使祂的應許不實現。神的公義與真實

在這裡以殘忍的性情描繪，是為了那些嘲笑神的警告的人，讓他們認罪，或使他們混亂。不要自

欺，神是輕慢不得的。」——馬太亨利 

 「透過耶利米痛苦和眼淚的事蹟，我們看見神怎樣使用一個與祂相近的人，來表達神在罪人身上堅

毅不變的愛。」——摩根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賜給我們《耶利米書》。求祢以永遠的愛吸引我們，好使我們回轉歸

向祢、並且愛祢、服事祢。哦！我們的心實在向你發出呼求，求祢將耶利米的靈賜給我們，讓我們勇

敢與忠心地為祢作見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詩歌】【永遠的愛已愛我】(《聖徒詩歌》338首第 1節) 

永遠的愛已愛我， 這愛藉恩我賞識； 

聖靈從上來吹著，為要如此來指示。 

哦，這豐滿的平安！ 哦，這神聖的歡樂！ 

 在這不息愛裡面， 我是屬祂，祂屬我。 

視聽──永遠的愛已愛我～churchinmarlboro.org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am%20Hi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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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大綱】 
耶利米蒙召 對猶太國的預言 向列國發預言 重述京城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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