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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引言】 
 

【為什麼要讀耶利米哀歌書？】 

 任何人若想要從神的管教中，認識自己的軟弱和失敗，也認識神慈愛和憂傷的心，因而學習在謙卑和破碎的靈中回

轉歸向祂，並從神得著盼望與幫助，就必須讀本書。 

 有一位解經家說，「這卷書最動人的特點，就在于它流露了耶和華對祂正在管教的子民所有的慈愛和懮傷～這懮傷

就是聖靈組織在耶利米心里的。」另有一位弟兄說，「本書每一筆是用眼淚寫的，每一字是一顆破碎的心所發出的

心聲。」 

 

【如何讀耶利米哀歌書？】 

 讀本書時，先研讀耶利米書，並同時參讀其它關耶路撒冷被毀書卷，則對於本書之了解更有心得。 

 仔細查考耶利米向神多次的禱告（一 20～22；二 18～22；三 19，41，55～56；五）。本書除了第四首詩外，每首

詩都以禱告結束。可以說，全書充滿了禱告。從耶利米的禱告中，我們看見一顆轉向神的心，並且他求神記念神選

民的苦境，希望能觸動神憐憫之心，因他知神是唯一的盼望和幫助。在我們羨慕耶利米禱告生命的同時，求主也讓

我們能成為一個禱告的人，多為聖徒和教會的復興禱告。 

 細讀本書有關基督重要的預表或預言。從先知耶利米哀歌幾處話語中，可知預表基督為罪人悲傷，為耶路撒冷被劫

而哀哭。（耶一 7，8，二 11～13；太廿三 37～39；路十九 41）。預言基督遭受眾人苦待，譏誚，被打和淩辱（耶

一 1，2，二 15，三 14，15，19，30；路廿二 63～65，廿三 10，11，16，35～37）。預言以色列將要仰望主，蒙主

憐憫拯救，不至滅亡（耶三 21～25）。 

 

【本書鑰節】 

【哀二 18～19】「錫安民的心哀求主。錫安的城牆啊，願你流淚如河，晝夜不息；願你眼中的瞳人淚流不止。夜間，每

逢交更的時候要起來呼喊，在主面前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餓發昏，你要為他們的性命向主舉手禱告。」 

【哀三 22～24】「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

其廣大！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哀五 21】「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向你回轉，我們便得回轉；求你復新我們的日子，像古時一樣。」 

 

【本書鑰字】(一) 慈愛/憐憫（三 22，32）；(二) 回轉/復新（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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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要旨】本書是哀悼耶路撒冷被毀的五首「輓歌」，而主要的信息是「罪所帶來的痛苦和災禍和耶和華向祂的子民

發怒時，仍有憐憫和慈愛。」 

 

【本書大綱】本書共分五章，也即五首詩歌。根据內容：耶利米的哀哭、嘆息、盼望、悲歎、禱告，可以分作五大段： 

(一) 耶利米的哀哭──將聖城比作哭泣的寡婦 (一章) 。 

(二) 耶利米的嘆息──將聖城比作遮掩的女人 (二章) 。 

(三) 耶利米的盼望──將聖城比作哭泣的先知 (三章) 。 

(四) 耶利米的悲歎──將聖城比作失色的黃金 (四章) 。 

(五) 耶利米的禱告──將聖城比作回轉懇求的人 (五章) 。 

 

【默想】一切的「復新」(哀五 21)都是由禱告開始的。耶利米流淚的禱告是否激起你到神面前，為教會的軟弱、聖徒的

無力、周遭敗壞的光景而代禱嗎？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這一卷耶利米哀歌真是感謝祢！讓我們在耶利米禱告中，體會祢是憐憫、 慈愛、信實

的神。因為每早晨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每天都有新的恩典，新的力量，使我們在憂傷中仍有喜樂，在失望中

仍有盼望，在失敗中仍有勇氣轉向祢。在這末了的時代，我們求祢興起更多的禱告人，為著教會的復興而禱告。奉祢寶

貴的名禱告。阿們！ 

 

【詩歌】【你信實何廣大】 (《聖徒詩歌》452首第 1節) 

父阿，在你並無轉動的影兒，你的信實極其廣大無邊；  

千萬億載你的恩惠永存在，你的憐憫像你永遠不變。 

（副）你信實何廣大！你信實何廣大！ 你的憐憫每晨都是新鮮！  

凡所需你聖手都豫備完全， 你的信實極其廣大無邊！ 

視聽――你信實何廣大～churchinmarlboro.org 

 

【金句】「藉著先知耶利米哀歌，你可以看見神的心腸，每一個字都帶著淚水，每一句話都是從破碎心中發出的聲音。

神的心為著他自己的百姓而粉碎了！這乃是神的靈，這乃是基督的靈。」── 江守道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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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每日讀經】主要的話──何竟 

 

【題示】 本書是體裁是詩歌，為哀悼耶路撒冷的被毀，自然也被稱為哀歌之名。 本書的詩格極為巧妙，可惜在中文的

譯文中無法顯出。讀本書時，特別注意每章均是二十二節，而中間一篇則是三個二十二節，因此它是按字母排

列的離合詩。耶利米哀歌 (The Lamentation Of Jeremiah)，在希伯來文被稱作「為什麼」，因為這是本卷書的

頭一個字，就是一章一節的「何竟」之意。 

 

八月十五日 

讀經 耶利米哀歌 1～5章；耶路撒冷被毀的「輓歌」。 

重點 耶利米的哀哭 (哀 1)；耶利米的嘆息(哀 2)；耶利米的盼望(哀 3)；耶利米的悲歎(哀 4)；耶利米的禱告 (哀

5) 。 

鑰節 【哀一 1】「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先前在列國中為大的，現在竟如寡婦！先前在諸省中為王后

的，現在成為進貢的。」 

【哀二 11】「我眼中流淚，以致失明；我的心腸擾亂，肝膽塗地！都因我眾民遭毀滅，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

內街上發昏。」 

【哀三 22～24】「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

的誠實極其廣大！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哀四 1~2】「黃金何其失光！純金何其變色！聖所的石頭倒在各市口上。錫安寶貴的眾子好比精金，現在何竟

算為窯匠手所作的瓦瓶？」 

【哀五 21】「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向你回轉，我們便得回轉；求你復新我們的日子，像古時一樣。」 

鑰字 「何竟」【哀一 1】──希伯來文被稱作「為什麼」，是希伯來文獨特的哀嘆用語，通常用作輓歌之首（賽一

21）。這卷書是耶利米為耶路撒冷的滅亡所寫的哀歌。本書的第一首哀歌，是以一個「何竟」開始的。這個「何

竟」的疑問詞是耶利米哀歌的特點，裡面含有悲慘的意義。在第一首哀歌，耶利米描寫耶路撒冷有如一個失去丈

夫和兒女的寡婦，遭遇坎坷，失去了「安慰」（2，9，17，21 節），「安息」（3 節另譯）和「草場」（6 節另

譯）。這是強調耶路撒冷今日之境況全是耶和華審判的結果。 

「我眼中流淚」【哀二 11】──當七十士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時，曾在卷首寫下如此之序言：「當以色列被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1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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擄，耶路撒冷成為荒涼之後，耶利米坐著哭泣，以此哀歌致哀」。第二章描述耶利米目睹國家的衰落，看見神的

榮耀、神的見證因著百姓的失敗而受到虧損，印證了他之前針對不悔改的百姓所發的預言。耶路撒冷終於陷落

了，他的預言已經應驗。究竟誰是真正神的先知，誰是假先知的問題已得到證實。但耶利米並沒有因此得意、高

興，反之他為現今的光景痛苦哀哭，心腸撕裂（二 11；三 19）。因為他是完全站在神的這一邊，以神的心為

念。所以，聖靈在他心中發動，使他感受到神的心粉碎了，因此他為著神的百姓而「流淚」！神何等愛祂的子

民，渴望要祝福他們；然而因著他們的過犯和罪孽，祂必須管教祂所親愛的。事實上，這位管教者比受管教的子

民們更痛苦。求神興起更多像耶利米與祂表同情的人。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哀三 23】──神的愛、神的同情，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新」的意思並不是說必須新

奇，乃是指永遠是新鮮的，是活的；在我們的老問題上他有新同情，在我們新的難處上他有新的同情。每天早晨

他的愛在那裡等候我們，為我們預備好了，要供應我們。好像作詩人所說：「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

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詩卅 5）這就是我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不論早

晚發生任何事情，我們都要仰望他，他總是憐憫我們的；他是復活，他是生命。── 江守道《神說話了》 

「你的誠實，極其廣大」【哀三 24】──我們的神是信實的，他向自己忠心。提摩太後書說「我們縱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後二 13）他向自己守信。有些時候，我們不忠心，但是我們的神

永遠向自己忠心；他向他自己的話語忠心，他向他自己的應許信實，他向他與我們所立的信實；他永遠是信實

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當我們回顧以往，就看見他向我們是何等的信實！ ── 江守道《神說話了》 

「黃金何其失光！純金何其變色！哀四 1】──第四首哀歌，也是從一個「為什麼」開始的。它為我們道出所受

災禍的原因或者軌跡，的確，他們在極深的苦難中，而這個苦難乃是神的管教。為什麼他們要受這樣的管教呢？

在第四首的哀歌中，告訴我們這個管教是因著百姓們的罪過。「黃金何其失光！」在神的眼中，神的百姓們乃是

黃金，他們對他來講是寶貴的，他們應該發光；然而這些黃金卻失去了他的光彩。這些最純淨精金已經改變了，

神從沒有改變，百姓改變了，神永不改變；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一樣的。他有一個名字，那就是永不改變

的。誰改變了呢？我們改變了，神的百姓們已經改變了。「聖所的石頭倒在各市口上。」這就是為什麼有如此的

毀壞臨到的原因。── 江守道《神說話了》 

「求你使我們向你回轉」【哀五 21】──以色列人可喻為退後的信徒，久受管教，渴望過往的特恩福分，但是

要想恢復，開始的困難很多。他想禱告，卻是不能。願意悔改，心卻十分剛硬，好似磨石一般。他想像以前一樣

地在事奉與敬拜中得著快樂，但仍不得要領。所以他十分迷惘與困惑。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應有什麼態度呢？最好像先知那樣有呼求神轉變人心，重新有蒙福和聖潔的經驗，祂若使

我們回轉，我們便得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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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復往昔的態度，情緒與工作，先應使自己絕對地順服神，要祂來幫助我們追求祂的恩惠。讓祂來規定標準，

我們就不難達到。祂在我們身上實現祂旨意的美事，有祂的能力就有信心的工作。 

有福的生活不是將以往的日子回復，而是我們應該期望更好的事，黎明要發展至午正。如果過去勝於現在，就該

求神恢復以前蝗蟲來吃盡的那日子。神是永存的，祂的寶座必定堅立於列代，祂能以生命能力的新脈搏，使我們

活潑起來。每到春季，祂使大地更新，好似創造的清晨一般清新美麗。「求你復新我們的日子，像古時一樣。」

──邁爾《珍貴的片刻》 

綱要 第一章：本章記載耶利米的哀哭。他親眼目睹耶路撒冷被毀，將聖城比作哭泣的寡婦。 全章分為四段：   

(一)  聖城遭難（1～7）──竟如寡婦，全都失去；因耶和華為她許多的罪過，使她受苦。 

(二)  罪的結果（8～11）──敵人奪取她的美物；外邦人進入她的聖所。 

(三)  先知哭泣（12～19）──錫安舉手，無人安慰，因耶和華是公義的！ 

(四)  向神禱告（20～22）──耶和華啊，求你觀看；願他們的惡行都呈在你面前。 

第二章：本章記載耶利米的嘆息。他描寫耶路撒冷被圍的情形，將聖城比作遮掩的女人。全章分為四段：   

(一)  神的發怒（1～14）──將以色列的華美從天扔在地上；定意拆毀錫安的城牆；使你被趕出本境。 

(二)  人的嗤笑（15～16）──凡過路的都向你拍掌；仇敵都向你大大張口。 

(三)  神的審判（17）──他(指以色列)傾覆了，神並不顧惜。 

(四)  向神禱告（18～22）──在主面前傾心如水，為他們的性命向主舉手禱告。 

第三章：本章記載耶利米的嘆息。他將耶路撒冷比作哭泣的先知，因聖城（代表百姓）的困苦和傷痛就是自己的

困苦和傷痛。全章分為四段：   

(一)  自述困苦（1～20）──因耶和華忿怒的杖，遭遇困苦；想念這些（反手、苦楚、石頭、熊、獅子、當箭

靶、茵蔯、沙塵），裡面憂悶。 

(二)  仍有指望（21～39）──神的憐憫不至斷絕；凡等候的，耶和華必施恩；因為主必不永遠丟棄人。 

(三)  省察悔改（40～54）──當深深考察自己的行為，再歸向耶和華；誠心向天上的神舉手禱告。 

(四)  向神禱告（55～66）──從深牢中求告袮的名；伸我的冤，救贖我的命；向他們施行報應。 

第四章：本章記載耶利米的悲歎。他將聖城比作失色的黃金，這都是神審判的後果。本章分為四段：   

(一)  昔日對比（1～10）──聖所的石頭倒在各市口上，都因眾民的罪孽比所多瑪的罪還大。 

(二)  神的發怒（11～16）──燒毀錫安的根基；將他們分散，不再眷顧。 

(三)  仇敵殘酷（17～20）──在山上追逼，在曠野埋伏，在坑中被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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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東遭報（21～22）──必追討罪孽，顯露罪惡。 

第五章：本章記載耶利米的禱告，求神記念他們的苦境，使他們復興，作為本書的結束。本章分為四段：   

(一)  求神記念（1～6）──記念所遭遇的事，觀看所受的淩辱。 

(二)  承認罪孽（7，16）──子孫擔當罪孽；我們犯罪了，我們有禍了！ 

(三)  複述苦況（8～18）──心中的快樂止息，跳舞變為悲哀。 

(四)  祈求復興（19～22）──求你使我們向祢回轉；求祢復新我們。 

核心

啟示 
第一章，本章我們看見耶利米的第一首哀歌，形容錫安（即耶路撒冷）被踐踏後荒涼的慘況。這種荒涼和悲慘的

情景也是先知內心感受的寫照──親眼目睹耶路撒冷被毀、神的百姓遭浩劫，怎能不叫憂國憂民的耶利米悲痛欲

絕！本章是以一個「為什麼」開始的，描寫耶路撒冷猶如哭泣的寡婦孀居哀悼。這首哀歌說出神子民們的傷痛與

苦難──以色列是神的選民，「為什麼」 會落到如此光景呢？難道神不知這些情況嗎？難道神沒有看見祂百姓的

苦情嗎？其實不然，耶利米認識： (1)耶路撒冷的遭難是因她自己的罪 (14 節) 和(2)神是公義的（1 8 節），祂的

審判是必要的。所以耶利米為神百姓的罪而哀哭，在痛苦中祈求祂的恩待和拯救（20 節）。 

第二章，本章我們看見耶利米的第二首哀歌，也是用「為什麼」作為開始，描寫耶路撒冷像被黑雲遮蔽，失去了

華美的見證，從天被扔到地上， 不被記念。神曾與以色列人立約， 並以迦南地賜給他們為業，他們「為什麼」 

竟會亡國被擄到如此光景？耶利米描述這場因神的震怒而來的災難，包括：長老坐地無語、處女慚愧垂頭、孩童

發昏等等。耶利米特別強調，這些嚴厲的刑罰不是從別處而來，乃是出乎神(17 節)。在此首哀歌中，他有 6 次明

確提到神的發怒。這是因以色列人不守約而自食惡果，惹神發怒，而帶來祂的公義管教。所以他呼籲以色列民要

全心全意地到神的面前「傾心如水」（19 節）。 

第三章，本章我們看見耶利米的第三首哀歌，將耶路撒冷比作哭泣的先知。本章是全詩的高潮。在此耶利米描寫

耶路撒冷（代表百姓）在困苦中有如自己身心靈所受的痛苦（反手、苦楚、石頭、熊、獅子、當箭靶、茵蔯、沙

塵）。耶利米對耶路撒冷的心，像極了主耶穌當時的心境（路十九 41）。雖然耶利米的語調是深切的悲痛與絕

望， 但本章的第二段，耶利米宣告神是使人有指望的神， 是憐憫、 慈愛、信實的神。「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

和華諸般的慈愛， 是因他的憐憫， 不至斷絕。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 你的誠實， 極其廣大。…… 耶和華是我的

分， 因此我要仰望他」（三 21～26）。這信息帶給當時百姓和今天的信徒何等無限的安慰。在這哀歌中我們看

見了悲痛、 熱情、 指望和美麗的最佳揉合，可說是黑夜中的歌聲，是困境中信心的吶喊，是絕望中的盼望。因

為神的慈愛是超過祂的公義；祂的管教帶著憐憫，祂的責打是因著祂的愛，祂的審判是催我們回頭。 

第四章，本章我們看見耶利米的第四首哀歌，描寫耶路撒冷像失光變色的金子。耶利米把耶路撒冷(錫安)在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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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前後的情況作了一個強烈對比，聖殿昔日的榮耀、光輝聲望已經成為過去，現有的只是頹垣敗瓦，這都是百姓

輕信假先知和祭司逼害義人（13 節），並且也是因為他們不願信靠神（17 節），卻寄望埃及來拯救他們的後

果。 

第五章，本章我們看見耶利米的禱告，作為前四首詩的結束。本書記載了耶利米多次的向神禱告祈求（一 20～

22； 二 18～22； 三 19，41，55～56； 五）， 特別在第五章， 整章都是禱告， 並且 20～21 節將他的呼求帶到最

高點。從耶利米的禱告中，我們看見一顆轉向神的心，並且他求神記念神選民的苦境，希望能觸動神憐憫之心，

因他知神是唯一的盼望和幫助。在我們羨慕耶利米禱告生命的同時，求主也讓我們能成為一個禱告的人，多為聖

徒和教會的復興禱告。 

默想 第一章，【哀一 1】「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先前在列國中為大的，現在竟如寡婦！先前在諸省中

為王后的，現在成為進貢的。」親愛的，但願從這哀歌中，察看在你身上是否有「何竟」、「為什麼」所包含的

故事。若你落神的管教中，不要只問「為什麼會發生」？而要問「為何落到如此光景」？從苦難或審判中，認識

自己， 也認識神的心，學習在謙卑和破碎的靈中回轉歸向祂，將自己降服在祂大能的手下(彼前五 6) ， 因祂

公義的管教而順服， 因祂的恩慈而祈求，藉此生出盼望與安慰，好叫你在苦境中重新得力。 

第二章，【哀二 11】「我眼中流淚，以致失明；我的心腸擾亂，肝膽塗地！都因我眾民遭毀滅，又因孩童和吃

奶的在城內街上發昏。」親愛的，耶利米流淚的禱告是否激起你到神面前，為教會的軟弱、聖徒的無力、周遭敗

壞的光景而代禱嗎？ 

第三章，【哀三 22～24】「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

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親愛的，耶利米宣告神是使人有

指望的神，是憐憫、慈愛、信實的神。所以不論發生任何事情，仰望和信靠這位憐憫的神以及祂的信實永不改

變，祂必保守、照顧和供應你！ 

第四章，【哀四 1~2】「黃金何其失光！純金何其變色！聖所的石頭倒在各市口上。錫安寶貴的眾子好比精金，

現在何竟算為窯匠手所作的瓦瓶？」親愛的，不要因自己養尊處優的生活是和自豪的成就感，失去了基督徒的見

證。願你珍惜神的同在，不讓自己從貴重的器皿變為瓦瓶(提後二 20～21)！ 

第五章，【哀五 21】「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向你回轉，我們便得回轉；求你復新我們的日子，像古時一

樣。」親愛的，一切的「復新」都是由禱告開始的。無論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忘了迫切求告主，讓聖靈作

工，使你回轉。你若以謙卑悔改的心向祂呼求，祂便樂意復興你、更新你、重建你！ 

禱告 父啊，不論我們發生任何事情，祢的信實極其廣大無邊！祢的愛、憐憫、供應每天早晨都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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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你信實何廣大】 (《聖徒詩歌》452首第 1節) 

父阿，在你並無轉動的影兒，你的信實極其廣大無邊；  

千萬億載你的恩惠永存在，你的憐憫像你永遠不變。 

（副）你信實何廣大！你信實何廣大！ 你的憐憫每晨都是新鮮！  

凡所需你聖手都豫備完全， 你的信實極其廣大無邊！ 

視聽――你信實何廣大～churchinmarlboro.org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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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 主要的話──死 

 

一至二           淒涼與悲哀 

三至四           苦難與盼望 

五            向神懇求 

 

重要主題──《靈修版聖經註釋》 

 

主題 解釋 重點 

耶路撒冷

的滅亡 

耶利米哀歌是為猶大

人的偉大之都所寫的

一首輓歌。聖殿被

毀，國王逃走，百姓

被擄。神早已警告過

他們，如果他們背棄

神，就必遭毀滅。現

在，一切均已發生

了，百姓方才明白自

己的情況，認罪悔

改。 

神的警告是正確合理

的，祂言出必行，必

懲罰犯罪的人。人只

有承認並離棄自己的

罪，才能得祂的拯

救。在神的警告未變

成現實之前悔罪離

罪，總比到受罰時才

醒悟好。 

神的憐憫 即使猶大人被巴比倫

人征服，慘痛非常，

但神的憐憫仍有效

用。百姓雖然對神不

敬不忠，但神的信實

極為美善。祂用這慘

痛的教訓將百姓帶回

自己身邊。 

神的信實是永遠的。

即使在人的痛苦中，

神仍慈悲地磨煉我

們，這就是最佳的證

據了。在苦難中，我

們應當禱告，求主寬

恕和拯救。 

犯罪的後

果 

神對百姓繼續背叛而

憤怒。罪惡是他們悲

慘受苦的原因，滅亡

是他們犯罪的結果。

國家的敗亡顯示了百

姓自傲自榮的無益。 

不斷背叛神等於自招

災難。我們對領導、

資源、聰明和能力的

信任，都不要超過對

神的信任，否則我們

將得到跟耶路撒冷一

樣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