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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神关于召会之经纶的启示。在 31:12 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涌向耶和华的
旧约里，有神关于召会之经纶的预表、图画，而在新约 美福，就是五谷、新酒、新油、羊羔和牛犊；他们的心
背诵经节
耶利米书 29:14 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 里，神关于召会的经纶得着了应验（新约总论第一册， 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
31:1 耶和华说，那时我必作以色列各家族的神，他们
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和我所赶你们到 一八二页）。
耶利米三十至三十三章这段是论到耶和华关乎以 必作我的子民。
的各处招聚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迁徙离开的地
色列复兴的应许。
31:6 日子必到，在以法莲山地守望的人，必呼叫说，
方；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从远方（从以色列跟随祂的旷野—二 2 下） 起来罢，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
相关经节
向以色列显现。耶和华说，祂以永远的爱（新婚的爱情 31:7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喜乐欢呼，向
哥林多前书 10:1-3，11
10:1 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 —2 上）爱了以色列，因此祂以慈爱吸引了他们（三一 万国中为首的呼喊；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
3）。耶和华继续说，“以色列的处女啊，我要再建造 拯救你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所余剩的人。
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你，你就被建造；你必再以自己的鼓为妆饰，与欢笑的 31:13 那时处女必喜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
10:2 都在云里，也在海里，受浸归了摩西；
人一同跳舞而出。你必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 同喜乐；我要使他们的悲哀转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
10: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使他们的忧愁转为快乐。
10:11 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鉴戒，并且写 园；栽种的人要栽种并享用所结的果子。”（4～5）
耶和华要使被掳的以色列和犹大回转，并要使他
30:10 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
在经上，正是为警戒我们这生在诸世代终局的人。
们回到祂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三 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你后
耶利米书 29:10-14
29:10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 十 3）。……在三十章十节上半耶和华宣告：祂的仆人 裔被掳到之地拯救他们，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宁，无
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坚立我美善的话，将你们带 雅各不该惧怕；以色列不该惊惶；祂要从远方拯救他们， 人使他害怕。
从他们后裔被掳到之地拯救他们。然后祂应许：“雅各 30:11 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我所赶散你
回这地方。
29:11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 必回来得享平静安宁，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 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适度
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好结 要拯救你；也要将我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 管教你，绝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却不将你灭 绝净尽， …… 这是耶和华 说的。” （ 10 30:18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棚归回，
局，有指望。
也必怜恤他的住处；城必重建在原旧的山冈上，宫殿也
29:12 你们要呼求我，前来向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 下～11）
耶和华应许将他们从北方之地领来，从地极招聚 照原样有人居住。
29:13 你们寻求我，若全心寻求，就必寻见。
29:14 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 （三一 8 上）。……必有大群人回到以色列地。这群人 30:19 必有感谢和欢笑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
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 包括瞎子、瘸子、孕妇和产妇（8 下）。……他们要哭 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
建议每日阅读
聚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迁徙离开的地方；这是 泣而来，耶和华要照他们的恳求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溪
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绊跌；因为祂是以色列的
按照耶利米三十一章十一至十四节，耶和华必拯
耶和华说的。
父，以法莲是祂的长子（9）（耶利米书生命读经，二 救以色列脱离比他们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
建议每日阅读
高处歌唱，又涌向耶和华的美福，就是五谷、新酒、新
在神旧的行政的预表安排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四至二○六页）。
团体追求
油、羊羔和牛犊；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
的后裔，以色列人，并使他们成为祂的子民，作召会的
预表（罗九 11～13，徒七 38）。在旧约里，没有明言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一章 雅各的成熟 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喜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
也必一同喜乐；耶和华要使他们的悲哀转为欢喜，并要
提起召会。然而，有描绘召会的预表。作神选民的以色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第 5～9 段）
安慰他们，使他们的忧愁转为快乐。祂必以肥油使祭司
列人，是召会最大、集体的预表，在其中我们能看见召
的心满足，祂的百姓也要因祂的美福饱足。
周二
12/08
会蒙神拣选并救赎，享受基督与那灵作生命的供应，建
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们，又看守他们，好像牧
造神的居所，承受基督作她的分，堕落且被掳，却得恢
背诵经节
复，并等候基督的来临。在旧的经纶里，神预备了召会 耶利米书 31:12 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涌向 人看守羊群（10）（耶利米书生命读经，二○六页）。
以色列的复兴要发生在耶和华以公正惩治（惩罚）
这样一个包罗万有的预表，这是何等的工作！
耶和华的美福，就是五谷、新酒、新油、羊羔和牛犊；
以色列之后（耶三十
11 下）。……耶和华因他的罪孽
保罗将以色列人的历史应用到新约的召会生活。 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
甚大，就用仇敌的击打击打他，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他
在希伯来书和哥林多前书，他清楚指出，发生在以色列
相关经节
（14～15）。凡吞吃他的必被吞吃，他们个个都被掳去；
人身上的事，乃是我们的鉴戒（预表）（林前十 6）。 耶利米书 31:11-12，1，6-7，13；30:10-11，18-19
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都是召会的故事。这样，圣经包 31:11 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拯救他脱离比他更强 耶和华必使他痊愈，医好他的创伤（16～17）。
含两种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和召会的历史。……全本圣 之人的手。
周一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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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棚归回，也必怜恤他 25:12 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因巴比伦王和那国民的
神向他保证，他的国、他的民、殿和城悲惨的情
的住处（18 上）。……城必重建在原旧的山冈上，宫 罪孽惩罚他们，并惩罚迦勒底人之地，使那地永远荒凉； 形只会持续七十年。有些被掳的人，如但以理，在七十
殿也照原样有人居住。必有感谢和欢笑的声音，从其中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年满时仍要活着。……所以，神安慰耶利米，向他保证，
发出（18 下～19 上）。
但以理书 9:2-3，17，19
祂怎样任凭百姓被掳，也要怎样将他们从被掳中带回。
在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八至四十节，耶和华宣告， 9:2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经书上得知耶和 神要将他们带回，不是像俘虏，乃是像得胜的战士（以
日子将到，耶路撒冷城必建造归于耶和华。
华临到申言者耶利米的话，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 斯拉记生命读经，三至四页）。
耶和华使被掳之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 十年为满。
（按照但以理九章二节下半至四节），但以理从
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别的山 9:3 我便禁食，披麻蒙灰，面向主神寻求，祷告、恳 神的话，得知神对耶路撒冷的旨意，就根据神的话为这
岭啊，愿耶和华赐福与你。”（23）在此“公义的居所” 求。
事祷告。但以理实在会祷告，因为他懂得亲近神，接触
指耶路撒冷，“圣别的山岭”指锡安山。犹大和属犹大 9:17 我们的神啊，现在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恳求，为主 神，吸取神，也让神发表祂自己。但以理的分量不重在
城邑的人、农夫和游牧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24）。 的缘故使你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
会说预言，乃重在会祷告。他所以能说预言，是因为他
耶 和 华 必 使 疲 乏 的 人 饱 足 ， 使 衰 颓 的 人 满 足 9:19 主啊，求你垂听！主啊，求你赦免！主啊，求你 会祷告。他的祷告摸着神，接触神，吸取神，也让神从
（25）。……耶和华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 倾听并行事！我的神啊，为你自己的缘故，求你不要迟 他里面发表出来。
色列家（27）。这指明一切的生活，要在生命上丰富。 延；因你的城和你的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但以理是神在地上的同工。他体贴神的心肠，接
耶和华也说，祂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 以弗所书 6:18
触神。他活在神里头，也让神活在他里头；他是个与神
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28）。 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 联合的人。所以当地上有大波动，神在地上有大举动时，
耶和华要使以色列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 且为众圣徒祈求，
但以理能与神同工，作神的发表，给神一个配合。他从
不至卑微（三十 19 下）。
歌罗西书 4:2
神的话，得知以色列人要荒凉七十年，七十年期满，神
三十章五至八节启示，必有一大日，就是以色列 4:2 你们要坚定持续地祷告，在此儆醒感恩，
就要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以色列地，重新建造耶路撒
遭难的时候。……七节上半说，“哀哉，那日为大，无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18
冷。他知道了神这个心意，知道神所要作的这件事，就
可比拟；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这大日，这遭难的时 5:16 要常常喜乐，
禁食为这事祷告。他知道神在地上要有一个大举动，他
候，就是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太二四 21，但十二 7 5:17 不住地祷告，
就作神的发表，与神配合，为这事向神祷告。所以，他
下，启十三 5、7 上）。耶利米三十章提到今世末了三 5: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 祷告到哪里，神就作到哪里；他祷告什么，神就作什么。
年半时的大灾难。……七节下半告诉我们，以色列必从 意。
以后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就是神成全了但以理的祷
这大灾难中被救出来（但十二 1）。
建议每日阅读
告。以色列人的归回，是但以理祷告的结果。所以但以
在耶利米三十章八节耶和华应许，到那日，耶和
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以后，他们对神不忠信。…… 理的祷告是与神同工，领导神的工作，带着神作工，为
华必从以色列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扯开他的捆索，外人 他们离弃神，并在耶路撒冷独一的中心以外另立敬拜中 神的工作开路（祷告的意义与目的，三六至三七页）。
不得再使他作奴仆（耶利米书生命读经，二○七至二一 心。后来以色列国被亚述人所掳，接着犹大国也被巴比
团体追求
○、二一二页）。
伦人所掳。耶路撒冷城被占据，直到一九六七年才归还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二章 圣灵的组织
团体追求
以色列。
（开头～有分于神的圣洁）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一章 雅各的成熟
在历代志下末了，在神眼中，以色列人的光景和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第 10～15 段）
情形是悲惨的。那地被异教徒霸占并接管，神将以色列
周四 12/10
人交给外邦人作俘虏。不但如此，圣殿被焚烧，耶路撒
背诵经节
冷的墙被拆毁。整个美地，……都被摧毁殆尽。
周三 12/09
耶利米书 23:3-4 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逐
耶利米看见这一切，他坐在锡安山顶，俯视耶路 他们所到的各地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自己的草场，他
背诵经节
但以理书 9:19 主啊，求你垂听！主啊，求你赦免！主 撒冷就痛哭。他同胞中所有领头的人，所有尊贵的人， 们必繁衍增多。我必兴起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
啊，求你倾听并行事！我的神啊，为你自己的缘故，求 都被掳到巴比伦。……至终，他自己也被掳到埃及，在 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
你不要迟延；因你的城和你的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那里被杀害。何等可怜的情形！
的。
耶利米哀哭时，神进来安慰他，告诉他被掳不会
相关经节
到永远，只持续七十年（耶二五 11）（以斯拉记生命
耶利米书 25:11-12
25:11 这全地必然荒凉旷废；这些国民要服事巴比伦 读经，二至三页）。
王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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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经节

主第一次的来，是在于神的子民从巴比伦的被掳 31:33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
耶利米书 23:3-4
中回到圣地。按照弥迦书五章二节，基督要生在靠近耶 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
23:3 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逐他们所到的 路撒冷的伯利恒。因此，这预言要应验，神的子民就必 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各地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自己的草场，他们必繁衍增 须在圣地，好使基督能第一次来。没有神的子民在圣地， 31:34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
多。
基督就无法借着成为肉体来到地上。
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
23:4 我必兴起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后，神嘱咐祂的子 必认识我，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
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
民回到圣地。大部分的人仍留在亚述、埃及和巴比伦， 罪；这是耶和华说的。
马太福音 16:18
但有一些遗民回到圣地。主耶稣乃是从这些被掳归回的 33:16 在那些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
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 遗民中出生的。没有这些遗民回到圣地，主就不可能第 住；这城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
一次来。
申命记 12:5, 7-8, 28
以弗所书 1:22-23; 5:25-27
同样，基督的第二次来临系于祂新约信徒中的余 12:5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所选择出来
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 数，从宗教的巴比伦，就是堕落基督教（启十七）被掳 立祂名的地方，就是祂的居所，那是你们当寻求的，你
头；
的光景中，归回一的正确立场，为着恢复召会的建造， 们要往那里去，
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 就是神属灵之殿的建造（提前三 15，彼前二 5）。我们 12:7 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
满。
该问自己，我们在哪里？我们仍在巴比伦的被掳中，还 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
5:25 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召会， 是在那些回到耶路撒冷，就是一的独一立场的人中间？ 赐福，就都欢乐。
为召会舍了自己，
（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一年第一册，四五一至四五二页） 12:8 你们将来不可照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各人行
5:26 好圣化召会，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
独立的团体和分散的寻求者，就像离开巴比伦却 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5:27 祂好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有斑点、皱纹、 没有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还留 12:28 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这一切话，使你和你
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她成为圣别、没有瑕疵。
在被掳之地，只有少数遗民为着神的建造回到正确的立 的子孙可以永远得福，因为你行了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
提摩太前书 3:15
场（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一年第二册，四七四页）。
善、看为正的事。
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有些基督徒持有一种观念，认为召会要全体为着
建议每日阅读
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主的第二次来预备好。他们可能祷告，求主复兴全地整
“恢复”一辞的意义，是再次得回失去的东西，
启示录 22:20
体的召会。然而，这样全球性的复兴并不会发生。这是 或使事物回到正常的情形；意即在遭受破坏或失去了以
22:20 见证这些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 因为主的路不是要复兴整体的召会，乃是要呼召祂子民 后，再使事物复原或回到正常的情形。我们说到召会的
耶稣啊，我愿你来！
中那些愿意付代价跟从祂的余数，使祂的定旨得着完成， 恢复，意即召会原初有一种情形，后来却失去或被破坏
建议每日阅读
并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得着建造，且为着祂的来临预备好 了，现在需要把召会带回到她原初的光景。因为经过了
申言者耶利米预言，耶和华应许以色列必得复兴 作祂的新妇（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一年第一册，四五八 许多世纪的历史，召会已经堕落了，她需要照着神原初
（耶二三 3～8）。……耶和华说，祂要将祂羊群中所 页）。
的心意而得复原。我们对于召会的异象，应当受到管治，
余剩的，从祂赶逐他们所到的各地招聚出来，领他们归
团体追求
不是照着现今的情形或传统的作法，乃是照着圣经里所
回自己的草场。他们必繁衍增多（3）。“耶和华说，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二章 圣灵的组织 启示，神原初的心意和标准。
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上来 （圣灵所结的果子～基督成形在里面）
召会的恢复是由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所预表的
之永活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
（拉一 3～11）。……以色列国全部的历史，乃是召会
北方之地，并从他们被赶逐到的各地领上来之永活的耶
一个完整、 包罗万有 的预 表。以色列 国开始于 出埃
周五 12/11
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土。”（7～8）这些都是关于
及。……最后，以色列人过约但河，进入迦南美地。他
背诵经节
以色列得复兴的应许（真理课程四级卷二，一八一页）。 申命记 12:5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所选 们征服那地的人并得着那地后，就建造圣殿。……然
在为着主的回来预备以色列这事上，主虽然完成 择出来立祂名的地方，就是祂的居所，那是你们当寻求 而，……主要的是由于所罗门的失败，圣殿就被毁坏了，
了很多，但祂也必须预备召会作祂的新妇。……我相信 的，你们要往那里去，
以色列人也被带到巴比伦作俘虏（新约总论第七册，四
主不可能在今天的基督教这宗教的系统，连同其一切的
五九至四六一页）。
相关经节
传统、仪文和形式中，预备祂的新妇。我也怀疑那些陷 耶利米书 30:17; 31:33-34; 33:16
由于召会的堕落，就属灵一面说，她是已经被掳
在基督教里的人，能作多少事预备新妇，好将我们的主 30:17 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创伤；因 了。神的子民已经分裂、分散，从一的正确立场被掳到
带回来。
为他们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锡安，是无人探问的。 错误的立场。……就着非常真实的意义来说，今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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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比以色列人更加分散。因此，我们需要恢复。我们需 1:5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首领、祭司、利未人， 城。……圣殿乃是主同在的地方，需要受到保护。城
要的不仅是复兴，更是恢复。
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灵的人，都起来要上去建造在耶路 墙对殿乃是防御。
以色列人的恢复，不仅是从巴比伦出来，乃是要 撒冷耶和华的殿。
以弗所二章十九节和提前三章十五节，说到召会
归回到耶路撒冷，就是神所命定独一的立场。耶路撒冷 1:11 金银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被 是神的家。但是，在启示录末了两章，有一座城，并
是主所拣选的地方（申十二 5）。因此，耶路撒冷就是 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设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
且在这城内没有殿（二一 22），因为城已经成为殿的
神子民敬拜神的中心，这独一的中心保守了神子民的一。 7:27 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当受颂赞的， 扩大。
若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心，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后，早就分 因祂把这样的意思放在王心里，要修饰在耶路撒冷耶和
我们要明白新约里家和城的关系，就需要领悟召
裂了。神预知这个难处，就一再地重复关于祂所拣选之 华的殿；
会乃是基督的扩大和基督的扩增。所有的信徒都是基
地方的诫命（申十二 5、11、13～14）。……神的拣选 7:28 祂又在王和谋士面前，并王一切大能的军长面前 督的一部分，都是基督的肢体。所有这些部分合在一
成了祂子民聚集的中心，这就是一的独一立场。为此， 施慈爱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 起，就是基督 的扩增。 因 此，召会乃是 基督的丰 满
在旧约里神的子民必须被带回到耶路撒冷，神所命定独 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
（弗一 22～23），因为基督已经扩增并扩大到许许多
一的立场。
尼希米记 2:17
多的肢体里面。基督第一步的扩大是召会作为家。这
今天的巴比伦不仅将神的子民掳去，也抢夺了神 2:17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祸患，耶路撒冷 扩大的第二步 仍然是 召 会 ，但不是作为 家乃是作 为
殿中一切的丰富。那些表征基督丰富的器皿，已经被掳 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 城。……至终，整个召会就成了城。因为殿已经作了
掠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的公会里，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
城，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在耶路
很少有人说到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弗三 8），也没 启示录 21:2-3, 22
撒冷城内没有殿。城是帐幕，是居所（2～3）。因此，
有鼓励信徒吃基督，喝基督，与基督同坐席，完满地享 21: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 城乃是殿的扩大，是家发展到至极。
受基督。信徒们对基督的丰富享受不多，或没有享受， 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家和城的建造，是神永远定旨的中心。这建造实
原因乃是所有殿里的器皿，都已被大巴比伦掳去。现今 21:3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 际上就是神与人的调和。所以，召会就是神性与人性
主需要恢复对基督丰富的经历。祂不仅要呼召祂忠信的 幕与人同在，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祂的百姓，神要 的调和。当这调和扩大并终极完成到最完满的程度时，
子民，从巴比伦出来回到正确的召会生活，也要将已经 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那就是城。
失去之基督的各方面恢复并带回（新约总论第七册，四 21:22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
对于基督第二次的来，……若是没有召会生活的
六一至四六二、四六四至四六五页）。
殿。
恢复，也就是说，神的子民若没有从大巴比伦归回到
团体追求
建议每日阅读
召会生活，就没有路带进基督第二次的来。这就是为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二章 圣灵的组织
以色列人被掳，乃是由于他们的堕落。他们因着 什么主在末了的时候，一直作工要得着一个恢复。我
（宝石的成功）
堕落，就被掳到巴比伦。召会也堕落了，最后也被掳 相信这个恢复对于基督的再来，乃是预备和基础（新
到大巴比伦—基督教国，大巴比伦在圣别的神眼中乃 约总论第七册，四六六至四六八页）。
是个妓女。因此，召会的恢复包含一个归回，就是从
周六 12/12
巴比伦所表征被掳和分裂的立场归回。
聚集在耶路撒冷
背诵经节
那些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乃是带着所有
(补充本 507)
以斯拉记 1:3 你们中间凡作祂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
1. 聚集在耶路撒冷，完全脱离巴比伦，
耶路撒冷，建造在耶路撒冷之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祂 被掳到巴比伦之神殿的器皿（拉一 5～11）。这些器皿
是银的、金的，表征对基督并基督之丰富的经
我们作合一见证，哦，愿荣耀归给神！
是神）；愿这人的神与他同在。
历。……神的子民被分散，所有属灵的经历也都被掳
摒弃各样的教训，放下一切的异议，
相关经节
去了。那对他们并对神乃是一个羞耻！甚至今天，有
竭力保守灵合一，在众地方召会里。
以斯拉记 1:1-3, 5, 11; 7:27-28
1:1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成就祂借耶利米口 些 亲 爱 的 基 督 徒 有 真 实 的 经 历 ， 他 们 却 是 在 巴 比
（副）阿利路亚！阿利路亚！
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灵，使他通告全国，下 伦。……经历是正确的，地方却是错误的，因为器皿
是正确的，却是神殿的器皿放在偶像的庙中。因此，
我们都同心合意，
诏书说，
所有的银器和金器都必须带回耶路撒冷（新约总论第
建造基督的身体。
1:2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万
阿利路亚！阿利路亚！
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祂建造殿宇。 七册，四六三至四六五页）。
召会的恢复是由旧约里，耶路撒冷城的重建所预
我们如今活在地方召会里。
1:3 你们中间凡作祂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建造在耶路撒冷之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祂是神）；愿 表（尼二 11、17）。圣殿的建造恢复后，还需要建造
这人的神与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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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使恢复能继续，祭司体系乃所需，
惟此才蒙神称许，哦，愿荣耀归给神！
祭司神前过生活，完全被主浸透过，
如此建造神居所，在众地方召会里。
3. 我们眼睛须开启，看见君王的治理，
神圣权柄得建立，哦，愿荣耀归给神！
为使召会得益处，先决条件要守住─
完全向圣灵顺服，在众地方召会里。
4. 我们须就近祭坛，将一切全都奉献，
如此事奉理当然，哦，愿荣耀归给神！
对此我们无争辩，绝对摆上心甘愿，
召会合一得实现，在众地方召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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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 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
126:4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
地的河水复流。
以斯拉记 6:5
6:5 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
冷的殿中取出，带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
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
哈该书 1:14
1:14 耶和华激动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的灵，
和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灵，并一切余剩之百姓
的灵；他们就来，在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作工。

5. 现今根基已立定！哦，何等荣耀显明！
我们都快乐高兴，哦，愿荣耀归给神！
让我们大声欢呼，将声音传到远处，
并将仇敌全灭除，在众地方召会里。
主日 12/13
背诵经节
诗篇 26:8 耶和华啊，我爱你所住的殿，和你的荣耀所
居之处。
相关经节
历代志下 36:23
36:23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
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祂建造殿宇。
你们中间凡作祂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
他同在！
诗篇 26:8; 46:4-5; 126:1-4
26:8 耶和华啊，我爱你所住的殿，和你的荣耀所居之
处。
46:4 有一道河，这河的支流，使神的城快乐；这城就
是至高者支搭帐幕的圣处。
46:5 神在城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
城。
126:1 当耶和华使那些被掳的人归回锡安的时候，我
们好像作梦的人。
126:2 那时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那时列国中有
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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