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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神要與人成爲一並使人與祂成爲一的心意，可見於神

與人在形像和樣式上的相似： 

貳   耶利米書給我們看見與神是一的原則： 

叁 我們要支取、接受、並遵守神的話，就必須絕對與神

是一： 

肆 以色列失敗並被擊敗的關鍵，乃是他們失去神的同

在，不再與神是一；（參書七 3～4，九 14；）我們該一

直與我們的神是一；祂不僅在我們中間，也在我們裏

面，使我們成爲有神的人—神人： 

伍 我們要與神是一，就需要基督作大衞的苗，成爲我們

的救贖和稱義；這將三一神帶到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生

命、我們內裏生命的律、我們的性能和我們的一切，好

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以完成祂的經綸；這就是新

約；（三一 33；）至終我們要認識神，活神，並在生命和

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使我們成爲祂團體的

彰顯，就是新耶路撒冷—二三 5～6，三一 31～34，啓

二一 2。 

週一  11/9                                                             *禱讀 

創世記 1:26 

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

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

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使徒行傳 7:56 

56 就說，看哪，我看見諸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創世記 2:7 

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塑造人，將生命之氣吹在他鼻

孔裏，人就成了活的魂。 

約翰福音 1:14 

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

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

子的榮耀。 

希伯來書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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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2:6-8 

6 祂本有神的形狀，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之珍，緊

持不放， 

7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狀，成為人的樣式； 

8 既顯為人的樣子，就降卑自己，順從至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 

羅馬書 8:29 

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

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哥林多前書 15:49 

49 我們既有屬土者的形像，將來也必有屬天者的形像。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六

週, 週一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章雅各

天然生命的脱节；雅各开始进步；神释

放雅各回迦南 

週二  11/10 

約翰一書 3:2 

2 親愛的，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

明；但我們曉得祂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因為我們必

要看見祂，正如祂所是的。 

啟示錄 4:3; 21:11, 23 

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

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綠寶石。 

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

像碧玉，明如水晶； 

21:23 那城內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

有羔羊為城的燈。 

哥林多後書 3:18 

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

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

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羅馬書 12:2 

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

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腓立比書 2:15; 3:21 

2:15 使你們無可指摘、純潔無雜，在彎曲悖謬的世代

中，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在其中好像發光之體顯在

世界裡， 

3:21 祂要按著祂那甚至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動力，將我

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使之同形於祂榮耀的身體。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六週,

週二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章、 

经过玛哈念；一面打算一面祷告（第 1-3

段） 

週三  11/11 

耶利米書 2:13 

13 因為我的百姓，作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

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創世記 2:8-9 

8 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栽植了一個園子，把所塑造的

人安放在那裏。 

9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也

好作食物；園子當中有生命樹, 還有善惡知識樹。 

啟示錄 2:7 

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

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約翰福音 6:57, 63 

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

人，也要因我活著。 

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

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耶利米書 15:16 

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

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

下的人。 

希伯來書 5:13-14 

13 凡只能享用奶的，對公義的話都是沒有經驗的，因為

他是嬰孩；14 只有長成的人，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官能

因習用而受了操練，就能分辨好壞了。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六週, 

週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章、 

一面打算一面祷告（第 4-5 段） 

週四  11/12 

耶利米書 15:19 

19 耶和華如此說，你若歸回，我就將你帶回，使你站在

我面前；你若將寶貴的從低賤的分別出來，你就可以作

我的口；他們必歸向你，你卻不歸向他們。 

腓立比書 3:8-9 

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

督耶穌為至寶；我因祂已經虧損萬事，看作糞土，為要

贏得基督， 

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裡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

的義，乃是有那藉著信基督而有的義，就是那基於信、

本於神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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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2:3, 6-7, 9 

3 你們若嘗過主是美善的，就必如此； 

6 因為經上記著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

石，安放在錫安，信靠祂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7 所以祂在你們信的人是寶貴的，在那不信的人卻是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9 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體系，是聖

別的國度，是買來作產業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

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約伯記 23:12 

12 祂嘴脣的命令，我未曾離棄；我珍藏祂口中的言語，

過於派定給我的飲食。 

詩篇 119:103 

103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六週, 

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章、 

毗努伊勒的经历；神与雅各摔跤 

週五  11/13 

羅馬書 8:4 

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著

靈而行的人身上。 

哥林多後書 2:10 

10 你們饒恕誰甚麼，我也饒恕；我若曾有所饒恕，我所

已經饒恕的，是在基督的面前，為你們饒恕的； 

加拉太書 5:16, 25 

16 我說，你們當憑著靈而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情慾

了。 

25 我們若憑著靈活著，也就當憑著靈而行。 

哥林多前書 6:17 

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哥林多後書 3:16-18 

16 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17 而且主就是那靈;  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 

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

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

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羅馬書 8:13-14 

13 因為你們若照肉體活著，必要死；但你們若靠著那靈

治死身體的行為，必要活著。 

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六週, 

週五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章、神

摸雅各的大腿窝 

週六  11/14 

耶利米書 23:5-6; 31:33 

23:5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

苗；祂必作王掌權，行事精明，在地上施行公理和公

義。23:6 在祂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

住；人要稱呼祂的名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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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寫在他

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哥林多後書 3:3 

3:3 你們顯明是基督的信，由我們供職所寫的，不是用

墨，乃是用活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

肉版，就是心上。 

希伯來書 10:16-17 

16“主說，這是那些日子以後，我要與他們所立的約：

我要將我的律法賜在他們心裡，並且將這些律法寫在他

們心思裡。” 

17 以後又說，“我絕不再記念他們的罪和不法。” 

以西結書 11:19-20 

19 我要賜給他們一個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面；又

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 

20 使他們遵行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作

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 

啟示錄 3:12 

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

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

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

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結晶讀經第六

週, 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第 769 首 

主日 11/15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耶利米書 15:16, 19 

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

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

下的人。19 耶和華如此說，你若歸回，我就將你帶回，

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將寶貴的從低賤的分別出來，你

就可以作我的口；他們必歸向你，你卻不歸向他們。 

約翰福音 15:4-5, 7-12, 16 

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住

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住在我裡

面，也是這樣。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

面的，我也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

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7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話

也住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

就。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

我的門徒了。9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住

在我的愛裡。10 你們若遵守我的誡命，就住在我的愛

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祂的愛裡。11 這些

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可以在你們裡

面，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

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誡命。16 不是你們揀選了

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立了你們，要你們前去，

並要你們結果子，且要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在我的

名裡，無論向父求甚麼，祂就賜給你們。 

哥林多前書 12:13 

13 因為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或自主

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裡受浸，成了一個身體，且都得以

喝一位靈。 

參讀 生命讀經： 

歷代志上&下第 4,7 篇；耶利米書 第 32, 33 篇； 

李常受文集 1993 年 第二冊《在神與人關係裡生機的聯

結》第 1,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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