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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

聚光燈

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

“耶利米要站在國人面前作真理與公義的見證人，曆
四十年之久。……他雖被人藐視，憎恨，厭棄，但終必看
到自己所發有關那即將來臨之厄運的預言逐句應驗，並要
在這不幸的城邑遭受毀滅之後與其共受憂患。然而在全國
迅速遭遇的普遍毀滅之中，耶利米也時蒙恩准得以展望到
目前可怕景象之後的未來光榮遠景，那時上帝的子民將蒙
救贖脫離敵人之地，並被重新安置于錫安。”（《先知與
君王》第34章，第3、4段）

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
你作列國的先知”
（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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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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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作為上帝的先知在這多難之秋蒙召去做一項
不受人歡迎的工作。作為基督徒，你有沒有感覺
到自己與別人格格不入呢？看看下列這些情況自
己有沒有經歷過：
——人們因我的宗教信仰或者宗教行為而取
笑我。
——因為安息日或者其他宗教活動我曾
錯過和朋友一起外出的機會。
——當朋友做我認為是錯的事,比如說
抽煙、喝酒、吸毒時我會勇敢地
“便雅憫地亞拿突城
對他們說不。
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兒子
——當有人傷害或取笑別人時我會
耶利米的話記在下面。……
勇敢地站出來，即便我遭受
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
攻擊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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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耶利米，你看見甚麼？’”
“我說：‘我看見一根杏樹
枝。’”
“耶和華對我說：‘你看得
不錯；因為我留意保守我的話，
使得成就。’”
“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我
說：‘你看見甚麼？’”

“我說：‘我看見一個燒開
我說：‘我未將你造在腹中， 的鍋，從北而傾。’”
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
“耶和華對我說：‘必有災
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
禍從北方發出，臨到這地的一切
列國的先知。’”
居民。’耶和華說：‘看哪，我
“我就說：‘主耶和華啊， 要召北方列國的眾族，他們要
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 來，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門
的。’”
口，周圍攻擊城牆，又要攻擊猶
大的一切城邑。至於這民的一切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 惡，就是離棄我，向別神燒香，
要說“我是年幼的”’，因 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發出我
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 的判語攻擊他們。”
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
大約在公元前六百二十八年，耶
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懼
“所以你當束腰，起來將我
利米蒙上帝呼召去做猶大人的先
怕 他 們 ， 因 為 我 與 你 同 所吩咐你的一切話告訴他們。不
知。約在一百年前，由十二個支派
中的十個支派組成的北國以色列被
在，要拯救你。這是耶 要因他們驚惶，免得我使你在他
亞述王傾覆了。北國以色列的百姓四
和華說的。’”
們面前驚惶。看哪，我今日使你
處流亡，再也沒能歸回
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
故土。數百年來，上
“於 是 耶 和 華 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
帝的先知一直在警告
伸 手 按 我 的 口 ， 司，並地上的眾民反對。他們
以色列和猶大，如果他
對我說：‘我已 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為
們不忠於上帝，毀滅就
將 當 說 的 話 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
會來到。
傳給你。 耶和華說的。’”
對於以色列國而言，

嗎？

你知道

這一天已經臨到了。現
在，約在一百年後，
耶利米奉派去警告猶大
百姓，同樣的厄運已經快臨
到他們身上。

（耶利米書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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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語連珠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
並不向你隱藏。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
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
上了。”（詩139:15,16）

當上帝呼召耶利米做先知時，他第一個反
應是甚麼？你想他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反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
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
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
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
他們得榮耀。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
呢？上帝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
呢？”（羅8:29-31）

上帝給耶利米的一生定了多久的計劃？你覺得上帝對你
人生的計劃是甚麼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
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
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前4:12）

如果上帝在耶利米出生之前就已經揀選他做先知了，那耶利米
有權利對這一要求說不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帝讓耶利米去執行甚麼特殊任務？你覺得耶利米對於受託從
事這項工作有甚麼感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帝給耶利米甚麼警告?伴隨這些警告上帝還有哪些應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若因我辱駡你們，逼迫你們
，捏造各樣壞話譭謗你們，你
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
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
這樣逼迫他們。”
（太5:11,12）

言錦囊

名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職；他
的才幹就是上帝對他的呼召。
總有一個方向他能推開通往世界
的大門。” ——拉爾 夫•沃爾 度•愛
莫生，十九世紀美國作家。

“我們張望外邊的世界，總想成就大事而
忽略了自己在日常小事上的天職。” ——漢
納•莫爾，十八世紀英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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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上帝呼喚耶利米並給了他一項特
別的任務。在耶1:6，先知說他不
知 __________________， 因 為 他
是___________________。
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時候他可能只
有十幾歲。他覺得自己還無法承
擔上帝交托給他的任務，但是上
帝向耶利米保證他已經長久地為
他的一生做了安排，甚至在他出
生前就已經揀選了他。
你是否相信上帝對你的一生也有
他的旨意呢？如果上帝像在耶1:5
中對他說話那樣對你說，你覺得
你會向上帝說些甚麼呢？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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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呼召耶利米去做的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這件工作會讓大家都
討厭甚至痛恨他。實際上，他的
工作是告訴猶大百姓，由於他們叛
逆上帝，因此上帝要刑罰他們。
百姓從來不喜歡聽有人說他們做
錯了。上帝警告耶利米要對此有
心理準備，告訴他百姓會拒絕他
和他所傳的信息。但是耶利米並
沒有放棄他的工作，而是上帝讓
他怎樣做他就怎樣做，哪怕陷入
困苦也在所不惜。
上帝給了耶利米甚麼應許呢？請
用自己的話將耶利米書1:19重新
寫出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一
問問你的父母，看他們還記得哪
些關於你出生之前的事。他們是
否還保留有當時的超聲波檢測照
片，或者你媽媽懷著你時照的照
片？如果你是被收養的，讓你的
爸爸媽媽講講你是如何來到這個
家的。當你朗讀本週課程的存心
節時，反復想想父母對你所說的

這些話。
即便孩子還沒有出生，他們的父
母已經對他們的一生充滿了希望、
夢想和期待。同樣，在我們出生
之前，上帝已經對我們的一生有
了計劃。在你出生之前上帝就已
知道你的一切，這讓你有甚麼樣
的感覺：____感到被愛？______驚
奇？____害怕？____困惑？____
還是其它？

星期二
我們都喜歡聽積極的話語。聖經
中充滿了希望、應許和鼓勵的話
語。但是有時聖經中也有消極的
語言，比如說指出罪惡時，警告
百姓他們行為的結果時。
“宣佈厄運的先知”不僅存在於
教會中，也存在於世界中。科學
家警告我們破壞自然環境的危險，
並預言說如果我們不停止這些破
壞行為，這個世界上將有可怕的
事情發生。正如傳道人警告上帝
將要刑罰罪惡一樣，科學家的預
言也會使我們感到聽上去不舒服。
但是他們都能激勵我們改變自己
的行為。
請閱讀“聚光燈”這部分。根據
這段話，上帝提供了甚麼來平衡耶
利米所發信息中的消極因素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三
在“妙語連珠”中的聖經章節提
醒我們耶利米的經歷不是非他獨
有的。上帝呼召所有相信祂的人
去為祂從事一項特殊的工作。上
帝非常瞭解我們，祂知道甚麼工
作最適合我們，這一點甚至在我
們出生前上帝就已經知道了。上
帝提醒我們，做祂的工作並不總
是一帆風順的。這可能會使我們
不受別人的歡迎，或者遭遇艱難
困苦。你的使命就是認清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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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最適合自己並努力從事之，
即便遭遇艱難也要忠於上帝。

星期四
許多信徒也和耶利米一樣，他們
看到這個世界上、自己周圍、甚
至教會中到處都充滿了不義的事
情。上帝呼召我們大聲譴責罪惡、
不公和殘忍的事，但不是懷著咒
詛與仇恨的心，而是懷著憐憫與
愛心。
請問你身邊有哪些事你覺得是不
正確的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你說出這些事並譴責它們的
錯誤，會有甚麼事發生呢？你周
圍的人會對你有甚麼反應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五
請回頭看一下你昨天對那兩個問
題的答案。指出錯行是需要極大
智慧和忍耐的。我們很容易用審
判別人和自以為義來代替“用愛
心說誠實話”（見弗4:15）。
請思考你昨天的答案並為之禱告。
你覺得上帝是否在呼召你作另一
個“耶利米，”去引起人們對你
社區或教會中一些明顯不符合上
帝旨意之事的注意呢？如果是，
在禱告中向上帝提出這件事，並
和一位值得信賴的年長基督徒探
討此事，看看如何找到最佳的解決
辦法，好使你能將榮耀歸於上帝。

本週閱讀*
《先知與君王》第34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訪問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堅持
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
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