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利米书与耶利米哀歌结晶读经 
#5:神是主宰的窑匠，将我们作成祂的器皿 

（祂的容器）以盛装祂10/5-10/11 

OL Summary:Ⅰ.神是我们主宰的窑匠，对我们这
些祂的陶器有完全的权利；看见神主宰的权柄这
个异象，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 
A.主宰的权柄，乃是指神无限的权柄、能力和地
位：作为主宰一切者，神是在每一件事之上，在
每一件事背后，也在每一件事之内。 
B. 罗马九章十九至二十三节说到神的主宰权柄: 
“有谁抗拒祂的旨意？人哪，你是谁，竟向神顶
嘴？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他者说，你为什么这样
造我？”—19节下~20节/我们必须领悟我们是
谁；我们是神的造物，祂是我们的创造者/“窑
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
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么？” 21
节。 
C. 神的主宰是祂拣选的基础；祂的拣选在于祂
的主宰｡ 
Ⅱ. 神是我们的窑匠，照着祂的预定，主宰地将
我们造成祂的器皿（祂的容器）以盛装祂自己：
A. 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将人作成祂的器皿，祂的
陶土容器，为要盛装基督作生命并被祂充满，好
建造基督的身体，作神极大的团体器皿，使祂得
着彰显｡ 
B. 整本圣经基本的教训就是：神是内容，我们被
造是要作容器盛装这内容；我们必须盛装神，并
被神充满，好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
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C. 我们若不盛装神，不认识神是我们的内容，
就与神造我们作祂器皿的目的相悖而失去了意
义。 
D. 保罗的全部十四封书信可以总括为这辞—
“敞开的器皿”: 神能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
的程度，在于我们敞开的程度；神要我们只爱祂
并使自己一直向祂敞开/退步的起点是由于自
满，进步的起点是由于饥渴｡ 
Ⅲ. 神作为我们的窑匠，在祂的主宰里有权柄将
祂所拣选并呼召的人，作成蒙怜悯得尊贵和荣耀
的器皿： 
A. 我们是照着神主宰的怜悯蒙祂拣选；神的怜
悯是神的属性中够得最远的，把我们从可怜的地
位，救到适合祂恩典和爱的光景：人的不信从给
神的怜悯机会，神的怜悯就将救恩带给人/因着
神的怜悯，我们对福音有反应，别人没有反应；
我们接受关于基督是生命的话，别人拒绝接受；
我们走主恢复的路，别人退后不走这条路｡ 
B. “‘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
这样看来，这不在于那定意的，也不在于那奔跑
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 —罗九15上、16：
我们若认识神的怜悯，就不会信靠我们的努力，
也不会因着我们的失败而失望；对于我们苦恼的
光景，盼望乃在于神的怜悯/“主宰的怜悯”一
辞，意指神的怜悯完全是照着祂的主宰；成为蒙

怜悯的器皿，不是我们拣选的结果；这乃是起源
于神的主宰/要解释神向我们施怜悯，只能说这
是在于祂主宰的权柄，祂已拣选要怜悯我们/因
着祂给我们的怜悯，我们天天寻求祂/我们越看
见每件与我们有关的事都在于神的怜悯，就越会
在主面前背负我们的责任；然而，就连我们愿意
背负责任也是出于神的怜悯。 
C. 罗马九章启示一切皆在于神的怜悯这原则：
我们总得最少有一次看见并确定地碰见神的怜
悯｡ 
D.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
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E. 父神在祂的主宰里，已怜悯了我们；所以，
我们必须为着祂主宰的怜悯赞美并敬拜祂：“父，
你怜悯并你恩惠、慈爱，我已得尝；你这怜悯带
来你的同在，并你面光。因你怜悯，我今向你下
拜，赞你怜悯，歌颂直到万代”。 
F. 我们受造成为蒙怜悯得尊贵的器皿，以盛装
基督这尊贵的神，好使我们尊重神和人：得尊贵
的器皿乃是凭着灵而活且凭着灵而行以尊重神，
并将那灵供应人以尊重人的人｡ 
G. 我们受造成为蒙怜悯得荣耀的器皿，以盛装
基督这荣耀的神：基督神性之荣耀的释放，乃是
祂经过死而在复活里，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
耀；在基督的得荣里，祂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
命的灵，为着祂神圣的分赐/我们有这宝贝，基
督这荣耀的神，住在我们这些瓦器里；住在我们
里面的“这宝贝”，就是“耶稣基督的面”，基
督的同在，“基督的人位”/当我们将心转向主，
就在灵里观看主灵，就是基督的同在，我们就“渐
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
是从主灵变化成的”/观看主的荣耀是我们自己
看主，返照是叫别人经过我们看主｡ 
  



CP1:神造人作盛装神的器皿， 
作为信徒的我们要做一直敞开的器皿。 

耶 18:6 耶和华说，以色列家阿，我待你们岂不
能照这窑匠所作的么？以色列家阿，泥在窑匠的
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使徒 9:15 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
和君王并以色列子孙面前，宣扬我的名。 
弗 3:19 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OL1:神是我们主宰的窑匠，对我们这些祂的陶器
有完全的权利；看见神主宰的权柄这个异象，对
我们是极其重要的。 
OL2:整本圣经基本的教训就是：神是内容，我们
被造是要作容器盛装这内容；我们必须盛装神，
并被神充满，好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
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OL3:神作为我们的窑匠，在祂的主宰里有权柄将
祂所拣选并呼召的人，作成蒙怜悯得尊贵和荣耀
的器皿。 

所有属灵长进的起头，都是在乎神借着圣灵
在你里面动了善工，就是给你造出一个要的心
来。…是圣灵使你对于你目前的情形不满意，叫
你看见你目前的情形太不行，你属灵的生活太浅
薄。圣灵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叫你不满意，给你造
出一个要求更好的心。…属灵的长进是从这里开
始的。反过来说，所有的失败和退后，也没有别
的原因，就是在于你以为自己已经够好了。…什
么时候你觉得对于自己不满意，这就是圣灵已经
在你里面动工，要使你向前进了。……退步的起
点是由于自满，进步的起点是由于饥渴，这是事
实，是从起头到末了都是如此的。总是圣灵先在
我们里面造出一个要的心来，而后神就来饱足我
们，充满我们。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第一，你作为受造物，要承认神的权柄，把

神当作神。 
罗1:20 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神那看不见永远的
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乃是借着
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叫人无法推诿； 
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祂，
也不感谢祂，反倒在他们的推想上变为虚妄，他
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25 他们将神的真实换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
之物，不敬拜事奉那创造者；祂乃是当受颂赞的，
直到永远。阿们。 

第二，要认识你是作为用来盛装神的器皿而
被造的。 
罗马9:23 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
器皿上，彰显祂荣耀的丰富。 
如果，我们不以神为内容，不认识做我们内容的
神的话，就违背的神造我们作器皿的目的，也就
失去了意义。最近，有名的演员，女演员接连自
杀。他们虽然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但可惜的是，
没有认识到人是盛装神的器皿这件事。想必应该
是感到人生中的矛盾和空虚吧。 

第三，你要呼求主名。在罗马9章说到，我
们是神的器皿的启示之后，10章启示了让主充满
我们的方法。 
10:12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
同有一位主，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 

第四，你作为神的器皿，必须要不断地向主
敞开。保罗十四封书信的概要就是“敞开的器
皿”。神能多大程度上分赐到我们里面，取决于
我们敞开多少。衰败是从自我满足开始的。一定
不要陷入到自我满足里面。主无限地供应圣灵，
你要一直敞开。 
约3:34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祂赐那
灵是没有限量的。 
例如，你在期中考试的时候，呼求主名，和主一
同学习，成绩得到了提高。你满心欢喜赞美主。
但是，你因为这一点点祝福便满足，期末考试的
时候忘了主，不再认真地祷告。换句话说，期中
考试向主敞开，期末考试的时候就向主关闭，成
绩就下滑了。这个失败的原因，就是自我满足。
主无限地供应圣灵，你也会无限地蒙祝福，无论
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要保持向主敞开。 

主在你开始基督徒生活以前，你未出母胎，
已将你分别为圣。这是为了使你成为讲神的话语
的申言者。为了说神的话，你必须要敞开，做倾
听的人。不能以自己年轻为借口，拒绝主的托付。 
耶1:5 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
出母胎，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
申言者。 
6 我就说，主耶和华阿！哎，我不知怎样说，因
为我是年幼的。 
7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
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
话，你都要说。 
8 你不要惧怕他们的面，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
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依靠人，从人那里
求祝福。要依靠神，为了追求神的祝福，一生当
中的每一天，都应该操练向神持续地敞开。 
祷告：“哦主耶稣，我在年轻的时候，认识神的
权柄，在所有的事情上学习把神当作神。我是作
为盛装神的器皿而被造的。我呼求主名，渴慕被
神充满。主啊，让我做敞开的器皿。不要陷入自
我满足，要常常向你敞开，即使年轻，也要做说
神的话语的申言者。阿们” 

  



CP2:不信靠自己的努力、看见神的怜悯、 
正确承担自己的责任 

弗2:1 而你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 
4 然而神富于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OL1:“‘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
这样看来，这不在于那定意的，也不在于那奔跑
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罗9:15a,16)。 
OL2:我们若认识神的怜悯，就不会信靠我们的努
力，也不会因着我们的失败而失望；对于我们苦
恼的光景，盼望乃在于神的怜悯。 
OL3:罗马九章启示一切皆在于神的怜悯这原则。
我们总得最少有一次看见并确定地碰见神的怜
悯｡ 

常常因着我们可怜的光景，我们需要先受怜
悯，才能得恩典。我们像乞丐一样来到施恩的宝
座前，光景多少有点像浪子回到父亲那里一样。
乞丐和浪子一样，需要怜悯。我们来到施恩的宝
座前，也许觉得我们很可怜，并说，“父啊，我
什么都不配。”但父会说，“你不配，但我有怜
悯。我的怜悯临到你，使你有资格接受我的恩惠。
我的怜悯将我带给你，使我给你穿上上好的袍
子。”神的怜悯对我们总是便利的。 

多年的经历使我强烈且深刻地相信，每件发
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是出于神。一切都在于神
的怜悯。我们越看见这个，就越自然地在主面前
背负我们的责任。   

无论如何，就连背负责任也是出于神的怜
悯。为什么有些信徒愿意背负他们的责任，有些
却不愿意？答案就在于神的怜悯。 

说到主的恢复，神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
怜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并不是因着我们比别
人聪明，或是比别人更追求主。我们在这里，完
全是由于神的怜悯。你若思想主怎样将你带进主
恢复里的召会生活，你就会为着祂的怜悯敬拜
祂。说到福音、生命的职事以及主恢复里的召会
生活，神都向我们施了怜悯。为着神主宰的怜悯，
我们该何等的赞美祂! 

应用：在职者・研究所篇 
哀 3:22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主的慈爱，因祂
的怜恤不至断绝。 

你现在可以在这里工作和研究，是因神的怜
悯。你不能骄傲，说自己努力了所以有了现在的
我。 
林前 15: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
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
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
同在。 
你说：“因为我努力了，所以变成这样了”，这
显然与保罗的见证不同。保罗比任何人都劳苦，
但却见证这是神的恩典，而不是自己。请你知道，
主若对你的怜悯少了一点，就没有现在的你。例
如，你通过了很难的考试，或者在公司升职了。
你可能努力了，但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可能试题
就不会出现你擅长的问题，或者你的上司不会让

你而是其他人升职的吧。无论农夫多么劳苦，只
要天上没有雨，所有的劳苦都会白费。同样，无
论你做得多好，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和恩典，所有
的努力都会白费。并且，你能劳苦的，也是主的
怜悯。 
诗歌 234 首 2-3节说， 
2．不能死者，竟然受死！全是奥秘，谁能尽知？ 
   神圣之爱，高深长阔，最高天使也难测度！ 
   所有天使不必臆猜，全是怜悯，当得敬拜！ 
   所有天使不必臆猜，全是怜悯，当得敬拜！ 
3．离开天上父的宝座，降世为人，恩何广阔； 
   虚己、舍身，流血、赎罪，为救亚当无望族类；  
   全是怜悯，无量、白给，竟然临及我这罪魁！ 
   全是怜悯，无量、白给，竟然临及我这罪魁！ 
所以你现在在这里，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感谢
赞美神的怜悯。 
弟兄的见証：“我在参加李弟兄在台湾的全时间
训练时，一开始认为因为自己的奉献很好，所以
能参加训练。”但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因为不会中文就想回日本了。虽然我是小组长，
但因为不会中文，组员问我问题，我连问题都听
不懂，每天都是觉得自己没用的心情。我屡次向
主抱怨：“在日本有点有用，在台湾却完全没有
用。”然后，我就想辞掉不当组长。但是，在说
之前，我想先和主交通看看，我开始向说主不满。
不可思议地发牢骚的时候，主光照我，摸着主的
爱和怜悯，眼泪流出来了。我发现，我能奉献和
参加训练全都是神的怜悯。然后，认自己高傲、
不信的罪。这样一来，就被圣灵充满，传福音，
帶很多人得救。因着神的怜悯，我完成了两年的
台湾全时训练(FTTT)。从心里感谢和赞美神的怜
悯。阿们！” 
祷告：“哦主耶稣，我现在拥有的研究、工作和
家庭是出于神的怜悯。我不是因为自己好才得
救，才能留在召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因着神的
怜悯。越看见神的怜悯，我就越能在主的面前谦
卑，背负自己作为在职者的责任以及在召会生活
和家庭生活中的责任。因神的怜悯而赞美主。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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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借着与主个人亲密的交通， 
心转向主，除去观念的帕子，观看主的荣光 

罗 9:23 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
皿上，彰显祂荣耀的丰富；这有什么不可？ 
林后 3:16 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
除去了。 
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
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
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
的。 
OL1:“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
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来
4:16)。 
OL2:我们受造成为蒙怜悯得尊贵的器皿，以盛装
基督这尊贵的神，好使我们尊重神和人。得尊贵
的器皿乃是凭着灵而活且凭着灵而行以尊重神，
并将那灵供应人以尊重人的人。 
OL3:我们有这宝贝，基督这荣耀的神，住在我们
这些瓦器里；住在我们里面的“这宝贝”，就是
“耶稣基督的面”，基督的同在。 
OL4:当我们将心转向主，就在灵里观看主灵，就
是基督的同在，我们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
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林后 3:18)。返照主
的荣耀是叫别人经过我们看主｡ 
我们若回顾已往，就会敬拜主。我们会看见，我
们的每一步路，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
祂。在我们出生以前，祂就拣选了我们，预定了
我们，并安排每一件与我们有关的事，包括我们
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不仅如此，祂还定好我们所
有的年日，以及我们所在的地方。……临到我们
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于神圣的怜悯。 
在整个宇宙中，没有一件事像观看耶稣的面那样
宝贵。这是一件个人经历和享受的事。我们越活
在祂面前，我们就越觉得主耶稣的宝贵。这就是
对祂内住的享受。…假如我们都学习弃绝我们的
旧人位，借着观看耶稣面上的标示，享受祂的同
在，而接受祂作我们的人位，我们就会有一种甜
美的感觉，觉得内住耶稣的宝贵。这会使我们发
光照耀，这一种照耀就是祂荣耀的返照。我能保
证，如果你有这种经历，其他人就会看出你是多
么发光照耀。你不只是快乐，并且是发光照耀。
有光从你里面照耀出来，那就是耶稣的返照。这
是保罗对于内住基督的经历。 

应用：服事者篇 
    根据哥林多后书3:12～18节启示，作为新约
的服事者，你应该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把这个交
通分成三类进行说明。 
    第一，敞开心，与主亲密，私密的，个人的，
充满爱情的交通。最初可以与主交通自己的内
容。比如，⑴“主啊，虽然我不明白为何这样的
上司在我上面,不过我转向你。在这个环境里，
我想不太能学到该学的东西。主，请帮助我！”，
⑵“为了配偶我很苦恼。为什么我的配偶不能尽
快得救？请尽快拯救我的配偶！”，⑶“即使到

现在为止，我还是不知道如何与你有亲密的交
通。主啊，请怜悯我！”，⑷“主啊，我被呼召
与主耶稣有交通,不过因为与主的交通是表面
的，感觉没有得到太多的祝福。主啊，请把我从
不冷不热的状况中拯救出来！”等等，请你把现
在真实的自己摆在主的面前，向主敞开与主坦诚
的交通。绝对不要有宗教的，假装属灵的交通。
请单纯，实事求是的与主交通。 
    第二，在与主的交通中一旦被主光照，请马
上认罪。一认罪你就被圣灵充满。这时你的心就
渐渐转向主，自己的观念的帕子就被除去，就能
观看主的荣耀。比如，事奉主时，你绝对不能顺
从自己固有的观念，去选择同伴或选择新人。请
把心转向主，当观念的帕子被除去，那灵就会膏
油涂抹祝福你的服事。 
    第三，一旦观念的帕子被除去，那灵就向你
说话。你就会明白神的心意。耶利米和但以理一
明白神的心意就马上祷告。这个祷告是香坛的祷
告，执行神经纶的祷告。你必须亲密的与主交通，
达到香坛的祷告。 
    今年的国殇节特会“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
复应时的话”的最初的信息里Edo弟兄选出了诗
歌568(英784)。那是因为理解了新冠的世界局势
背后的主的行动，为了服事，基本的要求是要与
主有亲密的交通 。 
祷告─与主交通 
1.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祂面灵里来寻求； 

祂前求问并且静听，隐密之处来等候。 
（副）祷告与主来往交通，祂面灵里来寻求；
祂前求问并且静听，隐密之处来等候。 

2.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从你里面全敞开； 
敞着脸面将祂瞻仰，单一、纯洁又实在。 

3.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凭信将祂来寻求； 
学习来摸祂这活灵，恭敬、仰望并等候。 

4.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以灵、以真为秘诀； 
总要凭灵祷告、求问，照着里面的感觉。 

5.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诚恳静听祂所言； 
让祂心意印刻于你，使你成全祂心愿。 

祷告：“哦主耶稣，作为盛装主的器皿，为了被
主充满，首先要敞开心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操练
不论何时都要坦诚的来到主前。与主的交通中若
认被光照的罪，立刻就会被圣灵充满。将心转向
主，除去成为隔阂的固有观念，注视主的荣耀，
愿服事能被膏油涂抹。向那灵的说话敞开，能够
祷告出主的心意。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