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利米书与耶利米哀歌结晶读经 
#1:心里柔细的神那心里柔细的申言者耶利米 

8/31-9/6 
OL Summary: 
Ⅰ. 耶利米生为祭司，却蒙神呼召，不只作以色
列国的申言者，也作列国的申言者；因此，他是
祭司申言者。 
Ⅱ. 耶和华立耶利米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
并拆毁，毁坏并倾覆，建造并栽植： 
A.拔出、拆毁、毁坏，就是耶和华使之倾覆；建
造并栽植，就是耶和华使之升高。 
B. 这与耶利米这名的两个意义—“耶和华使之
升高”和“耶和华使之倾覆”—相符。 
Ⅲ. 耶和华使耶利米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抵
挡全地，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那
地的众民；他们要攻击他，却不能胜过他： 
A. 在地上，在神与反对祂、抵挡祂的人之间，一
直有争战。 
B. 神不自己直接争战，乃是借着祂所差遣的仆
人争战。 
C.神差遣祂的军队— 一个名叫耶利米的青年人
—与那些反对祂的人争战：耶利米被神装备到一
个地步，成为坚城、铁柱、铜墙。 
Ⅳ. 耶利米是为神说话的得胜者： 
A. 在预表的时代，得胜者是申言者；所有真正的
申言者都是得胜者。 
B. 神大体的子民荒凉了，就需要有些人兴起作
神的得胜者，以维持神所设立的见证。 
C. 申言者先顾到神的谕言；根据他们所说神的
谕言，他们多少也运用神的权柄，如在君王大卫
和申言者拿单身上所看见的。 
D.启示录二、三章里的得胜者就是申言者之预表
的应验。 
E.耶利米是得胜者，作相反的见证：以色列人荒
凉了，耶利米就蒙神呼召作相反的见证/神的子
民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罪恶深重，神已命定要用
巴比伦惩罚他们，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Ⅴ. 耶利米书说到神柔细的心加上神的公义，这
是该书特别的特征和地位： 
A.我们的神是心里柔细的，满了怜恤和同情，但
祂也是绝对公义的。 
B. 按照耶利米书，神的爱包含祂柔细的关切、怜
恤和同情；甚至在惩治祂的选民以色列时，祂向
他们也是怜恤的。 
C. 耶利米九章十至十一节和十七至十九节的话，
表达耶和华对以色列受祂管教的感觉：虽然耶和
华惩罚以色列，但祂对他们仍是同情的。/十八节
里“我们”和“我们的”这些辞，指明耶和华将
自己联于受苦的百姓，并在他们的受苦中与他们
是一。 
Ⅵ. 耶利米书也是一本自传，耶利米告诉我们他
的情形、他这个人和他的感觉，显示他柔细的心： 
A. 神是柔细、慈爱、怜恤并公义的，耶利米是胆
怯的青年人，被神兴起作神的出口，为神说话并
彰显神。 
B.耶和华是心里柔细的神；在心里柔细这点上，

耶利米与神完全是一；因此，神能使用申言者耶
利米来彰显祂，为祂说话，并代表祂。 
C.耶和华进来管教虚伪的敬拜者，而耶利米对耶
和华的管教有所反应；申言者的反应非常柔细，
富有同情和怜恤。 
D. 耶利米替神哭泣；他的哭泣表达神的哭泣：耶
利米在他的哭泣上代表神。 
E.因着耶利米时常哭泣，甚至恸哭，所以他被称
为哭泣的申言者：虽然神对祂的百姓是多忧伤，
多痛苦，但是祂必须在地上找着一个有这种情感
的人/当神的灵临到那特别的一位，耶利米，把祂
的感觉放在耶利米的灵里时，申言者才能把神那
个伤痛的感觉发表出来。 
Ⅶ.要让神能借着我们得着充分的发表，我们需
要有属灵的情感，彼此相待要心存慈怜，能流泪
地服事神： 
A. 属灵的人是情感丰盛的；我们越属灵，情感就
越丰盛：我们需要主作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
感觉作到细嫩的地步/当神作工的时候，每一次
的责打，每一次的对付，都是把我们的感觉弄到
比从前更细嫩、更敏锐；这乃是外面的人被拆毁
最深的功课。 
B.在召会生活中，我们相待需要心存慈怜：我们
不该审判、定罪作我们同伴的信徒，乃要以恩慈
待他们，心存慈怜，饶恕他们，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越经历基督作我们生命的
供应，我们就越心存慈怜。我们若心存慈怜，就
会饶恕别人。 
C. 使徒保罗服事主，常常流泪，并且流泪地劝戒
圣徒：我们若不知道哭泣流泪，就不是那么属灵。 
D. 保罗“由于许多的患难，和心中的困苦，多多
地流泪”，写信给哥林多人：在林后七章，保罗
所表达的是对哥林多信徒深挚、柔细且亲密的关
切；他的话非常摸着人。 
E. 在召会生活中，当我们经过流泪谷（巴迦谷），
神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这泉源就是那灵：我们
越在锡安大道上流泪，就越接受那灵；我们流泪
时，就被那灵充满，那灵也就成为我们的泉源。 
 

召会的通知和交通： 
① 周五20:00-21:00 耶利米书BSG：虽然申命

记还没有结束，但因为耶利米书的晨兴将在8
月31日开始，所以进行了变更。 

② 周六 8:30-8:45 各地区晨兴及祷读、 
8:45-9:30 开始 Q&A。7 月と 8 月前半因为
DVD 训练和相调聚会的原因而中断的周六早
上的团体的祷读和 Q&A 请重新开始。 

③ 9 月特会的时间表的修正：见另一张。 
 

  



CP1:对抗迫使基督徒隐藏的日本文化，公开地
宣告主的名。和反对神的人争战的话，因为神

会和你同在，一定会得胜 
OL1:耶和华使耶利米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抵
挡全地，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
那地的众民；他们要攻击他，却不能胜过他。耶  
1:18 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抵挡全
地，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这地
的众民。 
19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
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OL2:在地上，在神与反对祂、抵挡祂的人之间，
一直有争战。 
以弗所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
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
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OL3:神差遣祂的军队—一个名叫耶利米的青年
人—与那些反对祂的人争战。 
OL4:耶利米是为神说话的得胜者。神的子民不知
道自己在神面前罪恶深重，神已命定要用巴比伦
惩罚他们，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在召会聚会中尽功用的事上，…我们不该因
任何人惊惶，也不该惧怕任何人。…反之，我们
该尽功用为主说话。 

为什么神需要使耶利米成为坚城、铁柱、
铜墙？这是需要的，因为有争战。君王、首
领、祭司并那地的众民，不仅是耶利米的仇
敌，也是神的仇敌。这些仇敌抵挡神；耶利米
受差遣代表神，并为祂争战。抵挡耶利米的
人，就是抵挡耶和华，因为耶利米与耶和华是
一。为这缘故，神要耶利米知道神与他同在，
并且已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圣经告诉
我们，在地上，在神与反对祂、抵挡祂的人之
间，一直有争战。神不自己直接争战，乃是借
着祂所差遣的仆人争战。这是耶利米时代的光
景。神差遣祂的军队—一个名叫耶利米的青年
人与那些反对祂的人争战。耶利米被神装备到
一个地步，成为坚城。因为神与他同在，要拯
救他，反对者就不能胜过他。今天在主的恢复
里，我们也面临反对、定罪和拒绝，我们也必
须为神争战。我们受神差遣为祂争战，祂就借
着我们争战。在这争战中，我们的武器乃是神
自己，以及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日本从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对基督徒的大

残杀开始，江户时代（267年间）的迫害非常严重，
所以当时的基督徒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不那样
的话，没关联的家人，邻居也可能会被杀害。在
这常年的迫害的影响下，即使到了现在，信徒也
不太会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特别是地位高的
人，公开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几乎没有。这证明
了日本的文化和传统强烈地反对基督和召会。你
不宣告自己是基督徒这件事，虽然并不是直接地
否定主，但却可以说是用间接的方式在否定。因
此，在学校和职场有机会的话，请说出自己是基
督徒这件事。但是，这不是出于勉强，或是勉强，
不自然的形式进行宣告，你如果在祷告中带着负
担祷告的话，自然而然地就会有这样的机会。请你开
拓一个在日本，在人的面前宣告主名的新时代。 
太10:33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诸天之上
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彼前2:12 你们在外邦人中，要有佳美的品行，好
叫他们在何事上毁谤你们是作恶者，就在何事上，由于亲
眼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眷顾的日子荣耀神。 
弟兄的见证:“我担任一家大公司的代表的行业
协会理事（这意味着具有公共立场）的时候，在
网上搜索我的名字，出现行业协会理事，之后的
第二，第三条目之后，接连出现的是在神会的教
会的负责人。这些信息是台湾等各教会的全时间
服事者和负责人们在访问神户教会之后，出于感
谢上传到网上的照片，视频，和信息。在我工作
的公司（日美资本50%·50%的合并公司）反对我
的人用这些信息，通过日本的母公司的会长，社
长雇了在日本最有名的律师事务所，控告了我。
律师劝我放弃或者否定教会带领人的身份。但是，
我非常明确的拒绝了。他们对我的生活进行了彻
底的调查，但是，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最终“教
会负责人不太好”就成了他们主要的结论。之后
他们把这个结论，告诉了美国的总公司的CEO和
COO。美国的CEO和COO宣告说：“这个人是日本最
重要的人，用这种手段告发他，你们的手段太肮
脏了。和你们在日本的50年来的合并的历史要结
束了。”那之后，美国总公司用大约125亿日元买
下了股份，取消了公司合并，解雇了所有反对我
的人。实际上我并不是自发地要去作这个见证的，
按着网上关于我的见证，带着殉教的灵，我大胆
地没有否定耶稣的名。这种见证，成了神保护我，
祝福公司的业绩，得以拔高的原因。就算越作见
证，越激起强烈的反对，但是有主的同在，我绝
不会被击垮。” 
祷告：“哦主耶稣，在地上神与反对祂、抵挡
祂的人之间，一直有激烈的争战。我要对抗在
日本使基督徒隐藏起来的影响，大胆地见证自
己是基督徒。公开作见证耶稣是主，使撒旦的
诡计受损，开拓一个公开见证主名的新的时
代。那是神经纶的目标，为了达成新妇的预
备。阿们！”  



CP2:神有柔细的心，绝对是义。将天然的爱钉
十字架上，与神的感觉是一而事奉 

OL1:耶利米书说到神柔细的心加上神的公义。我
们的神是心里柔细的，满了怜恤和同情，但祂也
是绝对公义的。 
OL2:虽然耶和华惩罚以色列，但祂对他们仍是同
情的。十八节里“我们”和“我们的”这些辞，
指明耶和华将自己联于受苦的百姓，并在他们的
受苦中与他们是一。耶和华自己因同情祂的百姓
而哭泣。 
耶 9:18 叫她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
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 
19 因为听见哀声出于锡安，说，我们是怎样的败
落！我们大大地蒙羞！因为我们撇下了这地，因
为人拆毁了我们的住处。 
OL3:耶利米书也是一本自传，耶利米告诉我们他
的情形、他这个人和他的感觉，显示他柔细的心。
OL4:使徒保罗服事主，常常流泪，并且流泪地劝
戒圣徒。我们若不知道哭泣流泪，就不是那么属
灵。当我们活在灵里，以魂作器官，就能流泪地
服事主并劝戒圣徒。 

当我开始活在灵里，在我的新人里，以魂作
我的器官，我开始流泪。这时我流泪是以魂作器
官，不是以魂作人位。流泪的人位是我的灵。…
我们以魂为人位去爱人，是错的。那可能是爱，
但那爱是属于旧人，是仍然与肉体有关联的。以
我们的魂为人位去爱，是错的。以我们的灵为人
位，以魂为器官去爱，才是对的。没有魂，我们
不可能爱人。我们的灵，严格地说没有爱的功能。
我们若要爱，就必须有爱的器官。爱的器官是情
感，就是我们魂的一部分。 

我们的灵本身无法哭泣流泪。在福音书里主
耶稣哭了。祂是从作祂人位的灵，用祂的魂作器
官而流泪。祂不是以魂作祂的人位去爱，乃是以
灵作人位，魂作器官去爱。…什么时候我们的魂
要起来作人位，我们应当告诉我们的魂：“亲爱
的魂，你已往是我的人位，但如今不是了。你如
今是在复活中作我的器官，我的人位乃是我重生
的灵，有主耶稣为其生命，这灵就是新人，而这
新人乃是我的人位。亲爱的魂啊，你如今只是我
的器官。你要留在你的地位上，不要向我建议什
么。当我爱或思想的时候，你必须是我爱与思想
的器官。” 

 
 
 
 
 
 
 
 
 
 
 

应用：服事者篇 
服事弟兄姊妹时，决不能带着天然的爱来服

事。不要想说你天然的爱会帮助别人。召会不是
做义工活动的地方。召会的服事是将天然的爱情
钉在十字架上，在复活的爱里，在灵里，将基督
分赐給人。 

比如，看到别的弟兄姊妹在服事的新人，认
为你做的话会更好，不和服事的弟兄姊妹交通，
自己随便照顾那个新人。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爱
里混杂着高傲、争竞、迟钝等的不纯(的感觉)。 
请一定要停下来，向交通敞开，实行身体的事奉。
借着交通可以注意到自己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你
要认识，在你天然的爱里，夹杂着高傲、偏见等
堕落的元素。这些实际上是凭着交通，被钉在十
字架上。再者，由于召会的服事是身体的事奉，
所以只有与其他肢体结合在一起，才能从个人的
事奉转到身体的事奉。此外，在交通之前，请务
必祷告信息里的祷告。 
姊妹们的见证：⑴当我开始服事的时候，因着我
没有认识到身体的事奉，所以我在照顾很多得救
的新人，并在使之常存的果子的事上失败了。在
不同的区，新人得救了，但由于与各个地区的弟
兄姊妹没有足够的交通，他们中的许多人终究不
法接受照顾，没有存留下来。因为我自己的天然
的爱，我没有把弟兄姊妹卷进一起配搭，自己一
个人扛着。由于这些失败，我学到了需要有身体
的事奉。尊重与弟兄姊妹的交通，从学习个人的
事奉转到身体的事奉开始，比以前得了更多的常
存的果子。在交通里身体的事奉是极其重要的。 
⑵有些圣徒用他们天然的爱服事新人，所以有时
新人会渐渐变得厚脸皮，过度娇宠。他们没有和
弟兄姊妹交通，而是把天然的爱倾注在新人身上。
结果，新人们堕落的性情就在召会生活中出现出
来了。例如，有时会试图为了个人利益而厚脸皮
地用弟兄姊妹的车。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车，不知
道买车，不仅需要高额的购车费，还要汽油/油费、
税、停车费、修理费等很多维持费，所以为了自
己的方便，认为可以用弟兄姊妹的车。 

上述的⑵的情况下，召会生活应该鼓励新人
们照着灵，但却认可照着肉体而行的事了。他们
为了自己的利益厚脸皮地利用别人的车是不义
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召会让你搭车的时候，
虽然非常便宜，但还是要付乘车费。服事是在实
行义的事上鼓励新人。天然的爱会使新人无用，
但经过十字架的复活的爱会成全他们。 



CP3:从撒但的反对而来的苦難中经历从神所受

的安慰，带着亲密的关切，照顾新人 

OL1:要让神能借着我们得着充分的发表，我们需

要有属灵的情感，彼此相待要心存慈怜，能流泪

地服事神。 

OL2:我们越在锡安大道上流泪，就越接受那灵；

我们流泪时，就被那灵充满，那灵也就成为我们

的泉源。我们所流的眼泪是自己的，但这些眼泪

带来泉源，成为秋雨，就是那灵作福分。 

诗 84:5 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

人便为有福。 

6 他们经过流泪谷（巴迦谷），叫这谷变为泉源

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这谷。 

FN「巴迦」:意“流泪”。一面，当我们有意进入

召会生活时，就在神里面得着加强；另一面，我

们也受到撒但的反对；他使许多圣徒遭受逼迫。

撒但所引起的难处和逼迫，会使我们的大道成为

流泪谷。 

诗篇八十四篇六节上半的雨就是那灵、那灵

是我们的福。烟台有一位弟兄的情形正是如此。

他在相信主耶稣以前是回教徒。他得救并进入召

会生活以后，遭受许多逼迫。这些逼迫几乎叫他

丧命，他也流了许多眼泪。但那些眼泪成了泉源，

泉源成了如秋雨的那灵；结果这位弟兄变得非常

的活。 

只要我们对人有合式的关切，我们就会渐渐

够资格被神使用，使别人得救。这一点在《见与

闻》一书中，有非常好的见证。作者麦雅各

（Dennis McKendrick）在这本书中告诉我们，他

站在一群不信者面前只是痛哭流涕，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然而却有许多人得救，因为他有深挚的

关切。口才、恩赐、能力，都不能像你对人的关

切那样深深地摸着人。 

假如我们有亲密的关切，我们对人就会很柔

和。一个粗鲁、感觉迟钝的人，对人不会有亲密

的关切。作丈夫的对妻子若没有合式的关切，就

可能只会严厉地对待她、要求她。但他若有亲密

的关切，就会柔软下来。我们一旦是柔软的，连

我们说话的方式也是柔和、甜美的。 

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不仅有爱，还有深挚的关

切。…一个作母亲的，也许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但只要她对自己的孩子有极深的关切，她就有资

格成为一个好母亲。当然，有知识和能力是有助

益的，但这些不是先决条件。成为好母亲唯一的

先决条件，是必须关切儿女。在照顾召会的事上，

原则也是一样。长老对召会只有爱还不够，这种

爱必须成为一种关切，深深地关切一切年幼、软

弱的弟兄姊妹。这种关切会使我们的劳苦有果效。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新人和年轻的学生们进入召会生活中时，一

方面有来自神的祝福，另一方面有来自撒旦的反

对和试诱。绝不是都只有好事。但试诱不仅是对

信徒，对所有人都有。请务必记住。对你的试诱

（1）已开一条出路（2）眼泪的泉源成了那灵祝

福的泉源（3）使你经历神的安慰去安慰他人，这

样能够建造召会，像这样试诱有积极的目的。神

使用撒旦成全你得以建造召会。 

林前10:13 那临到你们的试诱，无非是人所能受

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容你们受试诱过于所能受

的，祂也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

得住。 

林后1: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就是那怜恤

人的父，和赐诸般安慰的神，是当受颂赞的； 

4 祂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

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

人。 

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的信徒"由于许多的患

难，和心中的困苦，多多的流泪"(林后2：4)你通

过考验和流泪就更能关切他人。在传福音，召会

生活的牧养，夫妻关系，教育孩子上如果你对人

有亲密的关切，这些都会被祝福。林后7:3 我说

这话，不是为定罪你们，因我先前说过，你们是

在我们的心里，以至同死同活。因着保罗的表现

是柔和的，满了亲密的关切，所以有能力和冲击

力，能深深摸着信徒。 

新人姊妹的见证：去年年末在三宫区开始的福音

开展中，在大安亭商店街遇见了一位日系的秘鲁

姊妹。姊妹马上就进入了召会生活。她对同事，

附近认识的朋友有强烈的福音的负担。因为她自

己经历过，知道他们在语言和生活上有许多困难。

姊妹为了他们的得救，带着亲密的关切多多流泪

祷告。同时不仅祷告还打开家为了照顾她们的需

要，一起商量，让她们住在自己家里等。今年有

两位同事受浸了。姊妹亲密的关切和流泪的祷告

是我们福音和牧养的榜样。 

祷告：“哦，主耶稣，学习像耶利米那样有属灵

的情感，心存慈怜，能流泪地服事神。召会生活

有来自神祝福的一面也有来自撒旦反对的试诱。

但是我能够经历神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流泪的

泉源变为那灵祝福的雨，在苦难中经历神的安慰。

能用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带着亲密的关切照顾

六种新人。请让我成为建造召会有活力的人，成

为得胜者。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