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更經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二週) 哈拿的職事

苦情，記念我，不忘記你的婢女，賜你的婢女一個
男孩，我必將他終身獻與耶和華，不用剃刀剃他的
壹、我們必須領悟甚麼是主的恢復；主的恢復是要
頭。
建造錫安，錫安豫表得勝者乃是基督身體的實際，
列王紀上 9:3
3 耶和華對他說，你在我面前所禱告懇求的，我都
要終極完成聖城新耶路撒冷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二週）, 週一
應允了；我已將你所建造的這殿分別為聖，把我的
貳、撒母耳記上在豫表上給我們看見君王基督（由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 5 章:推雅推喇教會（1-5
名永遠立在那裡；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裡。
段）
大衞所豫表）和祂的國被帶進來
但以理書 9:17-19
週二 5/17
17 我們的神阿，現在垂聽你僕人的禱告懇求，為主
叁、撒母耳記上代表一種帶進君王和祂國度的職事；
啟示錄 21:2-3
的緣故使你的臉光照你荒涼的聖所。
我們可稱之爲『哈拿的職事』
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豫 18 我的神阿，求你側耳聽；睜眼看我們的荒涼，和
肆、哈拿的經歷表明，我們需要在愁苦時在主面前 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稱為你名下的城；我們在你面前懇求，原不是靠自
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 己所行的義，乃是靠你的大憐恤。
傾心吐意；（撒上一 6，10，15～16；）在出埃
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百姓， 19 主阿，求你垂聽！主阿，求你赦免！主阿，求你
及十五章，以色列人來到瑪拉的苦水那裏；百姓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傾聽並行事！我的神阿，為你自己的緣故，求你不
摩西發怨言，他『呼求耶和華，耶和華指示他一棵 歌羅西書 4:2
要遲延；因你的城和你的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
2 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羅馬書 8:26-27
樹。他把樹丟在水裏，水就變甜了』—22～25 節
以弗所書 6:18
26 況且，那靈也照樣幫同擔負我們的軟弱；我們本
週一 5/16
*禱讀
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 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那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
詩篇 48:2;50:2
且為眾聖徒祈求，
息，為我們代求。
48:2 在北面的錫安山，是大君王的城，居高華美， 詩篇 24:1-3;7-8
27 那鑒察人心的，曉得那靈的意思，因為祂是照著
為全地所喜悅。
1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 神為聖徒代求。
50:2 從全美的錫安，神已經發光了。
和華。
腓立比書 4:6
啟示錄 14:1,4-5
2 祂把地奠定在海上，堅立在江河之上。
6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
1 我又觀看，看哪，羔羊站在錫安山上，同祂還有 3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祂的聖所？
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十四萬四千人，額上都寫著祂的名，和祂父的名。 7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阿，你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二週）, 週三
4 這些人未曾與婦女在一起受到玷污，他們原是童 們要被舉起；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 5 章:推雅推喇教會（11-14
段）
身。羔羊無論往那裡去，他們都跟隨祂。他們是從 8 那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剛強大能的耶和華，在
週四 5/19
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
爭戰中有大能的耶和華！
詩篇 24:9-10
5 在他們口中找不著謊言，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但以理書 7:14
詩篇 74:2;135:21;53:6;9:11;132:13-14
14 權柄、榮耀、國度都給了祂，使各族、各國、各 9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阿，你
74:2 求你記念你古時所買來的會眾，就是你所贖作 方言的人都事奉祂。祂的權柄是永遠的權柄，不能 們要把頭抬起；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10 那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祂是榮耀的
你產業支派的，並記念你所居住的錫安山。
廢去，祂的國必不毀壞。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二週）,
週二
王！(細拉)
135:21 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華，當從錫安受頌讚。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
5
章:推雅推喇教會（6-10
啟示錄 11:15,17
阿利路亞。
段）
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
53:6 但願以色列的救恩從錫安而出！神使祂被擄的
週三 5/18
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子民歸回，那時雅各要歡騰，以色列要喜樂。
撒母耳記上 1:11
17 今是昔是的主神，全能者阿，我們感謝你，因你
9:11 應當歌頌住在錫安的耶和華，將祂所行的傳揚
11 她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阿，你若垂顧你婢女的
綱要

在眾民中；
132:13 因為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
所，
132:14 說，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我要住在這裡，
因為是我所願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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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著你的大能作王了。
啟示錄 12:10
10 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力、
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
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經被
摔下去了。
但以理書 2:44
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日子，天上的神必興起一國，永
不敗滅，國權也不留歸別民，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
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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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5/21
撒母耳記上 1:10-11,15,20
10 哈拿魂裡愁苦，就向耶和華禱告，痛痛哭泣；
11 她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阿，你若垂顧你婢女的
苦情，記念我，不忘記你的婢女，賜你的婢女一個
男孩，我必將他終身獻與耶和華，不用剃刀剃他的
頭。
15 哈拿回答說，我主阿，不是這樣。我是靈裡受壓
的婦人，淡酒濃酒都沒有喝，但在耶和華面前傾心
吐意。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二週）, 週四
20 哈拿就懷孕，時候到了，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 5 章:推雅推喇教會（15-18
名叫撒母耳，說，因為他是我從耶和華求來的。
段）
出埃及記 15:23,25-26
週五 5/20
23 到了瑪拉，不能喝那裡的水，因為水苦；所以那
啟示錄 12:5,10-11
地名叫瑪拉。
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 25 摩西呼求耶和華，耶和華指示他一棵樹。他把樹
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和祂的寶座那裡去了。
丟在水裡，水就變甜了。耶和華在那裡為他們定了
10 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力、 律例、典章，在那裡試驗他們；
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 26 又說，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神的話，又行我眼中
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經被 看為正的事，側耳聽我的誡命，守我一切的律例，
摔下去了。
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為我
11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 是醫治你的耶和華。
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自己的魂生命。
彼得前書 2:21-24
啟示錄 3:5-6,12-13,21-22
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
5 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絕不從生命冊上塗 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
抹他的名，並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眾使者面 22 祂沒有犯過罪，口裡也找不到詭詐；
前，承認他的名。
23 祂被罵不還口，受苦不說威嚇的話，只將一切交
6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給那按公義審判的。
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 24 祂在木頭上，在祂的身體裡，親自擔當了我們的
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義活著；因祂
（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
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二週）, 週六
13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詩 歌
補充本 第 214 首
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
主日 5/22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一樣。
詩篇 62:1-12
22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1 我的魂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祂而
來。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二週）, 週五
2 惟獨祂是我的磐石和我的拯救，是我的高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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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很動搖。
3 你們大家攻擊一人，把他殺害，如同毀壞歪斜的
牆，將倒的壁，要到幾時呢？
4 他們彼此商議，專要從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
們喜愛謊話；口雖祝福，心裡卻咒詛。(細拉)
5 我的魂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
盼望是從祂而來。
6 惟獨祂是我的磐石和我的拯救，是我的高臺，我
必不動搖。
7 我的拯救和我的榮耀，都在於神；我力量的磐石，
我的避難所，是在神裡面。
8 百姓阿，你們當時時信靠祂，在祂面前傾心吐意；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細拉)
9 下流人不過是虛空，上流人不過是虛假；放在天
平裡就必升起；他們一共比空氣還輕。
10 不要靠強暴得財，也不要妄想靠搶奪得利；若財
寶加增，不要放在心上。
11 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就是能力屬於神。
12 主阿，慈愛也是屬於你，因為你照著各人所行的
報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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