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夏季訓練 -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十週)     應許、豫言、餘數和恢復        12 月 07 日- 12 月 13 日 

 

綱  要 

壹   神揀選了以色列人，使他們成爲祂的子民，作

召會的豫表—羅九 11～13，徒七 38： 

貳   耶和華應許要使被擄的以色列回轉，並要領他

們回到他們的地—耶十六 15，三十 1～3，10～11，

16～19，三一 1～9，11～13： 

叁   耶利米豫言以色列要在巴比倫被擄七十年—二

五 11： 

肆   耶和華說，祂要將祂羊羣中所餘剩的，從祂趕

逐他們所到的各地招聚出來，領他們歸回自己的

草場，他們必繁衍增多—耶二三 3： 

伍   耶和華說，祂必使以色列人得着恢復—耶三十

17（痊愈，英譯作 recovery，恢復），三三 6： 

陸   以色列人從被擄歸回豫表召會的恢復—拉一 3

～11，尼二 11，17： 

週一 12/7                                                  *禱讀 

哥林多前書 10:1-3,11 

1 因為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們的祖宗

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2 都在雲裡，也在

海裡，受浸歸了摩西；3 並且都喫了一樣的靈食， 

11 這些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都是鑑戒，並且寫

在經上，正是為警戒我們這生在諸世代終局的人。 

耶利米書 29:10-14 

10 耶和華如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

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堅立我美善的話，將你

們帶回這地方。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

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好結局，有指望。12 你們要呼求

我，前來向我禱告，我就應允你們；13 你們尋求

我，若全心尋求，就必尋見。14 耶和華說，我必

被你們尋見，我也必使你們被擄的人歸回，將你們

從各國，和我所趕你們到的各處招聚來，又將你們

帶回我使你們被遷徙離開的地方；這是耶和華說的。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十週,週一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一

章：『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第

5-9 段） 

週二 12/8 

耶利米書 31:11-12, 1, 6-7, 13 ; 30:10-11, 18-19; 

31:11 因為耶和華救贖了雅各，拯救他脫離比他更

強之人的手。 

31:12 他們要來到錫安的高處歌唱，又湧向耶和華

的美福，就是五穀、新酒、新油、羊羔和牛犢；他

們的心必像澆灌的園子，他們也不再有一點愁煩。 

31:1 耶和華說，那時我必作以色列各家族的神，他

們必作我的子民。 

31:6 日子必到，在以法蓮山地守望的人，必呼叫說，

起來罷，我們可以上錫安，到耶和華我們的神那裡

去。31:7 因為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為雅各喜樂歡

呼，向萬國中為首的呼喊；當傳揚頌讚，說，耶和

華阿，求你拯救你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所餘剩的人。 

31:13 那時處女必喜樂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

一同喜樂；我要使他們的悲哀轉為歡喜，並要安慰

他們，使他們的憂愁轉為快樂。 

30:10 故此，耶和華說，我的僕人雅各阿，不要懼

怕；以色列阿，不要驚惶；因為我要從遠方拯救你，

從你後裔被擄到之地拯救他們，雅各必回來得享平

靜安寧，無人使他害怕。 

30:11 因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將我所趕散

你到的那些國，滅絕淨盡，卻不將你滅絕淨盡，倒

要適度管教你，絕不能不罰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30:18 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使雅各被擄去的帳棚歸

回，也必憐恤他的住處；城必重建在原舊的山岡上，

宮殿也照原樣有人居住。 

30:19 必有感謝和歡笑的聲音，從其中發出；我要

使他們增多，不至減少；使他們尊榮，不至卑微。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十週,週二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一

章：『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第 10-

15 段） 

週三  12/9 

耶利米書 25:11-12; 

11 這全地必然荒涼曠廢；這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

王七十年。12 七十年滿了以後，我必因巴比倫王

和那國民的罪孽懲罰他們，並懲罰迦勒底人之地，

使那地永遠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 

但以理書 9:2-3, 17, 19; 

2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從經書上得知耶和

華臨到申言者耶利米的話，論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

七十年為滿。3 我便禁食，披麻蒙灰，面向主神尋

求，禱告、懇求。 

17 我們的神阿，現在垂聽你僕人的禱告懇求，為

主的緣故使你的臉光照你荒涼的聖所。 

19 主阿，求你垂聽！主阿，求你赦免！主阿，求

你傾聽並行事！我的神阿，為你自己的緣故，求你

不要遲延；因你的城和你的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 

以弗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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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4:2 

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帖前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16 要常常喜樂，17 不住的禱告，18 凡事謝恩；因

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旨意。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十週, 週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二

章：有分於神的聖潔 

週四  12/10 

耶利米書 23:3-4; 

3 我要將我羊群中所餘剩的，從我趕逐他們所到的

各地招聚出來，領他們歸回自己的草場，他們必繁

衍增多。 

4 我必興起照管他們的牧人牧養他們；他們不再懼

怕，不再驚惶，也不缺少一個；這是耶和華說的。 

馬太福音 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

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以弗所書 1:22-23; 5:25-27; 

1: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

的頭；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

有者的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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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

為召會捨了自己。 

5:26 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5:27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

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成為聖別、沒有瑕疵。 

提摩太前書 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啟示錄 22:20  

見證這些事的說，是的，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

阿，我願你來！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十週,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二

章：聖靈所結的果子，基督成形在裡

面 

週五  12/11 

耶利米書 30:17; 31:33-34; 33:16; 

30:17 耶和華說，我必使你痊癒，醫好你的創傷；

因為他們稱你為被趕散的，說，這是錫安，是無人

探問的。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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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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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6 在那些日子，猶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

居住；這城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申命記 12:5, 7-8, 28 

5 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所選擇出來

立祂名的地方，就是祂的居所，那是你們當尋求的，

你們要往那裡去， 

7 在那裡，耶和華你們神的面前，你們和你們的家

屬都可以喫，並且因你手所辦的一切事蒙耶和華你

的神賜福，就都歡樂。8 你們將來不可照我們今日

在這裡所行的，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 

28 你要謹守聽從我所吩咐的這一切話，使你和你

的子孫可以永遠得福，因為你行了耶和華你神眼中

看為善、看為正的事。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十週, 週五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二

章：寶石的成功 

週六  12/12   

以斯拉記 1:1-3, 5, 11; 7:27-28; 

1:1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成就祂藉耶利米

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靈，使他通告全

國，下詔書說，1:2 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

上的神已將地上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

路撒冷為祂建造殿宇。1:3 你們中間凡作祂子民的，

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建造在耶路撒冷之耶和華

以色列神的殿；（祂是神；）願這人的神與他同在。 

1:5 於是，猶大和便雅憫的宗族首領、祭司、利未

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動他靈的人，都起來要上去建

造在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 

1:11 金銀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被擄的人從巴比倫

被帶上耶路撒冷的時候，設巴薩將這一切都帶上來。 

7:27 以斯拉說，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是當受頌讚的，

因祂把這樣的意思放在王心裡，要修飾在耶路撒冷

耶和華的殿； 

7:28 祂又在王和謀士面前，並王一切大能的軍長面

前施慈愛與我。因耶和華我神的手幫助我，我就得

以堅強，從以色列中招聚首領，與我一同上來。 

尼希米記 2:17 

以後，我對他們說，我們所遭的禍患，耶路撒冷怎

樣荒涼，城門被火焚燒，你們都看見了。來罷，我

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 

啟示錄 21:2-3, 22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

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

帳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百姓，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

的殿。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第十週,週六 

詩  歌 中文小本 詩歌 507 首 

主日  12/13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歷代志下 36:23  

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地上萬國

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祂建造殿宇。

你們中間凡作祂子民的，可以上去，願耶和華他的

神與他同在！ 

詩篇 26:8; 46:4-5; 126:1-4; 

26:8 耶和華阿，我愛你所住的殿，和你的榮耀所居

之處。 

46:4 有一道河，這河的支流，使神的城快樂；這城

就是至高者支搭帳幕的聖處。46:5 神在城中；城必

不動搖；到天一亮，神必幫助這城。 

126:1 當耶和華使那些被擄的人歸回錫安的時候，

我們好像作夢的人。126:2 那時我們滿口喜笑，滿

舌歡呼。那時列國中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

事。126:3 耶和華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

126:4 耶和華阿，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回，好像

南地的河水復流。 

以斯拉記 6:5  

並且神殿的金銀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

的殿中取出，帶到巴比倫的，要歸還帶到耶路撒冷

的殿中，各按原處放在神的殿裡。 

哈該書 1:14  

耶和華激動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的靈，

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的靈，並一切餘剩之

百姓的靈；他們就來，在萬軍之耶和華他們神的殿

作工。 

參讀： 耶利米書生命讀經第 24, 27 篇; 以理書第 15

篇; 以斯拉記生命讀經第 2-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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