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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第三章 19 - 39耶利米哀歌第 章

19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我如茵蔯和苦膽的困苦窘迫。

20我心想念這些，就在裡面憂悶。

21我想起這事，心裡就有指望。

22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

是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

23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24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24我心裡說 耶和華是我的分 因此 我要仰望他 」

25凡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他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

26人仰望耶和華，靜默等候他的救恩，這原是好的。26人仰望耶和華，靜默等候他的救恩，這原是好的。

27人在幼年負軛，這原是好的。

28他當獨坐無言 因為這是耶和華加在他身上的28他當獨坐無言，因為這是耶和華加在他身上的。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 19 - 39耶利米哀歌第 章

29他當口貼塵埃，或者有指望。

30他當由人打他的腮頰，要滿受凌辱。

31因為主必不永遠丟棄人。

32 主雖使人憂愁，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憫。

33因他並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

34人將世上被囚的踹在腳下，

35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

36或在人的訟事上顛倒是非，這都是主看不上的。

37除非主命定，誰能說成就成呢？37除非主命定 誰能說成就成呢？

38 禍福不都出於至高者的口嗎？

39 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罰，為何發怨言呢？39 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罰，為何發怨言呢？

‧生命可以轉彎‧每早晨都是新的 ‧從哀歌學功課

讀耶利米書有四個角度…
1. 約的角度 ─ 以色列人被上帝立約之後，

進迦南地就背約，上帝把他們擄到巴比倫。。

因此耶利米寫哀歌，回顧過去背約史

2. 先知的角度 ─ 耶利米代表所有的先知，

告訴耶和華的日子，以色列人背約就被擄。告訴耶和華的日子 以色列人背約就被擄

我們離棄上帝的約，上帝透過先知警告你們 ─
三批被擄，你們都不聽話、就像瀑布要摔下去…批被擄 你們都不聽話 就像瀑布要摔下去

3. 歷史的角度 ─ 北國給亞述擄走，南國繼續不聽上帝的道，

巴比倫一批、兩批，上帝憐憫你們，巴比倫 批 兩批，上帝憐憫你們，

第三批還是把你們擄走了 ─ 你們不會從北國學習教訓。

 列王紀上下就在記載 ─ 他們不聽過去亡國的教訓 列王紀上下就在記載  他們不聽過去亡國的教訓

 歷史給人教訓 ─ 人類不接受歷史的教訓



‧生命可以轉彎‧每早晨都是新的 ‧從哀歌學功課

讀耶利米書有四個角度… 

4. 從個人角度 ─ 耶利米，4. 從個人角度  耶利米

 第一章上帝呼召他，

他說：我不幹，我太年幼、你去找別人他說 我不幹 我太年幼 你去找別人

 哀歌三27 ─人在幼年負軛，這原是好的。

我願意順服你，我願意順服你，

我幾十年前不願意承擔鐵齒的傳道，

我現在願意背十字架，我現在願意背十字架，

幼年負軛，像我這樣幼年蒙召是好的。

從先知角色來看，
他流淚、勸勉、警告、預言，

同胞都被擄了，他留下來寫哀歌。

‧生命可以轉彎‧每早晨都是新的 ‧從哀歌學功課

第一章 悲哀的耶路撒冷 從外面看 ─
這個城被毀壞了

第二章 耶和華刑罰耶路撒冷，
因為我們犯了罪

從裡面看 ─
毀壞的原因是上帝有憤怒

第三章

因為我們犯了罪

往上看 ─ 
苦難當中有盼望

毀壞的原因是上帝有憤怒

往上看 ─
上帝仍然有憐憫 開始轉彎

第四章

苦難當中有盼望

認罪 ─ 免得將來

上帝仍然有憐憫，開始轉彎

從上面看下來 ─

第五章

繼續在罪惡當中

禱告 ─ 呼求上帝憐憫

全城都犯罪，趕快認罪

未來看 ─第五章 禱告  呼求上帝憐憫 未來看
城是有盼望的

五19 耶和華啊，你存到永遠；你的寶座存到萬代。

‧生命可以轉彎‧每早晨都是新的 ‧從哀歌學功課

第一、二、四、五章 通通是二十二節，

希伯來文二十二個字母，

這四章用二十二個字母

輪流出來帶頭 ─ 離合詩。

第三章 ─ 六十六節，每字母繞三次；

重點 ─ 每早晨都是新的。

三22 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

希伯來文 checed憐憫

第三章 ─ 核心
每早晨都是新的

第一章被毀壞 第四章先知認罪

─ 上帝憐憫第二章上帝有憤怒 第五章禱告

‧生命可以轉彎‧每早晨都是新的‧從哀歌學功課

從先知的角度來看 ─ 數十年沒有人聽他的，

國家要亡了、勸他們投降，罵他是「猶奸」

擄走了，上帝保守他，他留下來，

想到數十年所傳的道沒有人聽 ─ 失敗流淚流淚的先知；的先知；失敗流淚流淚
國破山河在，所愛的百姓都不在了…

他是等於憂鬱症的 直想這城什麼時候可以轉彎他是等於憂鬱症的 ─ 一直想這城什麼時候可以轉彎，

白天、晚上好像也沒有睡覺…
忽然清晨有 天 看到耶路撒冷城東邊忽然清晨有一天，看到耶路撒冷城東邊 ─

太陽仍然從橄欖山那邊升出來，

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誠實何等廣大何等廣大！！

耶和華你是我的分，我要仰望你、呼求你，

開始禱告 ─ 看到太陽仍然從東邊出來，不變的神。



‧生命可以轉彎‧每早晨都是新的‧從哀歌學功課

你要有一個視力跟洞察力 ─
視力 看到太陽視力 看到太陽

洞察力 看到太陽背後不變的神

上帝仍然讓錫安城有盼望 仍然眷顧這個城上帝仍然讓錫安城有盼望、仍然眷顧這個城，

七十年最後要歸回。

耶利米知道可以轉彎，寫下哀歌 ─耶利米知道可以轉彎 寫下哀歌
好讓七十年之後歸回的人、

等候新約耶穌的人讀哀歌，等候新約耶穌的人讀哀歌

因為每早晨都是新的，

找到活潑的盼望找到活潑的盼望。

‧生命可以轉彎 ‧每早晨都是新的‧從哀歌學功課

1 看清自己跟教會在走絕路1. 看清自己跟教會在走絕路

三14-15 我成了眾民的笑話；他們終日以我為歌曲。

祂用苦楚充滿我，使我飽用茵蔯。

上帝攻擊我 ─ 上帝是透過耶利米來代替錫安城，上帝攻擊我 上帝是透過耶利米來代替錫安城

他過去被笑，現在錫安城給外邦來嘲笑；

擬人化來說明 ─ 猶太人、同胞、我自己，我們都走絕路。擬人化來說明 我自 我 都走

生命要有盼望的第一個重點 ─ 就是要像浪子，

我已經我已經走死路了，我搶爸爸的錢 ，用光了，才回想起來 ―我已經我已經走死路了，我搶爸爸的錢…，用光了，才回想起來

爸爸爸爸家裡有口糧，我為什麼在這邊當奴隸呢？

你要肯回頭 ─要看清自己沒有路了，你要肯回頭 ─ 要看清自己沒有路了，

哀歌告訴我們 ─ 即使沒有路，只要肯悔改、仍然有出路。

先認罪，說 我需要上帝，先認罪，說 ─ 我需要上帝，

我的力量衰敗、在耶和華那裡毫無指望，你才有盼望。

‧生命可以轉彎 ‧每早晨都是新的‧從哀歌學功課

背約2. 找出教會跟個人失敗的原因 ─ 說穿了就是背約，

上帝把我們從埃及救出來、進迦南地，

表面來看是仇敵攻擊，裡面看 ─
是因為得罪上帝、失去上帝的同在…

三1-4 我是因耶和華忿怒的杖。

不是巴比倫的杖不是巴比倫的杖

他引導我，使我行在黑暗中。

上帝讓以色列被擄到巴比倫去上帝讓以色列被擄到巴比倫去

他真是終日再三反手攻擊我。

他使我的皮肉枯乾；他折斷我的骨頭

上帝讓耶路撒冷城被打、被攻，

他使我的皮肉枯乾；他折斷我的骨頭。

上帝讓耶路撒冷城被打 被攻，

失去上帝的同在，成為上帝的仇敵。

‧生命可以轉彎 ‧每早晨都是新的‧從哀歌學功課

2. 找出教會跟個人失敗的原因

耶利米寫哀歌在回想 ─ 為什麼會這麼慘？

信仰宗教化 ─ 有耶路撒冷的聖殿有恃無恐，

生命不改變，只有宗教、沒有生命、沒有信仰信仰

邪淫、拜偶像、交鬼、假先知

世俗化，跟迦南人沒有兩樣

不聽先知的勸告 ─ 不聽、離棄上帝的話

上帝之外找幫助

四17 我們仰望人來幫助，以致眼目失明，還是枉然；

我們所盼望的，竟盼望一個不能救人的國！我們所盼望的 竟盼望 個不能救人的國！

當初巴比倫來了，盼望埃及可以救我們，

耶利米書四六章 後來埃及被滅，尼布甲尼撒王把他們擄了；耶利米書四六章 ─ 後來埃及被滅，尼布甲尼撒王把他們擄了；

求告一個不能幫助你的國，為什麼不求上帝呢？



‧生命可以轉彎 ‧每早晨都是新的‧從哀歌學功課

2. 找出教會跟個人失敗的原因

對於教會、傳道人來說，一定要留意 ─對於教會 傳道人來說， 定要留意

是不是真正有宗教的信仰？

是不是信仰很宗教化？是不是信仰很宗教化？

是不是除了上帝以外、還拜其他的鬼、假神？

跟迦南世界沒什麼差別？跟迦南世界沒什麼差別？

有沒有遵守上帝的道 ─ 上帝以外另外有依靠？

瞭解自己失敗的原因，把它找出來。瞭解自己失敗的原因，把它找出來。

哀歌就在記載先知，哀歌就在記載先知

留在城裡哭泣、懺悔、告白 ─
原來最大的原因就是離開上帝，原來最大的原因就是離開上帝
另外在上帝以外找依靠。

‧生命可以轉彎 ‧每早晨都是新的‧從哀歌學功課

先知 傳3. 找出先知、傳道人失敗的原因

當時假先知，甚至被擄巴比倫去的時候，

還在慫恿被擄的猶太民 ─ 明年一定可以回耶路撒冷；

耶利米說不，七十年乖乖在那裡。

假先知是不愛羊的，是關心自己的好處的…

四13 這都因他先知的罪惡和祭司的罪孽；四 這都因 先 的罪惡和祭司的罪孽

他們在城中流了義人的血。

太廿三章 ─ 猶太人修飾墳墓外面，

如果個人失敗 找出個人失敗的原因；

太廿三章 ─ 猶太人修飾墳墓外面，

裡面的先知，都是他們害死的。

如果個人失敗，找出個人失敗的原因；

如果傳道人失敗 ─ 瞭解你過去是不是不愛羊？

是不是為自己的好處殘害羊？是不是為自己的好處殘害羊？

羊快墮落的時候，有沒有警告羊？有沒有愛？

‧生命可以轉彎 ‧每早晨都是新的‧從哀歌學功課

先知 傳3. 找出先知、傳道人失敗的原因

耶利米是流淚的先知 ─是愛到一個地步為他們耶利米是流淚的先知  是愛到 個地步為他們…
我的頭就像淚水、恨不得眼淚不會乾，

為你們哭、希望你們悔改。為你們哭 希望你們悔改

我們會不會因為不懂得愛他們，因此不敢說實話？

耶利米說實話 ─ 早點悔改、或者投降，耶利米說實話  早點悔改、或者投降，

愛他們到一個地步被害、以為他是猶奸。

耶廿九23 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醜事，與鄰舍的妻行淫，

又假託我名說我未曾吩咐他們的話。

假先知沒有好的見證、婚姻亂倫；

傳道人婚姻亂倫，教會就墮落、信徒絆倒，傳道人婚姻亂倫，教會就墮落、信徒絆倒，

你怎麼傳道，最後信徒不會聽你的！

‧生命可以轉彎 ‧每早晨都是新的‧從哀歌學功課

先知 傳3. 找出先知、傳道人失敗的原因

你怕人過於怕神？不像耶利米怕神過於怕人 ─你怕人過於怕神？不像耶利米怕神過於怕人
敢指責約雅敬、約雅斤、西底家，王燒了聖經，他繼續寫。

要被上帝用，要怕上帝超過一切！要被上帝用 要怕上帝超過 切！
要找出你是不是不傳神的道？

耶利米忙著傳神的道，哀歌是禱告結束的耶利米忙著傳神的道，哀歌是禱告結束的…

五1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我們所遭遇的事，

觀看我們所受的凌辱。

傳道人如果不關心神的家、不以祈禱傳道為重，，傳錯神學傳錯神學傳道人如果不關心神的家、不以祈禱傳道為重，，傳錯神學傳錯神學……
寫下哀歌的耶利米提醒我們 ─
生命要轉彎，找出過去失敗的原因，生命要轉彎，找出過去失敗的原因，

是不是愛自己超過愛上帝、超過愛羊，有沒有傳錯神學？



‧生命可以轉彎 ‧每早晨都是新的‧從哀歌學功課

先知 傳3. 找出先知、傳道人失敗的原因

德國受達爾文無神論、演化論的影響，德國受達爾文無神論 演化論的影響

把耶穌趕出教堂！

希特勒才有辦法那麼簡單的綁架教會希特勒才有辦法那麼簡單的綁架教會，

裡面拜的卻是希特勒的愛國主義。

希特勒的標誌 鐮 十字架在中間希特勒的標誌 ─ 鐮刀，十字架在中間，

慫恿教會殺猶太人。

你沒有傳神的道，耶穌被趕出教會，

愛國主義、民間思想進入教會，你就被使用；愛國主義 民間思想進入教會 你就被使用；

因為沒有用神的道來建造教會，

被演化論、無神論洗了腦，被演化論 無神論洗了腦，

建立地上的國，而不是上帝的國！

‧生命可以轉彎 ‧每早晨都是新的‧從哀歌學功課

4. 體會上帝以外，沒有其他的依靠

上帝才是你真正的依靠，不要靠埃及、亞述、巴比倫…
上帝有什麼特徵呢？

 信實 三23 每早晨都是新的， 信實 ─ 三23 每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信實廣大。祂在等候悔改的人

憐恤 憐恤 ─ 三31主必不永遠丟棄人，

主雖使人憂愁，還要照祂諸般的慈愛發憐憫。

 掌權 ─ 三37除非主命定，誰能說成就成呢？

禍福不都出於至高者的口嗎？禍福不都出於至高者的口嗎？

祂有主權、祂是全能的神

這位神，才是傳道人、長執、同工唯一的依靠。

‧生命可以轉彎 ‧每早晨都是新的‧從哀歌學功課

5. 傳所當傳，教會才有盼望

傳神的道，傳神的道，

傳安慰之書裡七十年要歸回 ─
 透過新約耶穌要完全歸回 透過新約耶穌要完全歸回，

 讓被擄巴比倫的歸回、

也讓外邦人歸回也讓外邦人歸回

好讓我們這些傳道人好讓我們這些傳道人 ─
仰望神的救恩、傳十字架的救恩。

求主幫助你求主幫助你 ─
生命轉彎之後，

傳主的道，被上帝來用！

禱告禱告
求主幫助 ―

所有華人傳道人 長執 同工

禱告禱告

所有華人傳道人、長執、同工，

都明白我們要悔改、

我們要歸向上帝；

我們要知道你發憐憫，

你仍然愛我們。

只要我們回頭傳主的道只要我們回頭傳主的道，

仍然可以被你使用 ─ 生命是可以轉彎的。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