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利米书#10应许、预言、余数和恢复11/9-15 

OL Summary: 
Ⅰ. 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祂的子民，
作召会的预表: 
A.作神选民的以色列人，是召会最大、集体的预
表｡ 
B.在这预表中，我们能看见召会蒙神拣选并救赎，
享受基督与那灵作生命的供应，建造神的居所，
承受基督作她的分，堕落且被掳，却得恢复，并
等候基督的来临。 
Ⅱ.耶和华应许要使被掳的以色列回转，并要领
他们回到他们的地: 
A.“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
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
后有好结局，有指望”｡ 
B.“我以永远的爱爱了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
你”。 
C.“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
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来，又将你们带回我
使你们被迁徙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
D.“以色列的处女啊，我要再建造你，你就被建
造；你必再以自己的鼓为妆饰，与欢笑的人一同
跳舞而出”｡ 
E. “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涌向耶和华
的美福，…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
再有一点愁烦”｡ 
F.“我要使他们的悲哀转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
使他们的忧愁转为快乐”｡ 
Ⅲ.耶利米预言以色列要在巴比伦被掳七十年:、
A.关于七十年的话是对耶利米的安慰，向他保证
他的国、他的民、殿和城悲惨的情形，只会持续
七十年｡ 
B.神怎样任凭百姓被掳，祂也要照样带他们回来，
不是像俘虏，乃是像得胜的战士｡ 
C.但以理得知耶利米二十五章十一至十二节和
二十九章十至十四节里论到以色列被掳七十年
的预言，他便“面向主神寻求，祷告”｡ 
Ⅳ.耶和华说，祂要将祂羊群中所余剩的，从祂赶
逐他们所到的各地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自己的
草场，他们必繁衍增多: 
A.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之后，神进来呼召他们从
巴比伦回到圣地: 当神呼召祂的子民回到祂所拣
选的地时，很少人回应；大多数的人仍留在被掳
之地/神应许祂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之后，
要回到耶路撒冷；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遗
民照着这应许归回｡ 
B.在主今日的恢复里，我们乃是神子民的余数，
回到祂原初的心意，但许多真信徒却分散了，留
在被掳之地：我们是基督身体上那些回到原初一
的立场上的肢体，并且作神的遗民站住这立场。
C.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预备了基督
来临的路: 主的第一次来临，系于神的百姓从巴
比伦被掳之地归回圣地/照着弥迦书五章二节里
的预言，基督要生于伯利恒/为着应验这个预言，

神的百姓必须在圣地/被掳归回的遗民是神所使
用的凭借，以重建圣殿，并带进基督的第一次来
临/没有遗民回到圣地，基督就无法借着成为肉
体来到地上/同样，基督的第二次来临系于祂新
约信徒中的余数从巴比伦被掳之地，从堕落的基
督教，归回一的独一立场，为要建造召会，神属
灵的殿/主正在呼召祂子民的余数，从巴比伦被
掳之地出来，回到召会的正确立场，以应付祂的
需要/主的目的不是要复兴整个基督教，乃是要
呼召祂子民中那些愿意付代价跟从祂的余数，使
祂的定旨得着完成，并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得着建
造｡ 
Ⅴ.耶和华说，祂必使以色列人得着恢复： 
A.耶和华应许要使耶路撒冷城得着康复痊愈｡ 
B.祂说，祂要将丰盛的平安和真实显明与他们，
也要洁净他们一切的罪孽，又要赦免他们一切的
罪孽，就是向祂所犯的罪，并干犯祂的罪｡ 
C.耶和华进一步应许，耶路撒冷要在万国的人面
前，名为可喜乐的城，使祂得赞美，得荣耀｡ 
Ⅵ. 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预表召会的恢复: 
A.当我们说到召会的恢复，我们的意思是，一样
东西原初有，后来失落或被破坏了，现在需要将
那样东西带回到原初的光景｡ 
B.因为经过了许多世纪的历史，召会已经堕落了，
所以召会需要照着神原初的心意而得复原｡ 
C.以色列人得恢复，意思就是他们从巴比伦被带
回到耶路撒冷；召会的恢复包含一个归回，就是
从巴比伦所表征被掳和分裂的立场归回｡ 
D.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神命定独一的立场，
带着所有被掳到巴比伦之神殿的器皿：这些器皿
是银的、金的，表征基督的丰富并对基督各方面
的经历/今天的巴比伦不仅将神的子民掳去，也
抢夺了神殿中一切的丰富；现今主不仅要呼召祂
忠信的子民从巴比伦出来，并将他们带回到正确
的召会生活，也要将已经失去之基督的各方面恢
复回来｡ 
E.召会的恢复，也是由在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
就是神的家，以及重建耶路撒冷城所预表: 基督
第一步的扩大是召会作为神的家，由所有的信徒
摆在一起所组成，作基督的扩增/基督第二步的
扩大是召会作为神的城；召会作为家必须扩大到
召会作为城/这个恢复对于基督的再来，乃是预
备和基础。 

  



CP1:每天听信的话，注意不要被不信所感染，
要凭着信心有分于这应许的祝福。 

OL1:作神选民的以色列人，是召会最大、集体的
预表｡在这预表中，我们能看见召会蒙神拣选并
救赎，享受基督与那灵作生命的供应，建造神的
居所，承受基督作她的分，堕落且被掳，却得恢
复，并等候基督的来临。 
林前 10:1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
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2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10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
灭命的所灭。 
11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
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OL2:耶和华应许要使被掳的以色列回转，并要领
他们回到他们的地。 
耶 29:14 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
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
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
掳掠离开的地方。 
30:17 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
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锡安，无人来探
问（或作“理会”）的。 
18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棚归
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
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 
19 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
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 
31:3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4 以色列的民哪（“民”原文作“处女”），我
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
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7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
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 
11 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
之人的手。 
12 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
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
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
有一点愁烦。 
13 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
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
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请认识到我们地方召会，是照着神的应许，

是主的恢复。以色列的百姓是当今召会的预表。
因此，以色列堕落的历史，是对新约圣徒们的警
告。对以色列的祝福，就是对你们的祝福。请你
读一下上面耶利米29-31，以及下面希伯来书的
话，在祷告中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下。 
来2:1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
怕我们随流失去。 
3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
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
实了。 
3:12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
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4:2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
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
所听见的道调和。 

新人和年轻人们，每天要注意不要忽略“这
么大的救恩”。为了不感染新冠病毒和流感，需
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给房间通风换气。
同样的，不信的恶心也是来自于外面的世界和肉
体的欲望。每天，要听信心的话，注意自己的心
不要被不信所感染。神的话里应许了将神的儿女
带到耶路撒冷的一的立场“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
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使他们的悲哀变
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
(耶31:12〜13)你的约定可能会改变，但是神对
自己的约定是信实的。神的约定不会变。不信是
恶心，因为它称被撒旦影响的你的想法为义，但
是称神的约定是不义。   

例如，有的人被上司说道“舍弃你的信仰的
话就让你升职，否则就不给你这个待遇”（这是
真话）。那么，信仰是祝福你，还是诅咒你？你
可能没有同样的经历，但是估计经历过过类似的。
请相信这位主，带着信心和勇气，勇敢地踏出一
步。 
弟兄的见证:从大学院毕业后，成了全时间服事
者。当时的情况，如果不是应届毕业生就找不到
工作（中途采用的例子几乎没有）。所以父亲和
家人对我非常的失望。舍弃一切跟从主的时候，
害怕“经济困难”以及“不能结婚”。但是，我
还是鼓足勇气踏出了这一步。现在我可以作见证，
全时间训练和全时间服事，将没有用的我，改变
成了一个有用之人。跟从主，献给神，和姊妹结
婚，又成了世界型大企业的副总裁。只看到眼前
的事情，便感到害怕，有些陷入了不信之中，但
是因着主的怜悯，能够使我鼓足了勇气。结果主
赐给我的，远远超过了我的期待。感谢主！ 
祷告：“哦主耶稣，我要从以色列的堕落历史中
学习到，不能忽略神伟大的救恩。相信神的应许
使叹气变为喜乐，安慰我们，用欢喜来代替悲伤。
你的话是信实的。将我从被撒旦影响变得不信中
拯救出来。操练灵祷读主的话，和信心调和，无
论何时都要带着勇气大胆地为主作见证。阿们！”  



CP2:召会的建造是宇宙中最拔尖的事业。自愿
花代价将神分赐给人，实行神的经纶 

耶23:3-4 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逐
他们所到的各地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自己的草
场，他们必繁衍增多。我必兴起照管他们的牧人
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
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25:11-12 这全地必然荒凉旷废；这些国民要
服事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因
巴比伦王和那国民的罪孽惩罚他们，并惩罚迦勒
底人之地，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OL1:耶利米预言以色列要在巴比伦被掳七十年。
关于七十年的话是对耶利米的安慰，向他保证他
的国、他的民、殿和城悲惨的情形，只会持续七
十年｡神怎样任凭百姓被掳，祂也要照样带他们
回来，不是像俘虏，乃是像得胜的战士。但以理
得知耶利米二十五章十一至十二节和二十九章
十至十四节里论到以色列被掳七十年的预言，他
便“面向主神寻求，祷告”｡ 
OL2: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之后，神进来呼召他们
从巴比伦回到圣地。当神呼召祂的子民回到祂所
拣选的地时，很少人回应；大多数的人仍留在被
掳之地。 
OL3:在主今日的恢复里，我们乃是神子民的余数，
回到祂原初的心意，但许多真信徒却分散了，留
在被掳之地。我们是基督身体上那些回到原初一
的立场上的肢体，并且作神的遗民站住这立场。 
OL4: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预备了基
督来临的路:主的第一次来临，系于神的百姓从
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圣地。照着弥迦书五章二节
里的预言，基督要生于伯利恒。为着应验这个预
言，神的百姓必须在圣地。被掳归回的遗民是神
所使用的凭借，以重建圣殿，并带进基督的第一
次来临。没有遗民回到圣地，基督就无法借着成
为肉体来到地上。同样，基督的第二次来临系于
祂新约信徒中的余数从巴比伦被掳之地，从堕落
的基督教，归回一的独一立场，为要建造召会，
神属灵的殿。 
OL5:主正在呼召祂子民的余数，从巴比伦被掳之
地出来，回到召会的正确立场，以应付祂的需要。 
主的目的不是要复兴整个基督教，乃是要呼召祂
子民中那些愿意付代价跟从祂的余数，使祂的定
旨得着完成，并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得着建造。 

 
 
 
 
 
 
 
 
 
 
 

应用：在职者・研究生篇 
但以理明白耶利米关于以色列被掳七十年

的预言，所以将自己的脸面转向求告“主耶和华
神，…祷告”。最尊贵的祷告，有价值的祷告，
就是像但以理一样祷告神的旨意。但以理的祷告，
使圣殿从毁坏和被掳的时代转变为归回耶路撒
冷和重建圣殿的时代。 

在职者和研究者应会有想要做对有助于人
之工作的想法。你应要有这样的想法：可以提供
新的技术和服务来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
(Quality of life，QOL)，还能获得收入的美好
想法。但是，请好好考虑一下。实行神的旨意，
比这样的想法更好。不仅如此，神的旨意中心是
人，当然是为着人。更要在对抗诱惑人堕落撒旦
的事上，起来，对付撒旦。实行神的旨意是正确
地对待神和神的仇敌撒旦以及受造之物的中心
的人。 

如果你的职业能够帮助人们“改善 QOL”，
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这里说，“改善 QOL”
只是部分改进，而不是本质上的东西。没有神的
经纶和神的分赐，就没有根本的“QOL 的改善”。
因为人是盛装神的器皿，如果不接受神的分赐，
就没有人真正的满足。 

在你的人生中，现在这里有参与在神经纶这
宇宙中最拔尖的事业，也就是建造召会，主第二
次回来之事业的机会。想成为世上有助于人者，
请认识更高、更绝佳的目标--神永远的经纶，并
考虑到它的价值。并将你的一生献给作神永远的
经纶基督和召会。作为一名在职者和研究者，你
将从事有助于人的工作和研究，并感到自豪。参
与神的经纶是比它有更高的意义。你可以在除了
自己的生意和研究之外，借由奉献时间在召会建
造上，参与神的事业。 
太 13:45 诸天的国又好像一个商人，寻找好珠子，
46 寻到一颗珍贵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
的，买了这珠子。 
FN“商人”:“商人”也是基督，祂为着国度“寻
找”召会。在 16:18 和 18:17，祂寻到后，就为
着国度“去”十字架，“变卖”祂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珠子”。FN“真珠”:珠子既出于那象征
撒但所败坏之世界的海，就必是指召会，这召会
主要的是由外邦世界中重生的信徒所构成，乃是
“珍贵的”。 
祷告：“哦主耶稣，我想通过工作和研究来提高
人们的 QOL，但有分于神的经纶，是远远超过了
这一点的价值。因为人是盛装神的器皿，没有神
就没有人真正的满足。福音和牧养是满足神和人
的尊贵事业。此外，神的事业包括对付诱惑人堕
落的撒旦。把自己奉献给这荣耀的事业。阿门！” 
  

https://heavenlyfood.cn/bible/4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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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3:从分裂的巴比伦回到一的耶路撒冷，在身
体中每个人都成长，并尽功用，带进主的回来 
以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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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这人的神与他同在。 
11 金银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被掳的人从巴比
伦被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设巴萨将这一切都带
上来。 
OL1: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预表召会的恢复。 
OL2:圣殿，乃是神同在的地方，需要受到保护；
城墙对殿乃是防御。 
OL3:基督第一步的扩大是召会作为神的家，由所
有的信徒摆在一起所组成，作基督的扩增。基督
第二步的扩大是召会作为神的城；召会作为家必
须扩大到召会作为城。这个恢复对于基督的再来，
乃是预备和基础｡ 

由于召会的堕落，就属灵一面说，她是已经
被掳了。神的子民已经分裂、分散，从一的正确
立场被掳到错误的立场。。…就着非常真实的意
义来说，今天的信徒比以色列人更加分散。…耶
路撒冷是主所拣选的地方（申十二 5）。因此，
耶路撒冷就是神子民敬拜神的中心，这独一的中
心保守了神子民的一。若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心，
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后，早就分裂了。神预知这个
难处，就一再地重复关于祂所拣选之地方的诫命。
…神的拣选成了祂子民聚集的中心，这就是一的
独一立场。为此，在旧约里神的子民必须被带回
到耶路撒冷，神所命定独一的立场。 

那些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乃是带着
所有被掳到巴比伦之神殿的器皿。这些器皿是银
的、金的，表征对基督并基督之丰富的经历。…
甚至今天，有些亲爱的基督徒有真实的经历，他
们却是在巴比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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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银器和金器都必须带
回耶路撒冷。 

我们要明白新约里家和城的关系，就需要领
悟召会乃是基督的扩大和基督的扩增。所有的信
徒都是基督的一部分，都是基督的肢体。所有这
些部分合在一起，就是基督的扩增。因此，召会
乃是基督的丰满，因为基督已经扩增并扩大到许
许多多的肢体里面。。…至终，整个召会就成了
城。因为殿已经作了城，所以启示录 21:22 告诉
我们，在耶路撒冷城内没有殿。城是帐幕，是居
所。因此，城乃是殿的扩大，是家发展到至极。
当这调和扩大并终极完成到最完满的程度时，那
就是城。 

 
 
 
 
 
 
 

应用：服事者篇 
作为召会的服事者，要认识主恢复的目的是

要带进主的再来、带进基督的国。 
启11:15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国，祂要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FN“世上的国”:基督回来审判列国之后，世上的
国就成了基督的国。 
FN“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主要作王，直到
永永远远，指主要在千年国和新天新地作王，直
到永远。 

主恢复中的召会生活和服事是和基督教有
很大的不同。以下三点是地方召会生活和服事的
显着特征。 
❶恢复神儿女中间的一: 巴比伦是在分裂的立场，
耶路撒冷是在合一的立场。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
撒冷的属灵意义是神的儿女从分裂的立场恢复
到合一的立场。召会的责任者请借着职事的工作，
一 年 七 次 的 国 际 节日 的 聚 会 (July Bible 
training, December Bible Training, 两次的
Training for Elders/Responsible Ones, 
International Chinese Speaking Conference, 
Memorial Day Conference, Thanks Giving Day 
Conference) ，听主今时代的说话，跟从主的带
领，享受主，传福音。在职事的工作下，责任者
需要为着建造尽功用。 

并且，服事者要与责任者的带领是一，实行
身体的服事。不是照着自己个人的负担，乃是照
着身体的负担服事。否则，你的服事就会成为在
巴比伦立场下的服事。这样的服事在神眼中是没
有任何价值的。 

你为着身体的服事，需要将自己的意见钉
在十字架上。李弟兄是在 1986〜1988 的 Full 
Time Training Taipei(FTTT)中交通了对职事
的带领没有意见(No opinion)的重要性。李弟
兄在倪弟兄的职事下时，认识主的知识是在于
弟兄身上，完全不说意见，完全顺服主借着你
弟兄所说的。你在身体的次序中，为着热切地
保守那灵的一、身体的一，要将意见定在十字
架上，顺从责任者的弟兄们。在保持一的里
面，请注意❷所有的人都在身体生活中一起享
受、成长，❸全所有的人都在身体的配搭中尽
功用来服事。绝不要代替其他人服事，要成全
其他人是他们能服事。这是建造身体的服事。
祷告：“为着带进主的回来，并带来神的国度
的地方召会的生活和服事的特征是： 
❶恢复神儿女中间的一， 
❷所有的人都在身体生活中一起享受、成长，
❸所有的人都在身体的配搭中尽功用。为着身
体的服事，我需要把自己的意见钉在十字架
上。主啊，请光照我里面的每一部分。学习对
付罪、己、意见，学习跟从职事和责任者的带
领来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