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夏季訓練 -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八週)     耶利米書中神的經綸同祂的分賜         11 月 23 日- 11 月 29 日 

 

綱  要 

壹   耶利米十七章七至八節說，“信靠耶和華，以

耶和華爲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樹栽於水

旁，沿河邊扎根，炎熱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

翠，在乾旱之年毫無罣慮，而且結果不止”： 

貳   耶利米十七章十九至二十七節說到持守神的安

息日；持守神安息日的路，就是享受祂、安息於祂、

並滿足於祂這活水的泉源—二 13： 

叁   耶利米書是全本聖經的摘要；耶利米的豫言指

明惟有基督能完成神的經綸，並且惟有基督能回應

神在祂經綸裏的要求；耶利米所描繪的圖畫表明我

們算不得甚麼，基督對我們纔是一切： 

週一 11/23                                                   *禱讀 

耶利米書 17:7-8 

7 信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

了。8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沿河邊紮根，炎熱來到

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毫無罣慮，

而且結果不止。 

以賽亞書 37:31; 50:4-5 

37:31 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紮根，向上

結果。 

50: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

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喚醒我；祂喚醒我的

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50:5 主耶和華開

通我的耳朵；我並沒有違背，也沒有退後。 

但以理書 6:10  

但以理知道這文書已經簽署了，就到自己家裡，

（他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雙

膝跪下，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因他素常就是這樣

行。 

馬太福音 6:6; 14:22-23 

6:6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密室，關上門，禱告

你在隱密中的父，你父在隱密中察看，必要報答

你。14:22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在祂以先到對岸

去，等祂解散群眾。14:23既解散了群眾，祂就獨

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祂單獨在那裡。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八週,週一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

章：舊行為的繼續 

週二 11/24 

耶利米書 17:21-22 

21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在安息日擔甚

麼擔子，也不要帶甚麼進入耶路撒冷的各門。22也

不要在安息日從家中擔甚麼擔子出去；無論何工都

不可作，只要分別安息日為聖，正如我所吩咐你們

列祖的。 

出埃及記 31:17 

這是我與以色列人之間永遠的記號；因為六日之內

耶和華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暢。 

詩篇 27:8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的心向你說，耶

和華阿，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以賽亞書 30:15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你們得救在於歸回

安息；你們得力在於平靜信靠； 

馬太福音 11:28-30 

28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必使你們

得安息。29我心裡柔和謙卑，因此你們要負我的軛，

且要跟我學，你們魂裡就必得安息；30因為我的軛

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八週,週二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

章：回到迦南地；停在示劍 

週三  11/25 

出埃及記 31:13-15, 17 

13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為這是我與你們之間世世代代的記號，使你們知

道我是把你們分別為聖的耶和華。14所以你們要守

安息日，因為這是你們的聖日。凡瀆犯這日的，必

要被處死；凡在這日作工的，那人要從民中剪除。

15六日要作工，但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是

歸耶和華為聖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被處死。

17這是我與以色列人之間永遠的記號；因為六日之

內耶和華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暢。 

哥林多前書 3:6-9; 15:10, 58 

3: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3:7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

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 

3:8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

己的勞苦，得自己的賞賜。 

3:9 因為我們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的

建築。 

15:10 然而因著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這個人，

並且神的恩臨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眾使徒

格外勞苦，但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15: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

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

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以弗所書 4:14-15 

14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為波浪漂來漂去，並為一

切教訓之風所搖蕩，這教訓是在於人的欺騙手法，

在於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詭詐作為； 

15惟在愛裡持守著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

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裡面；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八週, 週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

章：上伯特利；住在希伯崙 

週四  11/26 

耶利米書 31:31-32 

31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

另立新約 32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

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是他們的丈

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希伯來書 7:22; 8:6, 10-11; 13:20-21 

7:22 祂就成了更美之約的保證。 

8:6 但如今耶穌已經得著更超特的職任，正如祂也

是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是憑更美的應許立定為法

的。8:10 主又說，因為這是那些日子以後，我要與

以色列家所立的約：我要將我的律法賜在他們心思

裡，並且將這些律法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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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他們各人絕不用教導自己同國之民，各人也絕

不用教導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

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13:20 但願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領群羊

的大牧人我們的主耶穌，從死人中上來的， 

13:21 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好實行祂的旨意；

祂是在我們裡面，藉著耶穌基督，行祂看為可喜悅

的事。願榮耀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八週, 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一

章：雅各的成熟（第 1-6段） 

週五  11/27 

耶利米書 31:33-34 

33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

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

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34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

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

必認識我，因為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

們的罪；這是耶和華說的。 

希伯來書 10:19-20; 12:1-2; 8:1-2; 

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

至聖所，10:20 是藉著祂給我們開創了一條又新又

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肉體， 

12:1 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

著我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

罪，憑著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12:2 望斷

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祂

為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

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8:1 我們所講之事的要點，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

司，祂已經坐在諸天之上至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8:2 作了聖所，就是真帳幕的執事；這帳幕是主所

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八週, 週五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一

章：雅各的成熟（第 7-10段） 

週六  11/28 

希伯來書 4:12, 14-16; 7:25; 10:21-22;  

4:12 因為神的話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

的劍更鋒利，能以刺入、甚至剖開魂與靈，骨節與

骨髓，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4:14 所以，我們既有一位經過了諸天，尊大的大祭

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堅守所承認的。4:15

因我們並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們軟弱的大祭司，祂

乃是在各方面受過試誘，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罪。 

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 

7:25 所以，那藉著祂來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

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為他們代求。 

10:21又有一位尊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 

10:22 並且在心一面，我們已經被基督的血灑過，

脫開了邪惡的良心，在身體一面，也已經用清水洗

淨了，就當存著真誠的心，以十分確信的信，前來

進入至聖所； 

歌羅西書 3:1-2 

1 所以你們若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尋求在上面的

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2 你們要思念在上

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 

以弗所書 1:17-18; 6:18 

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

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識祂； 

1:18 光照你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

盼望；祂在聖徒中之基業的榮耀，有何等豐富；

6: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

且為眾聖徒祈求，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七週, 週六 

詩  歌 中文補充本 詩歌 445首 

主日  11/29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希伯來書 4:7-9 

7 神就再指定一個日子，就是過了這麼長的時間，

在大衛書上所說的今日，正如祂前面所說的：“你

們今日若聽見祂的聲音，就不可硬著心。” 

8 若是約書亞已經使他們得了安息，此後神就不會

提起別的日子了。 

9這樣，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 

歌羅西書 2:16-17 

16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在節期、月朔、或安息日

方面，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17這些原是要來之事

的影兒，那實體卻屬於基督。 

希伯來書 8:1-2, 8-12; 12:1-2 

8:1 我們所講之事的要點，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

司，祂已經坐在諸天之上至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8:2 作了聖所，就是真帳幕的執事；這帳幕是主所

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8:8 但神既找出祂百姓的瑕疵，就說，“看哪，日

子將到，主說，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立定新

約， 

8:9 不是照著我拉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

的日子，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沒有恆守我的

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 

8:10 主又說，因為這是那些日子以後，我要與以色

列家所立的約：我要將我的律法賜在他們心思裡，

並且將這些律法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8:11 他們各人絕不用教導自己同國之民，各人也絕

不用教導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

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8:12 因為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絕不再記念他們的

罪。” 

12:1 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

著我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

罪，憑著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 

12:2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

終者；祂為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

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參讀：耶利米哀歌生命讀經第 12,17,39篇; 出埃及記
生命讀經第 172篇; 希伯來書生命讀經第 33,35,5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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