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對以⾊列的⼼意—21天靈修 



簡介 

本⼿冊從以下三個主題來幫助我們了解神對以⾊列的⼼意和⽬的。 

• 神對以⾊列愛的語⾔ 

• 神和以⾊列之間的盟約 

• 神對耶路撒冷的揀選 

每⼀個主題會持續⼀週。 

除此以外有很多其它的主題可以表達神對以⾊列的⼼意和揀選。我們以上的三個主題只是神⼤計

畫的⼀部分，並不能完全表達神的⼼意。 

 



第⼀週簡介 

我們會默想神對以⾊列愛的⾔語。祂使⽤我們⼈類可以理解的強烈情感來表達祂的愛意。 

 



 

第⼀天 

造物主是你的丈夫 

“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救贖你的是以⾊列的聖者，他必稱為全地之

神。 耶和華召你，如召被離棄⼼中憂傷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神所說的。 

「我離棄你不過⽚時，卻要施⼤恩將你收回。 我的怒氣漲溢，頃刻之間向你掩⾯，卻要以永遠的

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華你的救贖主說的。” 

 以賽亞書 54:5-8  

神⽤結婚誓⾔來表達祂對以⾊列的愛。⼀⽣幸福美滿的婚姻似乎是⼈類內⼼的普遍願望。尋找良

好、忠實的配偶的願望源於我們⼈類的內⼼深處。 動⼈的愛情故事讓男⼥⽼少都著迷。 

神選擇使⽤這種熱情的愛的語⾔來表達祂對以⾊列愛之強烈。 你的創造者就是你的丈夫！ 這個宣

⾔是如此強烈，如此個⼈，如此親密！萬物的創造者宣稱，祂與以⾊列家有⽴約的關係。祂是以

⾊列忠實的丈夫。 神是她永遠的⼒量，保護者和供應者。 



神不希望以⾊列誤會，祂並沒有離棄她。祂的愛是亙古不變的， 祂的憤怒也只是轉眼之間。 祂的

管教是對以⾊列永恆承諾和熱情的⼀部分。懷著極⼤的憐憫，神將召聚以⾊列家，耶和華你的救

贖主說：“我將以永恆的慈愛憐恤你” 。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對以⾊列的永恆之愛。 你是她的丈夫。 我們感謝你，因為彌賽亞

的來到，我們被嫁接到了真橄欖樹上，因此我們分享以⾊列的產業。我們感謝你為了新婦獻出你

的獨⽣愛⼦的⽣命（弗5:25）。 

我們禱告你將藉著你的聖靈讓猶太⼈遇⾒你，讓他們看到，即使他們感到你已將他們在⼤屠殺中

拋棄，但你對他們的愛與憐憫是永恆不變的。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天 

如戀愛般的永恆新鮮之愛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也以誠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

識我耶和華。”  

何西阿書 2:19-20  

訂婚會帶來無與倫⽐的興奮。隨著訂婚的臨近，雙⽅的愛情也在快速升溫，相互欽佩，熱情的慾

望和無盡的喜悅充滿了未來新娘和新郎的⼼。他們體驗到新鮮，純真和對未來的希望。 他們相互

吸引，周圍的環境似乎消失了。 幸福的愛情⼤⾨在他們⾯前緩緩敞開。 



當以⾊列的⾏為如同妓⼥⼀般，神卻應許要與以⾊列訂婚。祂嫉邪的愛 終將使⼀切得到更新。

祂忠貞不渝的情感改變了以⾊列的未來。神不譴責祂的新娘，祂想要她單單來愛祂，擺脫其它所

有的戀⼈。她既不被拒絕也不會被取消資格。以⾊列是被愛的，是的，永遠被愛！ 

神⽤訂婚的⽅式表達祂的情感。 祂不感到無聊或負擔。 祂沒有因為責任⼼⽽勉強遵守盟約，⽽仍

然對新娘充滿熱情。祂的愛可以征服任何令⼈⼼碎的失望。以⾊列對祂是如此寶貴，祂不會放棄

她，祂不會讓她被陌⽣⼈所吸引。祂會將她帶⼊公義、堅定的愛與憐憫的世界。以⾊列將改變，

並會認識他。 無論過去如何，神為祂⼼愛的以⾊列將打開光明的未來。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感謝你對以⾊列永遠的熱情。 感謝你讓我們了解你對以⾊列的感受。 你

⽤⼈類內⼼ 強烈的情感表達你的熱情。 

我們為猶太⼈向你祈禱，特別是為那些認為⾃⼰離你太遠的⼈祈禱。讓他們知道你是誰。讓他們

知道你對他們的⼼意。讓他們知道你已經準備好與他們⼀起撰寫新的故事，並且他們與你將擁有

光明的未來。 

我們禱告興起許多忠實的⾒證⼈去向猶太⼈傳福⾳，與他們分享神國的好消息，以憐憫同情來對

待全世界的彌賽亞肢體。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三天 

如對待新⽣兒般的溫柔 

“「錫安說：『耶和華離棄了我，主忘記了我。』婦⼈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她所⽣的

兒⼦？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 

以賽亞書 49:14-16  
神⽤⼈類內⼼ 強烈的情感表達了對耶路撒冷永不改變的愛。 ⼀位⺟親不會忘記她吃奶的嬰兒。 

她不會對⾃⼰飢餓的，哭泣的孩⼦無動於衷。 即使⼥⼈不在乎⾃⼰肚中的嬰孩，神也不會忘記或

拋棄錫安。 祂以⺟親般的慈愛、溫柔關懷來愛她。 

神在祂的⼿掌上刻了耶路撒冷、錫安連同以⾊列的名字。在各各他，耶穌被刺穿了雙⼿，使得這

⼀宣⾔有了充分的意義。耶穌⾸先（但不僅是）為以⾊列家中迷失的⽺⽽死。以⾊列⼀直是祂關

注和關懷的中⼼。 



每個⼈都有獨⼀的指紋和掌紋。 它們可以⽤來準確地識別⼈。錫安在神的⼼⾥。祂已將⾃⼰與她

聯繫起來。祂對耶路撒冷的愛描述了祂是誰，並彰顯了祂的身份。神將以⾊列刻在祂的⼿掌上。

神和以⾊列是不可分離的。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贊同你對錫安不⽌息的溫柔和關懷，你已與以⾊列⽴約。耶路撒冷吸引

了你的全部注意⼒，她的牆垣⼀直出現在你⾯前。你永遠不會忘記她。你與她已永遠聯繫在了⼀

起。 

求啟示我們以⾊列在你⼼中的地位。求告訴基督的肢體錫安在你眼中有多麼重要。帶領我們進⼊

成熟的愛情；你如何溫柔地愛以⾊列，我們也想要如此愛你和他們。我們還想知道你是如何溫柔

地愛耶路撒冷。你對她的愛揭示了你的性格，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你的內⼼。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四天 

以⾊列是我的⻑⼦ 
“你要對法⽼說：『耶和華這樣說：以⾊列是我的兒⼦，我的⻑⼦。我對你說過容我的兒⼦去，

好侍奉我，你還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殺你的⻑⼦。』” 

出埃及記 4:22-23  

神宣告以⾊列是祂的⻑⼦。那時，雅各的⼦孫遍地，漸漸成⻑為⼀個國家。神說祂是以⾊列這個

⺠族的⽗親。祂不是在談論⼀個⼈，⽽是⼀個⺠族。儘管如此，祂與如此龐⼤的⺠族之間的⽗⼦

關係既⾮沒有⼈情味，也不清⾼超然。 

神在祂的⻑⼦與法⽼的⻑⼦之間劃了⼀條線。就像⽗親保護鄰居對⼦⼥的霸凌⼀樣，神也對付了

法⽼，因為祂不能讓⾃⼰的孩⼦再遭受虐待了。祂不再容忍對祂的孩⼦們也就是雅各家的欺壓

了。祂起來制⽌流無辜者的⾎，也制⽌了法⽼的謀殺政策。神說：“不得再發⽣種族滅絕！不得再



殺害我的⻑⼦們–我的朋友亞伯拉罕的後代！如果你繼續這樣做，我會殺了你們的兒⼦，你們的⻑

⼦！ 當你苦待他們時，你會明⽩我說的！” 

法⽼不得不了解，當他觸動以⾊列時，他也必須⾯對神的憤怒。以⾊列對神來說是及其個⼈的，

這是祂的家⼈，神會捍衛和保護祂的⻑⼦。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對以⾊列的⽗愛。我們感謝你撫養並保護你的⻑⼦。感謝你為了

以⾊列挺身⽽出，你是以⾊列的好⽗親。 

我們祈求教會可以來擁抱以⾊列是神⻑⼦的這⼀真理，認同沒有⼈可以取替他們的地位。我們禱

告全球的教會將會承認她們是枝⼦，⽽不是樹根，是被嫁接到以⾊列這棵橄欖樹上的枝⼦。 

我們祈求教會與以⾊列共同站⽴，⽽不是與他們對抗。我們祈禱全地的信徒認同神對猶太⼈的旨

意。我們祈禱基督的肢體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反猶主義。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五天 

如⽗親般扶持著他的孩⼦ 

“在你們前⾯⾏的耶和華你們的神必為你們爭戰，正如他在埃及和曠野，在你們眼前所⾏的⼀

樣。你們在曠野所⾏的路上，也曾⾒耶和華你們的神撫養你們，如同⼈撫養兒⼦⼀般，直等你們

來到這地⽅。你們在這事上卻不信耶和華你們的神！他在路上，在你們前⾯⾏，為你們找安營的

地⽅，夜間在⽕柱裡、⽇間在雲柱裡，指示你們所當⾏的路。”  

申命記 1:30-33  

神如同⽗親般細⼼地照顧兒⼦，以此來表達祂對以⾊列的愛。以⾊列對神來說好⽐⽗親對他的幼

⼦⼀般。神帶著孩⼦⾛路。祂不會讓⾃⼰的孩⼦無助地在⽣活的沙漠中徘徊。神為他們指明了⽅

向。祂也為⾃⼰的孩⼦⽽戰。作為⽗親，祂不會讓孩⼦們毫無保護，隨時注意仇敵的攻擊。當他

沒有⼒量在曠野⾏⾛時，神將祂的⻑⼦扛在肩上。神承擔著他⼦⺠的軟弱。祂時刻⾛在以⾊列

前，為他們尋找⼀個⽀搭帳篷的地⽅，⼀個讓以⾊列安息並且安全的地⽅。 祂以⼀切可能的⽅式

表達祂的⽗愛，從⽽揭示祂的情感。 



神與以⾊列如此靠近。他們⼀起同⾏，神也了解以⾊列所處的狀況和處境。作為⽗親，祂既不遙

遠也不冷漠，從來不會缺失⽗親的⻆⾊。神積極地參與在以⾊列的⽣命之旅中，並不斷帶來積極

⽽有益的幫助。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這麼多實際的⽅式向以⾊列展示你的⽗愛，啟示你⾃⼰。感謝

你樂意來參與以⾊列孩⼦們的⽣活。你幫助疲乏的，保護軟弱者。你⾛在⼦⺠們的⾯前，為他們

指明道路。你享受與他們同⾏並四維環繞他們。當他們拒絕你的幫助時，你會傷⼼。當他們想獨

⾃離開時，你會悲傷。 

向猶太⼈啟示你⾃⼰。讓他們知道你想要與他們建⽴⽗⼦或⽗⼥的關係。向他們顯明，耶穌不僅

是彌賽亞，也是來到你⾯前唯⼀的途徑，更是通往你⽗親之⼼的通道。讓他們看到，相信耶穌是

彌賽亞可以與你建⽴親密關係。 

在基督的肢體上彰顯您對以⾊列的溫柔關懷，告訴我們您有多愛您的⻑⼦，將您對以⾊列的愛傳

遞給我們。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六天 

以⾊列是神的產業 
“ 耶和華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產業本是雅各。耶和華遇⾒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就環

繞他，看顧他，保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如鷹攪動巢窩，在雛鷹以上兩翅搧展，接取雛

鷹，背在兩翼之上。這樣，耶和華獨⾃引導他，並無外邦神與他同在。”  

申命記 32:9-12 

以⾊列是神的份，雅各是祂的產業。這是多麼值得讚賞和感謝的聲明！多麼有歸屬感的宣⾔！ 

我們經常說神是我們的份和產業，這是事實。我們將祂視為 偉⼤的禮物，包括祂給予我們的祝

福和永恆的獎賞。在這裡，以⾊列是神的遺產。如同孩⼦使家庭完全，雅各也使神的家完全。以

⾊列是祂的寶⾙，就如孩⼦是⽗⺟的寶⾙。多麼有⼒的價值宣⾔！在神的眼中，我們是何等的重

要。 

神⽤⽼鷹愛護雛鷹做⽐喻表達祂對以⾊列的愛。唯有倚靠祂的細⼼照顧，雅各才能在仇敵林⽴的

曠野中倖存下來。神圍繞保護著以⾊列，照顧他，讓他成為神眼中的瞳⼈。這對神來說是⾮常個

⼈、敏感和寶貴的。以⾊列遇到的任何苦難主都能⽴刻感受到。 



就像⽼鷹訓練雛鷹⾶翔，⼩⼼地看著它們，並在每⼀步中為它們提供⽀持⼀樣，神教導以⾊列要

信任並跟隨祂。每當雅各有需要時，祂都會耐⼼地⽀持和幫助。祂不會讓以⾊列跌倒，⽽是會抓

住她，並把她抱在翅膀上。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對以⾊列的愛。感謝你讓我們知道雅各是你的產業，以⾊列的⼦

⺠對你來說是這麼的珍貴，你是那麼細緻地看顧和照料他們。我們通過耶穌基督嫁接到以⾊列這

棵真橄欖樹上，使得我們也成為了你的產業。 

讓教會知道以⾊列是你眼中的瞳⼈。擴張她們的理解，讓她們感受到你的情感。與教會分享你的

內⼼，引導我們⽤愛和禱告圍繞著猶太⻑兄。當機會來臨時，當他們軟弱時，讓我們像你⼀般的

照顧他們。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七天 

以⾊列的好牧⼈ 
“ 他必像牧⼈牧養⾃⼰的⽺群，⽤膀臂聚集⽺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的。” 

以賽亞書 40:11 

神在這裡被描繪成⼀位對以⾊列善良⽽溫柔的牧⽺⼈。以⾊列中的⼤多數⼈都可以⽴即理解，因

為許多⼈也是牧⽺⼈。這種表達⾮常接近他們的⽇常經驗。他們可以從牧⽺⼈的舉動中“看到”牧

⽺⼈的⼼。神的每個⼿勢都體現了祂作為牧⽺⼈的耐⼼、慷慨和對靈魂的關懷。 

以⾊列的牧⽺⼈為所有⼈提供⼀切，但祂對弱⼩者情有獨鍾。祂特別照顧弱者。祂不排斥弱勢群

體，⽽是照顧他們。在以⾊列經歷苦難時，神⿎勵、保護並安慰他。神沒有忽視無助和虛弱的

⼈。祂親⾃承擔更多責任，以便弱⼩者能夠應付困難的情況。神承擔了他們的軟弱。對待弱⼩者



的⽅式體現出了領袖的內⼼。“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產業的，那民是

有福的！” （詩篇33:12 ）這段經⽂中彰顯了神品格的美麗。 祂謙虛溫和，溫柔謙卑。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我們的好牧⼈。我們感謝你細⼼照料你的孩⼦以⾊列，溫柔細

⼼地照料弱者。使我們認識到你歡迎軟弱的來到你的臂膀下，環抱他們貼近你的胸懷，你向他們

彰顯你⾃⼰。 

我們也為猶太⻑兄禱告。求你開他們的眼睛看到你溫柔的愛。讓他們正確的看待你，打破⼀切的

謊⾔，讓他們看⾒你是他們的好牧⼈。⽗神差派⽽來的耶穌基督才是彌賽亞，是你⾁身的顯現。

吸引他們認識耶穌，吸引他們了解你的⼼。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週簡介 

我們會來默想神與以⾊列的約定。 

 



 

第⼋天 

神與以⾊列⽴定了永約 

“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我的約，做永遠的約，是要做你和你後裔的神。”  

創世紀 17:7 
“神說：「不然，你妻⼦撒拉要給你⽣⼀個兒⼦，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的約，
做他後裔永遠的約。”  

創世紀17:19 

神與祂的朋友亞伯拉罕訂⽴了獨特的約定。亞伯拉罕和他的後代都跟神之間建⽴了永遠的約—就

是要做他們的神。這個約定也傳承給了以撒，⽽以實瑪利作為亞伯拉罕的⻑⼦只是得到了祝福。 

神以獨特的⽅式將⾃⼰與雅各的後代連結。祂要做他們的神，以⾊列也要永遠成為神的⼦⺠。他

們之間的約是故事的主線。神對盟約諾⾔的信實是“所有事件”背後的“原因”。神⼀直在拯救和愛

護他的⼦⺠，即使他們叛逆並⼀再拒絕祂。祂的管教是祂信實的重要組成部分。神也不會讓他們

誤⼊歧途，⽽是把他們叫回祂身邊。祂不斷地追求祂的⼦⺠，即使他們不斷地頑固抗命，神依舊



為他們提供機會重頭再來。祂偶爾使⽤審判的杖懲罰以⾊列，但祂仍然再次歡迎他們回歸到祂的

懷抱。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您與以⾊列的永恆盟約。我們何等感謝你的信實傳與萬代。你⼀直

忠於以⾊列。因著我們是新約的⼀部分，我們也可以來信靠你。你將永不放棄我們，我們敬拜

你。 

求你打開全球教會的眼睛，讓他們看到你與以⾊列的永約。讓基督的肢體看到，由於你與朋友亞

伯拉罕的約，雅各的兒⼦在你⼼中佔有獨特的地置，興起基督徒為你所愛的⼈來代禱。 

教導我們“閱讀”您對以⾊列的管教，因為這是你信實的體現。幫助我們正確地解釋你與你⽴約百

姓之間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你在⼀直不斷地追求它們。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九天 

我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這是我的名，直到永遠 

“摩⻄對神說：「我到以⾊列⼈那裡，對他們說：『你們祖宗的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他們

若問我說：『他叫什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呢？」神對摩⻄說：「我是⾃有永有的。」⼜

說：「你要對以⾊列⼈這樣說：『那⾃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神⼜對摩⻄說：「你要對

以⾊列⼈這樣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發我到

你們這裡來。』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紀念，直到萬代。”  

出埃及記 3:13-15 
⾸先，神稱⾃⼰是“⾃有永有的”。祂是⼀直存在，絕對的，從不改變，永恆的存在。祂是⼀切物

質的創造者。其次，祂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祂親⾃向他們啟示並和他

們⽴約。祂⾃我介紹的總結就是“這是我的名直到永遠”。因著上⽂下，“這”既是指“（YHWH）耶

和華”，也是指“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 

神希望被稱為“除了我以外，任何⼈都無法完美定義的⼈”，“我是⾃有永有的” 或 “耶和華”。 但

是，祂選擇通過與祂⽴約的朋友們來啟示⾃⼰。萬物的創造者，宇宙的神希望永遠被認可為是與



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結交並與他們⽴約的神。這段經⽂表明了神有多麼重視這樣的關係並尊重

祂的盟約，因為他們是神按照⾃⼰的形象所創造的。 

神既不是“不可知的創造者”，也不是“未定義的⾄尊存在”。祂與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盟約為

那些尋求與創造主建⽴真實關係的⼈鋪平了道路。祂已向祂的朋友們啟示了祂⾃⼰，祂也希望有

更多的⼈來認識他。 更重要的是，神希望通過祂的兒⼦彌賽亞耶穌基督被⼈認識。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全能真神。我們敬拜你，因你讓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認識

你。感謝你與他們建⽴盟約。感謝你讓你的名永遠聲名遠揚—耶和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神。感謝您的兒⼦耶穌基督—您的終極啟示。 

我們祈禱你來喚醒以⾊列，讓他們接受他們屬於你的這個現實，接受你是他們永遠的上帝。我們

祈禱他們能認識到⾃⼰的身份，和屬於他們和呼召。我們祈禱他們會回到你身邊，放棄⾃我定義

的嘗試。 

我們禱告全地的教會都會明⽩，我們信仰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您與以⾊列的約。讓教會把神從先祖

時代開始的救贖故事看作是新約的⼀部分。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天 

他們看⾒了以⾊列的神 
“摩⻄、亞倫、拿答、亞⽐⼾，並以⾊列⻑⽼中的七⼗⼈，都上了⼭。 他們看⾒以⾊列的神，他

腳下彷彿有平鋪的藍寶⽯，如同天⾊明淨。他的⼿不加害在以⾊列的尊者身上。他們觀看神，他

們⼜吃⼜喝。”  

出埃及記 24:9-11  
神在⻄奈⼭與祂的⼦⺠⽴約之後⾺上啟示了祂是誰。在這個驚⼈的顯現中，祂被確定為以⾊列的

神。祂想使⾃⼰成為以⾊列的神。祂是宇宙的創造主，全能之君，⾃有永有的，卻選擇以祂的⼦

⺠來為⾃⼰命名。多麼不可思議的謙遜！多麼強有⼒的團結聲明！多麼令⼈驚嘆的愛情宣⾔！ 

為了愛，神以祂⼦⺠的名字命名，就像新娘通過婚姻的結合改到新郎的姓⼀樣。藉著⽴約，神和

以⾊列成為⼀個像丈夫和妻⼦合⽽為⼀的⼈。他們不再是兩⼈⽽是⼀⼈。神的命運和以⾊列的命

運永遠地聯結在⼀起。 

這個故事講的是神的性格。祂因著愛⽽擁抱我們。神已準備好通過約定使⾃⼰與我們⼈類連結。

通過神的兒⼦耶穌充分地證明了這⼀點，祂想要與我們分享，想要使我們批戴上祂的榮耀。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萬物的創造主，卻使⾃⼰被稱為以⾊列的神。我們感謝你對以

⾊列以及對我們愛的程度。你渴望通過盟約與我們稱為夥伴的願望超出了我們的理解，願我們的

內⼼能緊緊抓住你驚⼈的愛。 

我們禱告使我們對您的盟約有更深刻的啟示。向我們展示⽴約應許的⼒量，並指教我們尊榮這個

約。 打開我們⼼中的眼睛，看到你對盟約的信實，教導我們如何⾛進這樣的啟示。 

讓全地的教會清楚地認識到愛神的重要（⾺可福⾳12:29）並跟隨以⾊列的彌賽亞耶穌基督。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天 

神堅定祂與雅各和⼤衛之約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說：「你沒有揣摩這百姓的話嗎？他們說：『耶和華所揀選的⼆族，他

已經棄絕了。』他們這樣藐視我的百姓，以為不再成國。耶和華如此說：若是我⽴⽩⽇⿊夜的約

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例，我就棄絕雅各的後裔和我僕⼈⼤衛的後裔，不使⼤衛的

後裔治理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後裔。因為我必使他們被擄的⼈歸回，也必憐憫他們。」”  

耶利⽶書33:23-26 
拒絕或取代以⾊列早已不是⼀個新的話題。幾個世紀以來，以⾊列遭遇如此多的患難，使得許多

⼈懷疑神是否仍與以⾊列⽴約。從耶路撒冷第⼀次被毀滅、猶太⼈被流亡以及王位的缺失，讓猶

太⼈對神產⽣了信仰危機。所以這些戲劇性的事件就能表明神因祂⼦⺠的許多過犯⽽終⽌祂的約

嗎？ 

神通過先知耶利⽶回答了上述問題。祂斥責那些認為神拒絕了雅各家，以⾊列家和⼤衛的⼈。神

通過耶利⽶⽤這樣強有⼒的語⾔肯定了祂揀選的這個⺠族。他們之間的盟約與祂制定的宇宙秩序

⼀樣不會改變。只要晝夜不停，祂就不會拒絕以⾊列家。只要天地的固定秩序得以存在，神就會



憐憫他們。祂建⽴了秩序可⾒並不變的宇宙定律。同樣，祂與以⾊列和⼤衛的盟約也是不可逆轉

的。 以⾊列將繼續是神的⻑⼦，⼤衛的兒⼦耶穌也將永遠坐在耶路撒冷的王位上。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感謝你對以⾊列盟約的信實。你的話語都是真實的。你忠於你的應許，

也⼀直堅守盟約中你那⼀部分的約。 

我們禱告猶太⼈能回歸祂們的盟約，儘管他們經歷了患難，也仍要看到你的信實。 

我們祈求使我們對您的約有更深的了解。讓我們認識你是守約的神，堅定我們對盟約的信⼼，這

樣當⼀切都在震動時，我們將不可動搖。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天 

神與⼤衛之約 
“耶和華說：⽇⼦將到，我應許以⾊列家和猶⼤家的恩⾔必然成就。當那⽇⼦，那時候，我必使

⼤衛公義的苗裔⻑起來，他必在地上施⾏公平和公義。 在那⽇⼦，猶⼤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

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因為耶和華如此說：⼤衛必永不斷⼈坐在以⾊列家

的寶座上”  

耶利⽶書 33:14-17 

神忠於履⾏祂應許給以⾊列家和猶⼤家的美好事。這美好事就是在⼤衛家中⻑出的公義苗裔，即

彌賽亞的降臨。 天⽗差遣耶穌去完成祂對以⾊列的應許。當耶穌施⾏審判並在地上建⽴公義時，

神將拯救猶⼤，耶路撒冷將安然居住。 

施洗約翰的⽗親撒迦利亞⽤以下話來概括耶穌的出現：“「主以⾊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

他的百姓，為他們施⾏救贖，在他僕⼈⼤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 正如主藉著從創世以



來聖先知的⼝所說的話， 拯救我們脫離仇敵和⼀切恨我們之⼈的⼿； 向我們列祖施憐憫、記念他

的聖約，就是他對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所起的誓，”（路1：68-72）  

整個聖經故事圍繞著與上帝⽴約的⼈們。以⾊列家和猶⼤家，⼤衛王和他的寶座，猶⼤和耶路撒

冷的得救是神應許的中⼼。⼤衛的⼦孫將接續祖先繼續坐在耶路撒冷的寶座上。萬王之王也將從

那裡統領萬國。 

彌賽亞的到來發⽣在以⾊列的故事中。神對以⾊列的所有應許都匯聚並指向耶穌。以⾊列和耶路

撒冷並沒有被邊緣化，也不是過往的現實。神計劃⾼舉與以⾊列直接相關的祂的愛⼦。耶穌也吸

引和拯救加⼊以⾊列的盟約和應許的列國。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您與以⾊列家和猶⼤家的約，以及你對履⾏諾⾔的信實。我們感謝

您，耶穌是在⼤衛家中⽣出的公義的苗裔。我們期待看到祂從耶路撒冷從執⾏審判和公義直到全

地。 我們渴望看到耶路撒冷被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我們禱告世界各地的教會將明⽩，由於你對盟約的信實，以⾊列⼀直在你的計畫中直到末後。向

教會表明，由於耶穌是以⾊列的彌賽亞以及萬國的救主，因此以⾊列將在末世事件中發揮核⼼作

⽤。 

我們祈禱你打開猶太⼈的眼睛，讓他們認識耶穌就是他們⼀直等待的彌賽亞。我們祈求你呼召並

差派更多的使者向以⾊列⼈分享福⾳。我們祈求您堅固和膏抹那些已經向猶太⼈宣講和平福⾳的

⼈（羅⾺書10：14-15）。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三天 

神與以⾊列家的新約 
“耶和華說：「⽇⼦將到，我要與以⾊列家和猶⼤家另⽴新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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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做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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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做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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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

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利⽶書 31:31-34 

神與以⾊列家和猶⼤家訂⽴新約。列國很榮幸被嫁接到其中，但它們並不是 初的接受⼈。他們

是加⼊了神與雅各的兒⼦們⽴的約。耶穌在 後的晚餐中提到的新約主要不是給教會的禮物，⽽

是舊約中對以⾊列⼈應許的延續。 

當⼈們從摩⻄之約的⻆度看待新約時，它就具有了完整的意義。在神的⼦⺠沒有遵守律法之後，

祂應許提供⼀種新的⽅式使得他們重新與神建⽴正確的關係。神不會放棄祂的⼦⺠，也不會放棄



⾃⼰律法的公義，他兩者兼顧。祂也不會讓他的⼦⺠被取代，也不會改變祂對公義的渴望。神做

了⼀件新的事情：祂給予祂的⼦⺠聖靈的⼤能，使得他們進⼊律法的義中（羅⾺書8：4）。 

神發誓在赦罪的基礎上建⽴新的關係-這就是耶穌的⼯作。 祂承擔了他們的罪孽並打破了罪惡的權

勢，耶穌確認以⾊列家將在內⼼通過聖靈的⼯作認識祂。祂保證將⾃⼰的律法寫在他們的⼼版

上，祂將成為他們的神。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了以⾊列家制定新約。我們感謝你溫柔地為你的百姓提供這樣的

⽅式使得他們可以來順服你。 我們感謝你允許列國的信徒也成為這⼀偉⼤盟約的⼀部分。 

我們讚美你以寬恕作為我們與你關係的基礎，我們不再被定罪。你給了我們希望，因為我們與你

的關係不會因我們的罪過⽽結束。我們讚美你因你愛⼦的犧牲⽽饒恕了我們的罪。我們也感謝你

的聖靈使我們得以在你眼前過敬虔聖潔的⽣活。 

打開猶太⼈的眼睛，讓他們看到新約是屬於他們的。讓他們發現，因著耶穌基督的到來，祂帶⾛

了罪孽，改變了他們與你關係中的⼀切。讓他們聽到耶穌的話：“來吧！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

⼦是輕省的。”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四天 

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 於是以⾊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切罪

惡。」⼜說：「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的約。」就著福⾳說，他們為你們的

緣故是仇敵；就著揀選說，他們為列祖的緣故是蒙愛的。 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羅⾺書 11:26-29 

以⾊列全家都要得救！這是何等偉⼤的聲明啊！以⾊列整個⺠族的救贖是神與以⾊列⽴約的⼀部

分。神應許是全部得救，⽽不是少數⼈的得救。這是對以⾊列的特殊應許，這是神⽴約的⼀部

分；並⾮所有國家都會被完全拯救。 

神並沒有放棄祂的⻑⼦。祂永遠忠於與他們的約，因為祂知道結局將是榮耀的。神在以⾊列家和

祂兒⼦耶穌之間預備了 感動⼈的和解，並在此之後進⾏了偉⼤的救贖！他們將仰望那位他們所

扎的（撒迦利亞書12:10）。 



使徒保羅說，他們暫時是福⾳的仇敵，但在揀選中，他們是蒙愛的。他們的悖逆並沒有改變神主

權的揀選。因為他們祖先的緣故，以⾊列仍然是神⼼愛的選⺠。神對以⾊列的恩賜和選召是不後

悔的，因為祂的約永遠⻑存。以⾊列的不忠和不信並沒有讓她失去恩賜和呼召。這⼀承諾 初是

特定針對以⾊列的，⽽不是針對處於危機中的教會或牧師。 

耶穌再來時以⾊列全家得救的確定性不應誘使教會陷⼊不作為的網羅。即使⼀開始不受猶太⼈歡

迎，也必須與他們接觸並與他們分享福⾳。重要的是要為耶穌的超⾃然啟示、異象和天使造訪來

禱告。據報導，與穆斯林世界⼀樣，許多猶太⼈通過異夢和其他超⾃然活動⽽被吸引，認識他們

的彌賽亞。 

註解：在此段落中，使徒保羅所指的是以賽亞書59：20-21和耶利⽶書31：31-34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在故事的結局保證了所有以⾊列⼈的得救。我們敬拜你，因你對

盟約的信實。我們讚美你預備你的愛⼦耶穌與以⾊列和解。儘管以⾊列不忠也不信，但你仍不放

棄她。這給了我們對⽣活的希望，可以⼤膽地為猶太⼈祈禱。 

我們為全以⾊列的救贖禱告。我們認同也禱告，求堅定你的應許。求這世代的⼈能看到耶穌為以

⾊列所做的⼀切，能接受以⾊列罪孽的饒恕和拯救。我們祈求神差派⼯⼈到⽲場，堅固和膏抹相

信耶穌是彌賽亞的以⾊列餘⺠，因為他們與以⾊列同胞分享福⾳時會⾯臨很⼤壓⼒。 

我們祈禱基督的肢體能理解神對以⾊列的恩賜和呼召。我們禱告世界各地的教會承認這是不可撤

銷的，並對神與以⾊列的關係有正確的認識。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第三週簡介 

我們將會默想神對耶路撒冷的愛。 

 



 

第⼗五天 

神揀選了耶路撒冷作為祂的產業 
“耶和華向⼤衛憑誠實起了誓，必不反覆，說：「我要使你所⽣的坐在你的寶座上。你的眾⼦若

守我的約和我所教訓他們的法度，他們的⼦孫必永遠坐在你的寶座上。」因為耶和華揀選了錫

安，願意當做⾃⼰的居所。說：「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我要住在這裡，因為是我所願意的。”  

詩篇 132:11-14  

神已經揀選了錫安。祂渴望那裡成為祂的居所。神宣告說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我將住在那裡，

因為這是我的渴望。

神與耶路撒冷有著獨特的關係。錫安⽐其他任何城市都受到更多關注。神希望住在耶路撒冷的渴

望是如此強烈，以⾄於他將永遠在那⾥安息。

聖經教導說，神在特定的地⽅，特定的時間向特定的⼈顯現。出埃及時，神在紅海向摩⻄和以⾊

列⼦⺠顯現。 ⽽下⼀年， 祂出現在曠野帶領他的⼦⺠。

受希臘觀念影響的⼈很難在時間和空間上思想神，因為在那種世界觀中，神是⼀種飄渺的概念。 

聖經表明，神是具有⼈性的，其情感、渴望、做事⽅式和⼈際關係都影響著祂的決定和⾏為。



⼤眾的智慧是：“讓我看看你的房⼦，我就能知道你多有財富多有地位！” 神不是居住在房屋中，

⽽是居住在城市中。耶路撒冷充滿了祂的故事。那是亞伯拉罕獻祭的地⽅，也是⼤衛的城市和寶

座。那是聖殿的所在地，每當節期猶太⼈前來敬拜獻祭。耶穌死後，⽗神也是在耶路撒冷復活了

祂，這是聖靈第⼀次澆灌的城市。將來，耶路撒冷將⾒證耶穌的再來，以⾊列被救贖以及敵基督

軍隊的潰敗。是的，神對耶路撒冷有特殊的愛，祂選擇永遠住在耶路撒冷。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感謝你向我們啟示你⾃⼰。我們樂於了解你，了解什麼是你所愛的，你

的感受如何和你的所想。感謝你其實你對耶路撒冷的愛，以⾄於我們可以與你對⿑。 

我們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詩篇122:6)。我們禱告你的旨意成就在那裡如同⾏在天上。我們祈求全地

的教會來理解你對耶路撒冷的⼼意和⽬的。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六天 

耶路撒冷是神的寶座 

“那時，⼈必稱耶路撒冷為耶和華的寶座，萬國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華⽴名的地⽅聚集。他們

必不再隨從⾃⼰頑梗的惡⼼⾏事。”  

耶利⽶書 3:17 

神對耶路撒冷有著榮耀的未來計畫，那就是祂的同在要在其中。儘管耶利⽶為他當時世代的⼤量

罪惡哀嘆，但他還是看到耶路撒冷將被稱為耶和華的寶座 。神有計劃通過祂榮耀的同在來完全改

變耶路撒冷。她將被稱為神掌權的地⽅。神的同在會改變⼈們的⼼意。他們會拒絕邪惡，罪將不

再有權勢。

耶和華的榮耀不僅在聖殿中，⽽且將遍布整個城市。神將在耶路撒冷建⽴他的政權。這個曾被先

知們訓斥叛逆的城市，將成為公義的典範。神將在耶路撒冷展現祂的熱情和轉化。耶路撒冷將成

為神⼿中恩典的獎杯。



神將在耶路撒冷作王，萬國都要聚集到祂的寶座前，奉耶和華的名聚集在耶路撒冷。還有更明確

的證據表明耶路撒冷在神的⼼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嗎？所有的⼈都會看⾒並承認神對耶路撒冷獨特

的愛，他們會親⾃來到這座城市。甚⾄對以⾊列 有敵對的國家也會聚集在耶和華⾯前，聚集在

耶路撒冷。萬⺠將順服神的王權，也順服神對耶路撒冷的揀選。他們的⼼將脫離罪惡。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為耶路撒冷的獨特⼼意和計畫。她將被稱為主的寶座。我們感謝

這展示了你忌邪的愛及其轉變的⼒量。耶路撒冷將稱為你永恆愛的獎杯。

我們禱告你能照亮全地孩⼦們的⼼。讓他們看到你是如此熱愛耶路撒冷並她榮耀的未來。讓他們

了解你的⽕熱如何將⼀個充滿罪惡的城市變為你榮耀的寶座。

我們禱告求你來保護你的孩⼦們不受這個時代錯謬觀念地影響，不同厭惡耶路撒冷的⼈或因為悖

逆⽽撇棄她的⼈為伍。

我們禱告讓猶太⼈可以遇⾒耶穌，也就是他們等待的彌賽亞，並 終改變成耶穌的樣式。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個⼈筆記



 

第⼗七天 

耶路撒冷將成為神掌中的榮耀華冠 

“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息聲，直到他的公義如光輝發出，他的救恩如明燈發亮。 

列國必⾒你的公義，列王必⾒你的榮耀。你必得新名的稱呼，是耶和華親⼝所起的。你在耶和華

的⼿中要作為華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為冕旒。 你必不再稱為「撇棄的」，你的地也不再稱為

「荒涼的」，你卻要稱為「我所喜悅的」，你的地也必稱為「有夫之婦」，因為耶和華喜悅你，

你的地也必歸他。 少年⼈怎樣娶處⼥，你的眾⺠ 也要照樣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的神也要

照樣喜悅你。”  

以賽亞書 62:1-5 

神彰顯祂對錫安的熱情。祂希望看到她的公義如光輝發出。祂承諾會不斷地做⼯，直到她的救恩

如明燈發亮。神對耶路撒冷感到如此⾼興，以⾄於祂希望列國都能看到她的榮耀。神並不應藏她

的美麗和榮耀。祂想把她展現在列國⾯前，就像亞哈隨魯王想要向所有貴賓展示王后的美麗⽽感

到⾃豪。 



神應許賜給耶路撒冷新名。 她將不再被稱為“被撇棄的”，⽽將被稱為“被喜悅的”。 她的⼟地不再

被稱為“荒涼的”，⽽是“有婦之夫”。神與耶路撒冷之間已經不能⽤簡單的愛情故事來描述了，⽽

是完全的純淨和聖潔。 這段經⽂充滿了丈夫喜悅妻⼦之⼼。 

神給予錫安先知性的讚美和給予⽣命的稱讚。祂宣稱她將是榮耀的華冠和祂⼿中的冕旒。神為耶

路撒冷感到特別驕傲，祂宣告她的美麗，並像⼥王⼀樣地對待她。神為她⽽⾼興，就像新郎為他

的新娘⽽歡欣！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對耶路撒冷的渴望和承諾，直到看到她的公義如光發出。我們感

謝您將她的名字從“撇棄的”改為“我所喜悅的”。 你的愛使她有了新的身份。 

我們祈禱耶路撒冷的公義發出。我們也為她的救贖禱告，特別是為已經感到他們被拋棄的猶太⼈

禱告。打開他們的眼睛看⾒你的愛。讓他們明⽩你為他們感到⾼興，向他們表明你為他們的救贖

在不懈努⼒。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個⼈筆記 



 

第⼗⼋天 

耶路撒冷，我在你城上設⽴守望者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

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以賽亞書 62:6-7  

神已在耶路撒冷的城牆上設⽴了守望者。祂選擇與代禱者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

的。神⼤可⾃⼰完成所有的事情，但這不是祂想要的。祂想要祂的兒⼥都參與在祂的⼯作中。祂

喜歡分享祂的計畫並⿎勵祂的代禱者，使神⼼中的渴望在地上成就。 

神需要專⼼的守望者，向祂⽇⽇夜夜的呼求。全地的耶路撒冷代禱者們作為⼀體，是7天x24⼩時

的不⽌息的禱告。他們的任務是何等的重要，必須不間斷地禱告。為耶路撒冷代禱是建⽴24⼩時

禱告殿的⼀個重要原因。 

神⿎勵屬祂的代禱者們：“我想要⽇夜聽到你們的聲⾳。不要讓我休息直到耶路撒冷在全地成為可

讚美的。不要害羞，不要擔⼼打擾我的安息。不要猶豫來到我的⾯前，因為這是你的⼯作。神與



祂的耶路撒冷代禱者們之間有獨特的默契，祂向他們保證，祂不會休息，因為祂的代禱者們也不

休息。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對耶路撒冷的完美計畫。我們也讚美能參與在代禱中，為成就你

對錫安的旨意。感謝你與孩⼦們分享你所看重的，我們是何等的榮幸。 

我們禱告在全地興起⼀千萬的代禱者為耶路撒冷和以⾊列來禱告。我們禱告全地的教會與你⼀起

將耶路撒冷的命運銘記在⼼，直到她在全地成為可讚美的。 

我們祈禱在全地興起晝夜不⽌息的敬拜和代禱。讓你的教會轉化成與你內⼼和旨意連結的禱告肢

體。 

我們為猶太⼈的救贖來禱告。我們禱告你來呼召和興起向猶太⼈傳遞好消息的使者，⽤神蹟和奇

事來向他們做⾒證。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個⼈筆記 



 

第⼗九天 

神將會安慰錫安 
“「你們愛慕耶路撒冷的，都要與她⼀同歡喜快樂！你們為她悲哀的，都要與她⼀同樂上加樂！ 

使你們在她安慰的懷中吃奶得飽，使他們得她豐盛的榮耀，猶如擠奶，滿⼼喜樂。」 耶和華如此

說：「我要使平安延及她，好像江河；使列國的榮耀延及她，如同漲溢的河。你們要從中享受  ，

你們必蒙抱在肋旁，搖弄在膝上。 ⺟親怎樣安慰兒⼦，我就照樣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 耶路撒冷

得安慰。」”  

以賽亞書 66:10-13 

熱愛耶路撒冷的⼈有喜悅等待他們，為她哀慟的⼈將為她感到歡欣。因為耶路撒冷受苦時他們也

⼀起哀痛，所以他們將分享她榮耀時的喜悅。就如在解放⽇感到 ⾼興的是那些因戰爭⽽飽受創

傷的⼠兵。同樣地，那些在耶路撒冷所受苦時與這座⼼愛城市⼀起哭泣的⼈，當看到神賜予她極

⼤的榮耀時，就會⼤喜樂。他們會有極⼤的滿⾜，像⼀個吮吸⺟乳的寶寶⼀樣，為⾃⼰的內⼼找

到和平與寧靜，並得到屬於她的安慰。 

當我們真誠⽽深刻地愛⼀個⼈時，我們很⾼興看到他們在度過了⼀個疾病的季節後康復。同樣，

那些熱愛耶路撒冷的⼈會得到安慰，當看到她有極⼤的和平，持續的福祉和繁榮。當他們觀看神



為她預備的極⼤安慰時，他們會從⾃⼰對耶路撒冷的痛苦中得安慰。神清楚地表明，當祂改變轉

化耶路撒冷的環境時，祂的安慰就來到。 

神會安慰那些愛耶路撒冷的⼈，就如⺟親安慰她的孩⼦。這是⼀段少⾒的經⽂，⽤⺟性來形容神

卓越的溫柔。安慰將在耶路撒冷發⽣：“你在耶路撒冷會得安慰。” 對於那些看到她豐盛榮耀的⼈

來說，將會有歡喜快樂。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溫柔的⼼，你將安慰愛耶路撒冷的⼈們。你不會讓他們的⼼因耶

路撒冷的苦難⽽留下未癒合的傷痕。他們以及你所鍾愛的城市將得到無法估量的慰藉。你也不會

讓那些分享你對耶路撒冷之愛的⼈失望。 當他們看到她驚⼈的榮耀和幸福時，他們將無⽐幸福。 

我們禱告全球的教會能看到耶路撒冷在您⼼中的獨特地位。我們祈禱你將對耶路撒冷，以⾊列和

猶太弟兄的愛傳遞給全地的肢體。 

我們禱告猶太⼈將會遇⾒他們的彌賽亞-耶穌，唯有祂能醫治他們破碎的⼼。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個⼈筆記 



 

第⼆⼗天 

主的榮耀將會照耀耶路撒冷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看哪，⿊暗遮蓋⼤地，幽暗遮

蓋萬⺠，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

現的光輝。「你舉⽬向四⽅觀看！眾⼈都聚集來到你這裡，你的眾⼦從遠⽅⽽來，你的眾⼥也被

懷抱⽽來。那時你看⾒就有光榮，你⼼⼜跳動⼜寬暢。因為⼤海豐盛的貨物必轉來歸你，列國的

財寶也必來歸你。成群的駱駝，並⽶甸和以法的獨峰駝必遮滿你，示巴的眾⼈都必來到，要奉上

⿈⾦、乳⾹，⼜要傳說耶和華的讚美。 ”  

以賽亞書 60:1-5  

神必將榮耀歸於耶路撒冷。神將做她的光，使她向萬國閃耀。主將從耶路撒冷興起，祂的榮耀將

在她身上顯現。耶路撒冷將與地上的萬⺠形成鮮明的對⽐，因為那時他們將⽣活在⿊暗中。列國

將⾒證耶路撒冷反映神的光輝。他們不會直接看到主的榮耀，⽽是間接地看⾒，就像夜晚的⽉亮

反射的陽光⼀樣。⾄於耶路撒冷，她將看到神和祂的榮耀。 



在地上，耶路撒冷將如光⼀樣升起，眾王將被她的光輝吸引。以⾊列的眾兒⼥將聚集在耶路撒

冷。那些住在遠⽅的⼈將歸回，這交織出了⼀個快樂的團聚。耶路撒冷將像⺟親⼀樣歡欣⿎舞，

因為她的孩⼦們終於在⻑期離散後聚在了⼀起。她的內⼼充滿喜悅，神也會將萬國的珍寶運到耶

路撒冷—⾦，⾹料，駱駝，⽺和⼈⼒，因為列國的⺠眾將來服侍耶路撒冷。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因你的榮耀將照耀耶路撒冷。你將使她成為萬國之光，她將在

眾⼈前閃耀。我們敬拜您，因你已為耶路撒冷預備了奇妙的恢復。 

我們禱告你讓全地的教會理解你對耶路撒冷的計劃。讓你對她的旨意與你的孩⼦有份且重要。 

我們禱告對你⾄關重要的事物，對基督的身體也越來越重要。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個⼈筆記 



 

第⼆⼗⼀天 

耶路撒冷，⼤君王的京城 
“ 只是我告訴你們，什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座位； 不可指著地起誓，

因為地是他的腳凳；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是⼤君的京城； ⼜不可指著你的頭

起誓，因為你不能使⼀根頭髮變⿊變⽩了。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

是出於那惡者 ”  

⾺太福⾳ 5:34-37 

耶穌宣告了耶路撒冷是⼤君的京城。這裡⼤君是指神（詩篇47:2；48:2；95:3；瑪拉基書1:14）⽽

不是指⼤衛王。耶穌肯定了耶路撒冷在祂眼中的特別地位。這是祂的城市，與眾不同。 

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市。這就是全球每天都在討論這個中東⼩城市的原因。⼤城市擁有更多的⼈

⼝、更多的影響⼒、更多的財富、更多的權⼒、更多的資源和更多的創新，但是它們卻沒有得到

同樣的關注。神將耶路撒冷放在了列國的中⼼（以⻄結5:5）。 



沒有其它城市如耶路撒冷，激起⼈們內⼼的熱情。 她身處暴⼒戰爭中已數千年。 她被多次摧毀並

夷為平地。聖經教導說，耶路撒冷將在末世成為 後戰役的中⼼。列國都要圍困並攻擊她，隨後

耶穌將釋放並拯救祂的百姓以⾊列⼈。耶穌將在耶路撒冷作王。 神已宣告：“我已經⽴我的君在

錫安我的聖⼭上了。”（詩2：6）。耶路撒冷作為神計畫中 重要的⻆⾊將來尊崇祂的兒⼦。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 

我們稱頌你的聖名。我們讚美你揀選了耶路撒冷作為你的城市。我們敬拜你，因你是如此的愛你

的城市。我們等候禱告你的兒⼦耶穌回到耶路撒冷，你的聖⼭。 

我們禱告基督的肢體們會理解耶路撒冷在你末世計畫中的重要性。帶領我們為耶路撒冷和以⾊列

禱告。 

我們呼求你來興起代禱者，如同城牆上的守望者，他們會為了耶路撒冷起來⽇夜代禱呼求，直到

她稱為可讚美的（以賽亞書62:6-7）。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個⼈筆記 

Pierre Bezençon (pierrebezencon@ihopkc.org) /以⾊列事⼯ / 國際禱告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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