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斯拉记及尼希米记中所描绘召会作为神的殿和神的城之恢复（鸟瞰､诗歌补 601） 
Overview：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我们召会生活之恢复的旧约予表和图画，让我们看见对于召会作为神的家和神的国之恢复，什么是重要的。以色列的百姓从被掳归回之后仍是任性的，
因为他们生在并长在巴比伦，有了巴比伦的构成。以斯拉是信靠神的人，他与神是一，精通神的话，并认识神的心、神的渴望和神的经纶。尼希米是出色的领导人，对于这些反对者的嗤
笑、藐视和凌辱，尼希米非常纯洁而进取，并不胆怯。他不活在他天然的人里，乃活在复活里。他是神的选民中间带头之人的杰出榜样。 

Ⅰ．以色列人剩下的余民得恢复，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为着重建殿和城，表征召会剩下的余民被主恢复，脱离今天的分裂和混乱，回到原初一的立场，为着建造召
会作神的家和神的国： 
Ａ．神的百姓需要被恢复，脱离巴比伦，回到独一的一这个立场。 
Ｂ．神的子民需要被恢复，回到享受由美地所预表，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基督作为包罗万有的灵。』 
Ｃ．在召会的恢复里，我们正在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家。 
Ｄ．在召会的恢复里，我们是过国度的生活，好在神国的实际里，在生命中作王。 
Ｅ．这满足了神原初的心意，就是得着一个团体的人，在祂的形像上彰显祂，并带着祂的管治权代表祂。』 
Ⅱ．主兴起以斯拉，加强并充实了祂的恢复： 
Ａ．以斯拉是祭司，也是经学家，就是精通神律法的人；以斯拉是这样的人，
所以有能力应付需要： 
１．祭司是与主调和并被主浸透的人；以斯拉就是这种人。 
２．以斯拉是信靠神的人，他与神是一，精通神的话，并认识神的心、神的
渴望和神的经纶。 
３．以斯拉不断与主接触，而与主是一；因此，他不是一位字句经学家，乃
是一位祭司经学家。 
４．以斯拉没有说什么新的东西，他是说摩西所已经说过的。 
Ｂ．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许多以斯拉，他们是祭司教师，就是那些与神接触，被
神浸透，与神是一，并被神充满，精通神话语的人；只有这种人才够资格在主恢
复里作教师。』 

Ｃ．以斯拉用属天的真理教育以色列人，把他们重新构成，使以色列能成为神的
见证： 
１．神对以色列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得着一班神圣构成的子民，作祂的见证；
神的子民要作祂的见证，就必须被神的话重新构成。 
２．百姓从被掳归回之后仍是任性的，因为他们生在并长在巴比伦，有了巴
比伦的构成： 
ａ．巴比伦的元素已经作到他们里面，构成到他们全人里面。 
ｂ．他们返回列祖之地，成为以色列国的公民后，需要被重新构成。 
３．神的子民需要教导和重新构成，好被带进照着神的文化，就是彰显神的文化中；
这种文化需要许多教育： 
ａ．以斯拉在这一点上非常有用，因为他有属天、神圣之构成和文化的总和，
并且借着他，百姓得以被神的话重新构成。 
ｂ．以斯拉能帮助百姓认识神，不是仅仅一般的认识，乃是照着神所说的话
而有的认识。 
４．要重新构成神的百姓，需要用神口里所出并彰显神的话，教育他们： 
ａ．重新构成神的百姓，就是教育他们，把他们摆进神的话里，使他们被神的
话浸透。ｂ．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作工，神的灵，就是神自己，自然而然地就
借着话将神的性情同神的元素分赐到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被重新构成。』 
５．借着以斯拉的职事，以色列人（在预表上）被重新构成，结果成为特别的国，
就是圣别、分别归神、彰显神的国： 
ａ．他们被神的思想、神的考量并神的一切所是灌输，使他们成为神的复制。 
ｂ．借着这种神圣的构成，人人都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结果，他们成为神圣
的国，彰显神圣的特性。 
ｃ．被掳归回的人，是个别地并团体地被重新构成，成为神的见证。 
Ｄ．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许多以斯拉作洁净的工作，用神圣的真理
教育百姓，借此构成他们，使他们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祂团体的彰显。 

Ⅲ．尼希米记的重点是：耶路撒冷城同其城墙是城内神殿的守卫和保护： 
Ａ．重建神的殿，预表神恢复堕落的召会；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预表神恢复祂的国；神
建造祂的家（殿）和建造祂的国是并行的。 

Ｂ．神的城乃是扩大、加强并建造的召会，作为神在祂国里作王管治的中心；至终，在神
的经纶里，神的家（殿）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作神永远的住处，并祂永远之国的管治中
心。 

Ｃ．当我们认识并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有召会作神的家；我们若往前认识祂的元首身分，
家就要扩大成为城，就是神的国。』 

Ｄ．尼希米的进取给我们看见，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需要有正确的进取：： 
１．摩押人和亚扪人的首领对尼希米为以色列人求好处，甚为恼怒；这些人原是罗得不纯
洁的扩增所生的后裔，他们恨恶并藐视以色列人。 
２．对于这些反对者的嗤笑、藐视和凌辱，尼希米非常纯洁而进取，并不胆怯。 
３．从神得着帮助的，乃是进取的人；使徒保罗像尼希米一样，与神联合，体认神在这联
合中的协助。 
４．尼希米的进取是他属人行为的美德，表明我们天然的性能、才干和美德必须经过基督
的十字架，而被带进复活里，就是带进作为三一神之终极完成的那灵里，好在成就神经纶
的事上对神有用。 
５．尼希米不活在他天然的人里，乃活在复活里；他是神百姓中间带头之人的榜样；他是进取的，
但他的进取伴随着其他特征： 
ａ．尼希米在与神的关系上，是爱神也爱神在地上权益的人；这权益包括圣地（表征基督）、圣殿（表
征召会）和圣城（表征神的国）。 
ｂ．尼希米是爱神的人，他在交通中祷告神、接触神；为着城墙的重建，尼希米站在神的
话上，并照着神的话祷告。 
ｃ．尼希米信靠神，甚至与神成为一；结果，他成为神的代表。 
ｄ．尼希米在与百姓的关系上，全然不自私，不为自己寻求什么，也不顾自己的利益；他
始终乐意为百姓和国家，牺牲他的所有。 

Ｅ．圣城高大的城墙是为着把我们分别归神、保护神的权益并彰显神： 
１．城墙的功用是将城从神之外的一切事物中分别、圣别出来归神，因而使这城成为圣城： 
ａ．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是用碧玉造的，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 
(1) 我们借着在基督这宝贵的石头里，在神圣生命里长大，就被变化成为宝石。 
(2)宝石指明变化；我们越被变化，就越被分别。 
ｂ．当那灵变化的工作在神圣的生命中进行时，我们这些变化过的宝石，就被建造在一起，
成为完整的墙及其根基 。 
２．城墙的功用是保护神的神性丰富在地上的权益，以及基督终极的成就；为着这样的保护，
我们必须从神的话释放出纯净的真理。 
３．城墙的功用是彰显神；神显出来的样子像碧玉，而碧玉墙表征在永世里作神团体彰显的
整座城，有神显出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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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的恢复（2）＃4 



第一日：申12:5 …耶和华你们的神…所选择…的地方，就是祂的居所，…，你们

要往那里去，11那时你们要将…你们的燔祭和别的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

祭，并向耶和华许愿所献一切上好的还愿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给祂名居

住的地方。12 你们…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 

第二日：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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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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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14:17 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第三日：拉7:6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经学家，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神

所赐摩西的律法。王赐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7 …也

有些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殿役，上耶路撒冷去。 

第四日：尼8:1 众民如同一人，聚集…2 …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男女会众…

面前。3 …他…念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7 …利未人…帮助百姓明白律法；

8 他们念神的律法书，解译并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他们念神的律法书，

解译并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西3:16 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用诗章、颂

辞、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 

第五日：尼13:30 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的事物。我派定

祭司和利未人的职守，使他们各尽其职。 

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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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在城中；城必不动摇…。 

啓5:10 又叫他们成为国度，作祭司，归与我们的神；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 

第六日：尼2:20 …天上的神必亲自使我们亨通；所以我们作祂仆人的，要起

来建造。…使徒26:22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得站住，向尊卑老幼

作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申言者和摩西所说，必要发生的事。 

 

 

《申言笔记》 
 
 
 
 
 
 
 
 
 
 
 
 
 
 
 
 
 
 
 
 
 
 
 



经历①：为了被神的国的文化所构成，读恢复本圣经和生命读经 

祭司乃是与主调和、被主浸透、从主得喂养、整天吸入主的人。凡他所说的

就是主自己。主恢复里的教师必须就是这样。以斯拉就是这种人。他宣告禁食，

他自己也禁食；他就是一个不断接触主而与主是一的人。他不是字句经学家，乃

是祭司经学家。 

他信靠主。这样的人才够资格作主恢复里的教师。光有知识并不建造人，只会杀死

人。乃是祭司教师才建造人。这样的人才能以人数的增长加强主的恢复，并以对基督丰

富的经历充实主的恢复。赞美主，有些人是这样的以斯拉；我有充分的确信，主要带进

更多更多的以斯拉，就是那些与神是一，被神浸透、充满，并在神的工作上有技巧的人。

这些人是适当的人，把相当多被掳归回的人带进来，并把更多基督的丰富带回到主的恢

复里。 

要重新构成神的子民，就需要用神口里所出、彰显神的话教育他们。这就是说，重

新构成神的子民，乃是将他们放在神的话里，使他们被话浸透，借此教育他们。 

以色列人在埃及至少有四百年。在那些年间，他们必定被埃及的学问所构成。

然后他们被带到巴比伦七十年。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都是在巴比伦人当

中出生并长大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以后，因着通婚已经与迦南人搀杂了。

因此，以色列人是被埃及、巴比伦和迦南的文化所构成。然而，他们归回作神的

见证。但由埃及、巴比伦、迦南文化所构成的子民，如何成为神的见证，神人的

彰显？这样的子民必定不是神人。他们如何能彰显神？要成为神的见证，神的彰

显，他们就需要在神的话上重新受教育。 

中高中生篇 

你是在出生在日本，在日本的文化中受教育、成长的，所以里面是被日本的

文化构成。中国人是被中国的文化构成，韩国人是被韩国的文化构成，非洲人是

被非洲的文化所构成。但你信主受浸迁到了神的国。如今你需要被神的国所彰显

神的文化重新构成。这是为了使你有份于神的祝福，并使你将来成为够资格的优

秀的服事者。 

为了被神的国的文化所重新构成，请实行以下 3件事。 

ⅰ）读恢复本圣经和注解：翻译圣经，除了对原文有充分理解以外，也在于对圣

言中神圣启示的正确理解。历代圣徒们对神圣启示的理解，也是基于他们所得

到的亮光，逐渐前进而来的。本译本和注解是基于此类认识的集大成。因此，

本译本加上注解，可谓两千年来，各方圣徒对神圣启示认识之结晶（英文恢复

本序言）。 

ⅱ）读圣经的生命读经：恢复本圣经的注解和生命读经，不是要替换圣经，而是

对找出圣经的金矿脉的最好帮助。即使你自己一个人读圣经，要找出矿脉是极

其困难的。愿你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借着读恢复本圣经和注解，以及生命读经

的帮助，能够被神的国的文化所重新构成。 

ⅲ）祷读、研读、背诵、申言讲说《晨兴圣言》（祷研背讲，PSRP）。 

经验②：神不能帮助胆怯的人，神帮助的乃是进取的人 

摩押人和亚扪人的首领对尼希米为以色列人求好处，极为恼怒（尼二 10）。摩押

人和亚扪人是罗得所生之子的后裔，他们恨恶并藐视以色列人。 

〔尼希米的答复（20）指明他〕并不胆怯，反而非常进取。任何胆怯的人，都无

法作神的仆人。…尼希米信靠神，祷告神使他们的凌辱归于他们自己；这样，犹大人

建造城墙，城墙就都连接起来，高至一半，因为他们用心作工（尼四 4～6）。今天无

论我们多么受讥诮并藐视，我们都该有心建造，也该进取。…实在说来，神要帮助那

些帮助自己的人。你若不帮助自己，神就不会帮助你。照着历史，神不帮助胆怯的人。

从神得着帮助的，乃是进取的人。 

尼希米是个不活在天然人里，却活在复活里的人。他是进取的，但他的进取伴随

着其他特征。在他与神的关系上，他爱神也爱神在地上的权益，包括圣地（表征基督）、

圣殿（表征召会）和圣城（表征神的国）。尼希米这位爱神的人，也在交 77第四周 • 

周六通里祷告接触神（尼一 4，二 4 下，四 4~5、9）。不仅如此，尼希米信靠神，甚

至与神是一。结果，他成为神的代表。尼希米在他与百姓的关系上，全然不自私；他

不为自己寻求什么，也不顾自己的利益。他始终乐意为百姓和国家，牺牲他的所有。 

在职青年篇 

今天无论我们多么受讥诮并藐视，我们都该有心建造，也该进取。实在说来，神

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你若不帮助自己，神就不会帮助你。照着历史，神不帮助胆

怯的人。从神得着帮助的，乃是进取的人。 

尼 2:18 我告诉他们，我神美善的手怎样帮助我，也把王对我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他

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罢；于是他们奋勇作这善工。19 但和伦人参巴拉、作臣仆的

亚扪人多比雅、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作的是什么

事？你们要背叛王么？20 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亲自使我们亨通；所以我们作

祂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记念。 

在 18节尼希米帮助以色列的百姓，奋勇作善工。但是在 19节参巴拉他们想要藐

视、恐吓尼希米他们。那时候尼希米在 20节进取地为了主站起来，强有力地反驳他

们，反过来藐视他们。在这里你需要学习尼希米的进取心。在反对基督的日本文化里，

作为在职青年的你有可能会受到上司对你信仰的攻击。这样的反对实际上是来自于撒

旦。这个时候你绝对不可以胆怯。相反，你要凭着信仰，用神的话，对敌人宣告说，

“我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我在这里建造基督的身体。撒旦，你和你的军势不能胜过基

督和召会。这一点你应该是最清楚的！我在召会中，跟主一同前进。你回到你的住处、

回到十字架上去！而且你永远的住处是火池”。 

但 11:32 …惟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 



詩歌（補充本）、６０１番 
１ おもい出そう、ダビデのちかったこと、 
「わが家入らず、目にねむりあたえず、 
主のためところを見いだすまでは」。 
全能者の住まいを絶えずもとむ。 

 
２ 主のいえ、いまこう廃しているのに、 
何たる盲もく、主よ、われたおしませ。 
やま行き、木を切り、いえを建てよ。 
いつかと言わずに、いま建造せよ。 

 
３ 主よ、われらをなが建ぞうのために、 
ダビデの日のようけいはつしませ。 
主のいえ建造する、何とさいわい。 
ながねがいわがねがい、建造をもとむ。 

 
４ 建造のために、そなえするようにと、 
なれの召しにいま、われはこたえる。 
建造された召かい、陰府のもんも 
打ち勝つことなし、主よ、建造せよ。 

 
 
 
 
 
 
 
 
 
 
 
 
 
 
 
 
 
 
 
 
 
 
 
 
 
 

补充本,#603 
建造当趁今日 
1. 记得大卫起誓：“我不进我的帐幕， 

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打盹闭目， 
直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安息之处。” 
全能的神巴望有家使属祂者可住。 
 

2. 我们何等眼瞎，只顾自己的事务， 
任凭神殿荒凉─哦主，你必须有路！ 
我们情愿上山取木，为建你殿劳碌； 
绝不再说：“且等明日，”建造当趁今日！ 
 

3. 哦主，此时此境，激动人起来建造， 
正如大卫之日，自动答应你呼召。 
同心合意，配搭一起，受此托付，多好！ 
我们所喜，是你心意，主，我们来建造。 
 

4. 主，为着你召会，叫我们废寝忘食， 
为建造献一切─专心预备你居所！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已建成的召会。 
时候不多，建造我们，让你能早归回！ 
(重复最后两行) 

 
 
 
 
 
 
 
 
 
 
 
 
 
 
 
 
 
 
 
 
 
 
 
 

Hymn1248 
1. Recall how David swore, 

"I'll not come into my house, 
Nor go up to my bed, 
Give slumber to mine eyelids, 
Until I find a place for Thee, 
A place, O Lord, for Thee." 
Our mighty God desires a home 
Where all His own may come. 

 
2. How blinded we have been, 

Shut in with what concerns us; 
While God's house lieth waste ― 
Lord, break through, overturn us; 
We'll go up to the mountain, 
Bring wood and build the house; 
We'll never say, "Another day!" 
It's time! We'll come and build! 

 
3. O Lord, against these days, 

Inspire some for Your building, 
Just as in David's day ― 
A remnant who are willing 
To come and work in Your house, 
Oh, what a blessed charge! 
Your heart's desire, is our desire ― 
We come, O Lord, to build. 

 
4. Within those whom You'd call 

Put such a restless caring 
For building to give all ― 
These times are for preparing; 
The gates of hell cannot prevail 
Against the builded Church! 
The hours are few, the builders too ― 
Lord, build, O build in us! 
(Repeat the last four l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