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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結晶讀經

綱 要
壹 神是我們主宰的窰匠，對我們這些祂的陶器有
完全的權利；看見神主宰的權柄這個異象，對我們
是極其重要的—耶十八 1～10，賽六四 8，但四
3，34～35，羅九 19～23：
貳 神是我們的窰匠，照着祂的豫定，主宰的將我
們造成祂的器皿（祂的容器）以盛裝祂自己—林後
四 6～7，弗四 6，三 19 下，腓二 13，來十三 20～
21，提前三 16，提後二 20～21，弗一 5，11：
叁 神作爲我們的窰匠，在祂的主宰裏有權柄將祂
所揀選並呼召的人，作成蒙憐憫得尊貴和榮耀的器
皿—羅九 11，18，21～24：
週一 11/2
*禱讀
耶利米書 18:6
6 耶和華說，以色列家阿，我待你們豈不能照這窯
匠所作的麼？以色列家阿，泥在窯匠的手中怎樣，
你們在我的手中也怎樣。
以賽亞書 64:8
8 耶和華阿，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們是泥土，
你是窯匠；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
耶利米書 18:1-5
1 從耶和華有話臨到耶利米，說，
2 你起來，下到窯匠的家裏去，我在那裏要使你聽
我的話。
3 我就下到窯匠的家裏去，他正在轉輪邊工作。
4 窯匠用泥作的器皿，在他手中作壞了，他就用這
泥另作別的器皿；窯匠看怎樣好，就怎樣作。
5 耶和華的話就臨到我，說，
羅馬書 9:21
21 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同一團泥裡，拿一塊作
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作成卑賤的器皿麼？
但以理書 4:3; 34-35
3 祂的神蹟何其偉大，祂的奇事何其有能！祂的國
是永遠的國，祂的權柄存到萬代。
34 那些日子過後，我尼布甲尼撒舉目望天，我的
理性復歸於我，我便頌讚至高者，讚美尊敬那永活
者；因為祂的權柄是永遠的權柄，祂的國存到萬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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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但在天上的萬
軍和地上的居民中，祂照自己的意旨行事；無人能
攔住祂的手，或對祂說，你作甚麼呢？
啟示錄 4:11
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
能力的，因為你創造了萬有，並且萬有是因你的旨
意存在並被創造的。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
五週, 週一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九章
用紅豆湯換長子的名分；用欺騙取
得父親的祝福；雅各所受的管教；
離開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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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5:3
3 靈裡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晨興聖言
團體閱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五
週, 週二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九章、
露宿伯特利（第 1-3 段）

週三 11/4
以弗所書 2:1, 4
1 而你們原是死在過犯並罪之中，
4 然而神富於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希伯來書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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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哀歌 3:22-23
22 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的慈愛，因祂的
憐恤不至斷絕；
23 每早晨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路加福音 15:20-24
20 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裡去。相離還遠，他父親
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著他的頸項，熱切的與
他親嘴。
21 兒子說，父親，我犯罪得罪了天，並得罪了
你。我不配再稱為你的兒子。
22 父親卻吩咐奴僕說，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
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腳上，
23 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讓我們喫喝快樂。
24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
們就快樂起來。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五
週, 週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九章、
露宿伯特利（第 4-8 段）

週二 11/3
使徒行傳 9:15
15 主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因為這人是我
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子孫面
前，宣揚我的名；
以弗所書 3:19
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
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路加福音 1:53
53 叫飢餓的得飽美物，叫富足的空著回去。
以弗所書 1:5, 11
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
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
11 我們既在祂裡面，照著那位按祂意願所決議
的，行作萬事者的定旨，蒙了豫定，也就在祂裡面
成了所選定的基業，
腓立比書 2:13
13 因為乃是神為著祂的美意，在你們裡面運行，
使你們立志並行事。
以賽亞書 57:15
15 因為那至高至上、住在永遠、名為聖者的如此
週四 11/5
說，我必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中痛悔和靈
羅馬書 9:11-16, 17, 18
裏卑微的人同居，要使卑微之人的靈甦醒，也使痛
11 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也沒有作出來，（只
悔之人的心甦醒。
因要堅定神揀選人的旨意，不是本於行為，乃是本
於那呼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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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神就對利百加說，“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13 正如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
所恨的。”
14 這樣，我們可說甚麼？難道在神有不義麼？絕
對沒有！
15 因為祂對摩西說，“我要向誰施憐憫，就向誰
施憐憫；要對誰動憐恤，就對誰動憐恤。”
16 這樣看來，這不在於那定意的，也不在於那奔
跑的，只在於那施憐憫的神。
17 因為經上對法老說，“我特意將你興起來，為
要在你身上顯示我的權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全
地。”
18 這樣看來，神願意向誰施憐憫，就向誰施憐
憫；願意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
馬太福音 9:13
13 你們去研究，“我要的是憐憫，不是祭祀，”
是甚麼意思；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提多書 3:5
5 祂便救了我們，並不是本於我們所成就的義行，
乃是照著祂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滌，和聖靈的更
新。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五
週, 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九章、
在哈蘭所受的管教（第 1-3 段）

提摩太後書 2:20-21
20 但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
器；有作為貴重的，也有作為卑賤的；
21 所以人若潔淨自己，脫離這些卑賤的，就必成
為貴重的器皿，分別為聖，合乎主人使用，豫備行
各樣的善事。
哥林多後書 4:6-7
6 因為那說光要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
們心裡，為著光照人，使人認識那顯在耶穌基督面
上之神的榮耀。
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超越的能
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提摩太前書 1:13-14
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
而我蒙了憐憫，因我是在不信中，無知而作的。
14 並且我們主的恩是格外增多，使我在基督耶穌
裡有信，又有愛。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
五週, 週五
團體閱讀 《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雅 各 的 神 》 第 九
章、在哈蘭所受的管教（第 4-7 段）

塑造他者說，你為甚麼這樣造我？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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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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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祂所豫定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
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腓立比書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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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週, 週六
詩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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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11/8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羅馬書 9:15-16; 19-23
15 因為祂對摩西說，“我要向誰施憐憫，就向誰
施憐憫；要對誰動憐恤，就對誰動憐恤。”
16 這樣看來，這不在於那定意的，也不在於那奔
跑的，只在於那施憐憫的神。
19 這樣，你必對我說，祂為甚麼還指責人？有誰
抗拒祂的旨意？
20 人哪，你是誰，竟向神頂嘴？被塑造者豈能對
塑造他者說，你為甚麼這樣造我？
21 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同一團泥裡，拿一塊作
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作成卑賤的器皿麼？
22 若是神願意顯示祂的忿怒，彰顯祂的能力，就
多用恆忍寬容那些可怒、豫備遭毀滅的器皿，
週六 11/7
23 且要在那些蒙憐憫、早豫備得榮耀的器皿上，
哥林多後書 3:16-18
彰顯祂榮耀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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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2:8-10
8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這並不是出於你
週五 11/6
由。
們，乃是神的恩賜；
羅馬書 9:16, 23
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
9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誇口。
16 這樣看來，這不在於那定意的，也不在於那奔 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 10 我們原是神的傑作，在基督耶穌裡，為著神早
跑的，只在於那施憐憫的神。
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先豫備好，要我們行在其中的善良事工創造的。
23 且要在那些蒙憐憫、早豫備得榮耀的器皿上， 羅馬書 3:23; 8:21, 23, 29-30
彰顯祂榮耀的豐富；
3:23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參讀 生命讀經：
路加福音 1:78
8:21 指望著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著 出埃及記 第 21-22 篇；羅馬書 第 22, 24 篇；
李常受文集 1964 年 第三冊《神的經綸》第五篇
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 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
到我們，
8: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那靈作初熟果子的，
紐 約 市 召 會
羅馬書 9:20
也是自己裡面歎息，熱切等待兒子的名分，就是我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20 人哪，你是誰，竟向神頂嘴？被塑造者豈能對 們的身體得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