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米书#9神对埃及与巴比伦的审判11/2-8
神，拜偶像，高举人的己；因此，巴别是人背叛
OL Summary:
神，人拜偶像，以及人高举己的起源，源头/巴别
Ⅰ. 耶利米书向我们陈明一幅神进来惩罚并审判 的延续是巴比伦；在神看来，巴比伦是人类政权
列国的图画；列国预表世界的各方面:
的完成/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甚至与撒但联合为
A.在说到列国时，耶利米首先提到埃及，最后提 一，作为撒但的具体化身/巴比伦毁灭神的圣城
到巴比伦: 这指明在神看来，世界首先是属埃及， 和祂的圣殿，将神的圣民和神殿中的器皿掳去｡
然后是属巴比伦/照着耶利米书里的图画，最后 B.在启示录十七至十八章里，复兴的罗马帝国称
受审判的国是巴比伦；当神审判巴比伦时，祂对 为大巴比伦；大巴比伦有两面—宗教的一面和物
列国的审判就完成了｡
质的一面: 启示录十七章揭示宗教的巴比伦，就
B.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作神新约选民的召会必须 是背道的罗马天主教/在神眼中，那存留了犹太
从世界的各方面分别出来｡
教又吸收异教许多成分的罗马天主教，就是巴比
Ⅱ.耶利米四十六章二至二十八节说到神对埃及 伦/十七章一节的妓女，乃是背道的罗马天主教/
的审判:
因为神恨恶背道的召会，所以在大灾难的起头，
A.埃及预表谋生与享乐的世界，为埃及王法老所 神要使敌基督和他的十王毁灭罗马天主教/启示
预表这世界的王撒但所用，以霸占并篡夺神为祂 录十八章揭示物质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城/在启
的经纶所拣选的人:埃及国表征黑暗的国，黑暗 示录十七章和十八章，巴比伦的两面，宗教方面
的权势/世界不是享受的源头；它乃是暴虐之地， 和物质方面，混合在一起/十七章十六节的妓女
世界的每一方面都是一种暴虐/在世界中，撒但 指宗教的巴比伦，表征罗马天主教；十八节的那
将神的选民，就是命定来完成神定旨的人，掌握 女人指物质的巴比伦，表征罗马城/物质的巴比
在他霸占的手下/生存是一回事，但为着神的定 伦，就是罗马城，要在神眼中变为可憎的，因为
旨而生存是另一回事/撒但霸占人，使人只顾生 她成了属鬼魔的政治和属鬼魔的宗教之源/基督
存，却不顾神在他们生存中的定旨/神呼召我们 作为另一位天使，要照耀地，用祂的大权柄毁灭
的目的，有一面是使用我们，带领别人脱离撒但 大巴比伦，就是罗马城｡
及世界的霸占和暴虐｡
C.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将人的事物与神的话搀混，
B. 世界是一个邪恶的系统，是撒但系统化的安排: 又把属肉体的事物和属灵的事物搀混/巴比伦王
神造人在地上生活，是为了完成祂的定旨；但神 尼布甲尼撒焚毁了在耶路撒冷神的殿，把殿中敬
的仇敌撒但为了霸占神所造的人，就用文化、教 拜神所用的器皿全都带走，放到他在巴比伦偶像
育、工业、商业、娱乐和宗教将人系统起来，在 的庙里/在新约里，这个混杂扩大为大巴比伦/所
地上形成一个反对神的世界系统/撒但已把地上 有把人的能力和神的能力混在一起的，所有把人
一切的事物，特别是那些与人类有关的，以及空 的本事和神的工作混在一起的，所有把人的意见
中一切的事物，都系统化成为他黑暗的国度，为 和神的道混在一起的，我们要从那里出来｡
要霸占人，阻挠人，不让人成就神的定旨，并打 D.大巴比伦有两次倾倒，就是宗教巴比伦的倾倒
岔人对神的享受/世界抵抗父神，世界上的事抵 和物质巴比伦的倾倒: 宗教巴比伦的倾倒要发生
抗神的旨意，凡爱世界的，就成了神的仇敌/“整 在大灾难的起头/物质巴比伦的倾倒要发生在大
个世界”，就是撒但的系统，都“卧在那恶者里 灾难的末了/十九章一至四节里的赞美，主要的
面”/“整个世界”是由撒但的世界系统，和世界 不是关于物质巴比伦的倾倒，而是关于宗教巴比
上的人，就是堕落的人类组成的/“卧”即被动地 伦的倾倒，因为在神的眼中，宗教的巴比伦比物
留在那恶者的势力范围，在他的霸占并操纵之下； 质的巴比伦更可憎｡
整个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人，被动地卧在那恶者 E.神要审判巴比伦到一个地步，叫属巴比伦的事
撒但的霸占并操纵的手下/约壹五章十九节里的 物没有一样存留在宇宙中。
“恶”，原文乃是指致命、有害的邪恶，影响别
人成为邪恶、恶毒的；这样的恶者，就是整个世
界都卧在他里面的魔鬼撒但/撒但正利用物质的
世界和世上的事，将一切至终归一在敌基督的国
里；那时，世界的系统会达到其顶点，并且其中
的每一单元都要显明是敌基督的/撒但邪恶的世
界系统，黑暗的国度，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
作受了审判/主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死于十字
架，就废除了在人肉体里的撒但/主在十字架上
被举起，就审判了世界，也就把世界的王撒但赶
出去了。
Ⅲ. 耶利米五十至五十一章说到神对巴比伦的审
判:
A. 巴比伦开始于巴别:在巴别，撒但使人类背叛

CP1:我们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暴虐之地，世界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中出来，执行神的经纶。
徒26:18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
耶利米 46:25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 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但权下转向神，又因
惩罚挪的 1 亚扪神、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 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
以及埃及的诸王，就是法老和倚靠他的人。
业。
约翰 17:14 我已将你的话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 FN“
”:新约禧年属灵和神圣的
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福分，也就是神福音的福分，其中第一项是叫堕
12:31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 落的人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使他们能在
去。
属灵的范围里看见神圣的事。要看见这些事，需
OL1:在说到列国时，耶利米首先提到埃及，最后 要属灵的视力和神圣的光。
提到巴比伦.这指明在神看来，世界首先是属埃
使徒行传26：18里面有两个对比。“黑暗和
及，然后是属巴比伦。照着耶利米书里的图画， 光”以及“撒旦的权柄和神的权柄”。不仅是对
最后受审判的国是巴比伦；当神审判巴比伦时， 比，也启示了转向。这个转向是多么的荣耀！例
祂对列国的审判就完成了。
如，如果可以从一家黑心企业转职到优良企业，
OL2: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作神新约选民的召会必 你一定会特别喜乐。但是“从黑暗到光”，“从
须从世界的各方面分别出来｡
撒旦的权柄转向神”是更加值得震惊的转向。事
OL3:埃及预表谋生与享乐的世界，为埃及王法老 实上从黑心企业到优良企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
所预表这世界的王撒但所用，以霸占并篡夺神为 是在你信主的时候，在你身上会发生远比转职更
祂的经纶所拣选的人。埃及国表征黑暗的国，黑 好、更无法想象的转变。
暗的权势。世界不是享受的源头；它乃是暴虐之
这是远超人所能知的祝福，很多基督徒没能
地，世界的每一方面都是一种暴虐。
正确的理解。愿主能打开你我的眼睛。
OL4:在世界中，撒但将神的选民，就是命定来完 弗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
成神定旨的人，掌握在他霸占的手下。生存是一 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祂；
回事，但为着神的定旨而生存是另一回事。撒但 18 光照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
霸占人，使人只顾生存，却不顾神在他们生存中 等盼望；祂在圣徒中之基业的荣耀，有何等丰富；
的定旨。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有一面是使用我们， 19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
带领别人脱离撒但及世界的霸占和暴虐｡
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耶利米向我们陈明神的经纶，好使我们回转
如果你能理解这种超群的，令人震惊的转向
归向我们的源头和起源，就是作活水泉源的三一 所带来的价值，你会忘我而感谢赞美主，喜乐地
神。然后我们要享受祂，并接受祂分赐到我们里 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基督和召会。因此，不要爱
面，以成就祂的经纶。这样，神就会使世界远离 埃及和巴比伦所预表的世界，为了从这个世界中
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不该有任何巴 出来，首先要积极地去认识并经历神的经纶——
比伦的事物。我们该清除任何对神的背叛、任何 基督和召会的价值。
对自己的高举以及任何对偶像的敬拜。然后我们
你该认识到这个世界属于撒旦的系统，不是
就是神在祂分赐之下的选民而享受祂。我们不是 享受的源头，乃是暴虐之地。这个世界的所有都
享受埃及作我们生活的美地，乃是享受三一神， 是一种暴虐。你为了完成神的经纶，必须要从占
并且召会生活要作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光景中， 有你的这个世界的系统当中出来。然后帮助他人，
我们必蒙神祝福。
把他们从撒旦的掠夺中带出来。
例如，学生的本分是学习，在职的本分是工
作。人必须专心于学习和工作。但是，因为学习
忙碌，工作加班，就没有时间参加聚会，晨兴。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学习和工作就成了占有你的
这个世界。你是学生，是在职青年。人生存的意
义是被神充满，彰显神，代理神。因此，请圣别
你的时间，实行每天享受主，每周参加聚会的生
活。然后帮助别人，一起读圣经让他们享受主，
将他们带到聚会中来。
祷告： “主啊，感谢你让我从黑暗转入光中，从
撒旦转向神的权柄之下。我看到这种震惊的转向
的价值，更要珍惜主和召会，将自己献给主。学
习和工作是我的本分，但是如果这个妨碍了我的
召会生活，对我而言它就成了这个世界。愿我能
从世界中出来，被神充满，彰显神，代理神。帮
助其他人，把他们从撒旦的掠夺中带出来。”

CP2:将心思置于灵里，心思被更新，价值观被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转变，从被神憎恶的巴比伦出来
就业和婚姻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
约一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 是，即使这些很重要，也不能让这些夺走你的心。
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如果你爱职业、婚姻等甚过于主，这些将会
雅4:4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界为友， 成为霸占你心的世界。
就是与神为敌么？所以凡想要与世界为友的，就
例如，神为你安排一位未婚夫(妻)。你需要
成了神的仇敌。
边与主和照顾你的弟兄姐妹交通边推进此事。但
啓18:4 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 是，撒但会在这背后作工，在结婚的事上，通过
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受她所受 未婚夫(妻) 、家人或这以外的事来攻击你，向你
的灾害。
说：“如果没有办一场更华丽的婚礼，你父母不
19:2-3 祂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因祂审判了那 是会感到羞愧吗？”，
“结婚后收入是最重要的，
用淫乱败坏全地的大妓女，并且向她为祂的奴仆 那么你不是要加更多的班才对吗？”，“你不该
伸了流血的冤。…又说，阿利路亚！烧妓女的烟 一 直 聚 会 ， 节 假 日 不 是 应 该 花 一 整 天 来 约 会
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吗？”。撒但攻击的目的是要让你离开主和召会，
OL1:神造人在地上生活，是为了完成祂的定旨； 霸占人，无法执行神的经纶。
但神的仇敌撒但为了霸占神所造的人，就用文化、
发生这种情况时，你的心思将被撒但系统的
教育、工业、商业、娱乐和宗教将人系统起来， 世界夺去，无法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在这样的
在地上形成一个反对神的世界系统。
时候，你需要悔改，从婚姻的计划中转向基督与
OL2:在启示录十七章和十八章，巴比伦的两面， 召会。并在和基督与召会的交通中考虑结婚的事。
宗教方面和物质方面，混合在一起。十七章十六 最重要的是和基督与召会的交通。这样，其他的
节的妓女指宗教的巴比伦，表征罗马天主教；十 一切事将都会很顺利。阿们！并且，将你的心思
八节的那女人指物质的巴比伦，表征罗马城。大 置于灵里，将你所听到的神经纶的异象祷告出来。
巴比伦既有这两方面，所以从那城出来，就是从 这样，主就会更新你的心思，并给你神圣的价值
宗教的巴比伦和物质的巴比伦出来。
观。
OL3:物质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城，要在神眼中变
年轻人应该尊重婚姻。被圣灵的膏油涂抹就
为可憎的，因为她成了属鬼魔的政治和属鬼魔的 是真正的尊重神和人。因此，为着使你尊重婚姻，
宗教之源。
请在灵里祷告，在灵里约会。
OL4:基督作为另一位天使，要照耀地，用祂的大 来 13:4 婚姻当在众人中间受尊重，床也不可污
权柄毁灭大巴比伦，就是罗马城。
秽，因为淫乱和奸淫的人，神必审判。
我们都需要对世界有清楚的异象。对我们而 太 3：2 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
言，我们为着生存所需要的事物可能只是属地的 FN“悔改”: 悔改就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而转
事物，也可能成了世界—撒但的系统。当你被吃 移目标。施浸者约翰所传的悔改，开启神新约的
这件事霸占，吃对你就成为世界的一项。当你被 经纶，是为着诸天的国有一个转变。这指明神新
婚姻霸占，婚姻对你就成了世界的一项。当你被 约的经纶，是以祂的国为中心。为此，我们应当
衣着、住屋和交通霸占，这些对你也成了世界的 悔改，改变我们的心思，转移我们人生的追求。
项目。
我们追求的目标，向来是别的事物，现今我们必
罗马十二章二节保罗说，“不要模仿这世代， 须转向神和神的国。
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模仿这世代，就 祷告：“哦主耶稣，神的仇敌撒但是利用教育、
是模成现今世界的潮流。我们不该模成这世代， 职业、婚姻等人的需要来霸占并抢夺神所造的人。
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
请更新我的心思并给我神圣的价值观，使我不被
宗教的巴比伦被启示为：“奥秘哉！大巴比 世界的潮流所同化。使我的心思不被婚姻或工作
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在二章二十节， 所霸占，使我不离开主和召会。我把我的职业和
她是由耶洗别所表征。宗教的巴比伦，背道的罗 婚姻奉献给主。阿们！”
马天主教，与政治的巴比伦相反，乃是非常奥秘
的；其中有神，有基督，也有撒但。她名义上是
宣扬神且传扬基督为救主，但是当她的成员相信
她的传扬时，就被带进撒但那秘密、奥秘、深奥
的事，去敬拜偶像。

CP3:从将神的事物与人的事物混合的巴比伦出
应用：服事者篇
来，带着一颗好土的心是召会繁荣
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将人的事物与神的话搀
创 11:4 他们说，来罢，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 混。罗马天主教是圣经和偶像或淫乱等堕落元素
塔，塔顶通天；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 的混合。你不要把人的意见、高傲、野心、论资
分散在全地上。
排辈、男尊女卑、自私任性、归功自己等人的东
耶 51:9 我们本想医治巴比伦，她却没有治好。 西带进召会的服事中。这种混合是神定罪的巴比
离开她罢，我们各人往本地去；因为她受的审判 伦。你不应该容忍巴比伦的原则，在心中说，"反
上达于天…。
正是人一点点也许没关系"。
61-62 你到了巴比伦，…说，耶和华阿，你曾论
就像"按公义判断，察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
到这地方，说，要将其剪除，…必永远荒凉。
之耶和华阿"（耶11：20)，神鉴察你的心。因为
启 11:15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国，祂 心是神的话语之种子成长的土壤。主在马太福音
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13章中启示了四种心。❶因着属世的交通硬化了
21: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 的心、❷持有隐藏的罪和个人欲望的石头心、❸
降。
充满今世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的荆棘之地的心、
OL1: 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将人的事物与神的话搀 ❹让出每一寸的地土接受主的话的好土的心。服
混，又把属肉体的事物和属灵的事物搀混。
事召会时，主为了除去你心中由属世往来带来的
OL2:大巴比伦有两次倾倒，就是宗教巴比伦的倾 刚硬，隐藏的罪与欲望，思虑与贪财等等会试探
倒和物质巴比伦的倾倒。
你的心。这是为了让你在消极的一面从巴比伦的
OL3:神要审判巴比伦到一个地步，叫属巴比伦的 混合中出来，在积极一面以好土之心结出更多的
事物没有一样存留在宇宙中。
果子。
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将人的事物与神的话搀 弟兄的见证: 我要见证神户召会的聚会人数达到
混，又把属肉体的事物和属灵的事物搀混，就是 70人左右为止的经历。每年9月左右，我都会对"
把出乎人的来假冒出乎神的，就是要得着人的荣 虽然在增加，但增长的不多"的情况有危机感，被
耀，就是要满足人的私欲。所以，巴比伦就是那 迫来到主前，祷告："主啊，我不能容忍这种情况。
混乱的基督教，也就是败坏了的基督教。我们对 请光照我心的每一部分。我里面有什么问题，阻
于巴比伦应该抱什么态度呢？启示录 18:4 说，
， 碍了召会的成长？请暴露我隐藏的罪、缺点和弱
“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 点。"这样作了之后，主光照我对圣灵在我心中的
从那城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受她所受的灾 做工反应迟钝，缺乏灵活性，思虑烦多等等。我
害。”林后 6:17 也有话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 一个一个地认被光照的罪。对付了。就充被圣灵
间出来，得以分别，不要沾不洁之物，我就收纳 和喜乐充满。在与主的交通中，主给了我常存的
你们。”…神的话是说，一切有巴比伦性质的东 果实会增加的信心，然后，与姊妹交通了负担，
西，神的儿女都不能有分在内。所有把人的能力 实行了福音和牧养。每年，主在最后的三个月里
和神的能力混在一起的，所有把人的本事和神的 都添加常存的果实。
工作混在一起的，所有把人的意见和神的道混在 约15:2 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
一起的，一切有巴比伦性质的，神说要从那里出 凡结果子的，祂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来。
综上所述❶为了增殖带着迫切感与主有个人的
在启示录里，复兴的罗马帝国称为大巴比伦。 交通、❷在交通中认罪，认缺点和弱点、❸被圣
大巴比伦有两面—政治的一面和宗教的一面。… 灵充满，获得对增殖的信心的确信、❹将负担与
…大巴比伦政治的一面包括许多物质的事，以及 其他人交通，出去并结出常存的果实。
地上许多与国际贸易和商业有关的事。……在末 这个见证有祝福和失败的两面。上述四点经验是
后的时期，世界的政治局势不会是共产主义的， 一种祝福。然而，在9月份的重新评估中，迟缓（陷
因为国际贸易（不仅是国内商业）会很繁荣。
入自满）以及让其他人参与进来的能力不足是失
在旧约，在耶利米书里，巴比伦来毁灭耶路 败的经历。
撒冷，使她成为废墟，荒场。在圣经末了，启示 祷告："哦，主耶稣，巴比伦的原则是把人的东西
录里，有大巴比伦与新耶路撒冷。至终，大巴比 与神的话语混合，把属肉的与属灵的混为一体。
伦要被毁灭，从地上被消除，并被扔在火湖里。 我担心把从自己而来的东西带进召会的服事。请
光照我心的各个部分，暴露我隐藏的罪、缺点和
弱点。转向主，让我有一颗好土的心，让出每一
寸的地土接受主的话。希望在与主的交通中，获
得确信，为了达到活力排的目标，与弟兄姊妹同
心合意配搭往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