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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5252下下下下－－－－下下下下－－－－5353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1.1.這段經文是第四首僕人之歌這段經文是第四首僕人之歌這段經文是第四首僕人之歌這段經文是第四首僕人之歌，，，，這是以賽亞書中這是以賽亞書中這是以賽亞書中這是以賽亞書中這段經文是第四首僕人之歌這段經文是第四首僕人之歌這段經文是第四首僕人之歌這段經文是第四首僕人之歌，，，，這是以賽亞書中這是以賽亞書中這是以賽亞書中這是以賽亞書中
神學的高峰神學的高峰神學的高峰神學的高峰，，，，也是舊約中最重要最神聖的內容也是舊約中最重要最神聖的內容也是舊約中最重要最神聖的內容也是舊約中最重要最神聖的內容神學的高峰神學的高峰神學的高峰神學的高峰，，，，也是舊約中最重要最神聖的內容也是舊約中最重要最神聖的內容也是舊約中最重要最神聖的內容也是舊約中最重要最神聖的內容
，，，，人稱之為舊約書卷中的人稱之為舊約書卷中的人稱之為舊約書卷中的人稱之為舊約書卷中的「「「「至聖所至聖所至聖所至聖所」。」。」。」。，，，，人稱之為舊約書卷中的人稱之為舊約書卷中的人稱之為舊約書卷中的人稱之為舊約書卷中的「「「「至聖所至聖所至聖所至聖所」。」。」。」。

2.2.原本原本原本原本原本原本原本原本4040章之後章之後章之後章之後章之後章之後章之後章之後回歸回歸回歸回歸回歸回歸回歸回歸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赦罪赦罪赦罪赦罪赦罪赦罪赦罪赦罪的宣告的宣告的宣告的宣告，，，，藉這段經文藉這段經文藉這段經文藉這段經文的宣告的宣告的宣告的宣告，，，，藉這段經文藉這段經文藉這段經文藉這段經文
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使我們明白赦罪的基礎在於義僕附上贖罪祭的
代價代價代價代價，，，，解決了上帝赦免百姓過犯與罪孽的原因解決了上帝赦免百姓過犯與罪孽的原因解決了上帝赦免百姓過犯與罪孽的原因解決了上帝赦免百姓過犯與罪孽的原因代價代價代價代價，，，，解決了上帝赦免百姓過犯與罪孽的原因解決了上帝赦免百姓過犯與罪孽的原因解決了上帝赦免百姓過犯與罪孽的原因解決了上帝赦免百姓過犯與罪孽的原因

3.3.上帝的義僕上帝的義僕上帝的義僕上帝的義僕，，，，是神所高舉卻為人所藐視是神所高舉卻為人所藐視是神所高舉卻為人所藐視是神所高舉卻為人所藐視，，，，為背為背為背為背上帝的義僕上帝的義僕上帝的義僕上帝的義僕，，，，是神所高舉卻為人所藐視是神所高舉卻為人所藐視是神所高舉卻為人所藐視是神所高舉卻為人所藐視，，，，為背為背為背為背
負世人的罪孽被壓傷負世人的罪孽被壓傷負世人的罪孽被壓傷負世人的罪孽被壓傷，，，，因百姓的過犯受死因百姓的過犯受死因百姓的過犯受死因百姓的過犯受死，，，，上上上上負世人的罪孽被壓傷負世人的罪孽被壓傷負世人的罪孽被壓傷負世人的罪孽被壓傷，，，，因百姓的過犯受死因百姓的過犯受死因百姓的過犯受死因百姓的過犯受死，，，，上上上上
帝定意使祂的僕人作贖罪祭帝定意使祂的僕人作贖罪祭帝定意使祂的僕人作贖罪祭帝定意使祂的僕人作贖罪祭。。。。帝定意使祂的僕人作贖罪祭帝定意使祂的僕人作贖罪祭帝定意使祂的僕人作贖罪祭帝定意使祂的僕人作贖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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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5252下下下下－－－－下下下下－－－－5353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4.4. 這位義僕甘願謙卑無聲的被害受辱致死這位義僕甘願謙卑無聲的被害受辱致死這位義僕甘願謙卑無聲的被害受辱致死這位義僕甘願謙卑無聲的被害受辱致死，，，，上帝上帝上帝上帝這位義僕甘願謙卑無聲的被害受辱致死這位義僕甘願謙卑無聲的被害受辱致死這位義僕甘願謙卑無聲的被害受辱致死這位義僕甘願謙卑無聲的被害受辱致死，，，，上帝上帝上帝上帝
要將他高舉到至高要將他高舉到至高要將他高舉到至高要將他高舉到至高，，，，耶和華所喜悅的事耶和華所喜悅的事耶和華所喜悅的事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必在必在必在要將他高舉到至高要將他高舉到至高要將他高舉到至高要將他高舉到至高，，，，耶和華所喜悅的事耶和華所喜悅的事耶和華所喜悅的事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必在必在必在
這位義僕手中亨通這位義僕手中亨通這位義僕手中亨通這位義僕手中亨通。。。。這位受死贖罪的僕人就是這位受死贖罪的僕人就是這位受死贖罪的僕人就是這位受死贖罪的僕人就是這位義僕手中亨通這位義僕手中亨通這位義僕手中亨通這位義僕手中亨通。。。。這位受死贖罪的僕人就是這位受死贖罪的僕人就是這位受死贖罪的僕人就是這位受死贖罪的僕人就是
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

本課目的本課目的本課目的本課目的本課目的本課目的本課目的本課目的：：：：：：：：

�� 明白上帝以代替代贖的方法救贖世人明白上帝以代替代贖的方法救贖世人明白上帝以代替代贖的方法救贖世人明白上帝以代替代贖的方法救贖世人明白上帝以代替代贖的方法救贖世人明白上帝以代替代贖的方法救贖世人明白上帝以代替代贖的方法救贖世人明白上帝以代替代贖的方法救贖世人

�� 明白上帝以祂的義僕受死作為贖罪祭明白上帝以祂的義僕受死作為贖罪祭明白上帝以祂的義僕受死作為贖罪祭明白上帝以祂的義僕受死作為贖罪祭明白上帝以祂的義僕受死作為贖罪祭明白上帝以祂的義僕受死作為贖罪祭明白上帝以祂的義僕受死作為贖罪祭明白上帝以祂的義僕受死作為贖罪祭

�� 認識上帝的僕人認識上帝的僕人認識上帝的僕人認識上帝的僕人、、、、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耶穌基督為我們付耶穌基督為我們付耶穌基督為我們付耶穌基督為我們付認識上帝的僕人認識上帝的僕人認識上帝的僕人認識上帝的僕人、、、、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耶穌基督為我們付耶穌基督為我們付耶穌基督為我們付耶穌基督為我們付
上極重的代價使我們稱義上極重的代價使我們稱義上極重的代價使我們稱義上極重的代價使我們稱義上極重的代價使我們稱義上極重的代價使我們稱義上極重的代價使我們稱義上極重的代價使我們稱義

33



責備責備責備責備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安慰安慰安慰安慰

1－35 36－39 40－66

責備猶大 責備
列邦

責備猶大 亞述
之患

巴比倫
之憂

回歸的
應許

拯救的
應許

復興的
應許

全書
引言
：
猶
大

責
備
警
誡
與

十
一
國
遭
宣

預
言
猶
大
之

警
告
猶
大
之

被
亞述
圍攻
與解救

向
巴比倫
自傲
與責罰

神是
以色列
人的
救主

神是
外邦人
的
救主

神是
以色列
人的
榮耀

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

大
國
遭
審
判

與
預
言

宣
判

之
將
來

之
現
在

希
西
家
之
危

希
西
家
之
求

希
西
家
之
病

希
西
家
之
愚

以色列
之
歸
回

彌賽亞
之
來
臨

將來
之
榮
耀

1–6 7–12
13–23

24-27 28-35 36 37 38 39
40 – 48 49 – 57 58 – 66

1 – 12 24 – 35 36 – 37 38 – 39

信息 過渡歷史 預言

向著被擄之民而言 被擄之因 向被擄後之民而言

44



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52:1352:13--53:1253:12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
52:1352:13––1515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升高升高升高升高、、、、欺壓欺壓欺壓欺壓、、、、洗淨洗淨洗淨洗淨：：：：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升高升高升高升高、、、、欺壓欺壓欺壓欺壓、、、、洗淨洗淨洗淨洗淨

53:153:1––33 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被藐視被藐視被藐視被藐視、、、、受痛苦受痛苦受痛苦受痛苦、、、、經憂患經憂患經憂患經憂患：：：：被藐視被藐視被藐視被藐視、、、、受痛苦受痛苦受痛苦受痛苦、、、、經憂患經憂患經憂患經憂患

53:453:4––66 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

53:753:7––9953:753:7––99 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謙卑謙卑謙卑謙卑、、、、無聲無聲無聲無聲、、、、甘願甘願甘願甘願、、、、受死受死受死受死：：：：謙卑謙卑謙卑謙卑、、、、無聲無聲無聲無聲、、、、甘願甘願甘願甘願、、、、受死受死受死受死

53:1053:10––1212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成就神旨意成就神旨意成就神旨意成就神旨意、、、、認義僕稱義認義僕稱義認義僕稱義認義僕稱義：：：：成就神旨意成就神旨意成就神旨意成就神旨意、、、、認義僕稱義認義僕稱義認義僕稱義認義僕稱義

55

「「「「僕人之歌僕人之歌僕人之歌僕人之歌」」」」的見證人的見證人的見證人的見證人
52:13-15: 耶和華上帝耶和華上帝耶和華上帝耶和華上帝
53:1-6: 蒙啟示的受益人蒙啟示的受益人蒙啟示的受益人蒙啟示的受益人
53:7-10 先知以賽亞先知以賽亞先知以賽亞先知以賽亞
53:11-12 耶和華上帝耶和華上帝耶和華上帝耶和華上帝



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52:13 52:13 –– 1515
�� 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升高升高升高升高、、、、欺壓欺壓欺壓欺壓、、、、洗淨洗淨洗淨洗淨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升高升高升高升高、、、、欺壓欺壓欺壓欺壓、、、、洗淨洗淨洗淨洗淨

�� 1313 僕人（完成使命後）必被高舉僕人（完成使命後）必被高舉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舉上必被高舉上必被高舉上必被高舉上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舉上必被高舉上必被高舉上必被高舉上
升升升升、、、、且成為至高且成為至高且成為至高且成為至高。。。。升升升升、、、、且成為至高且成為至高且成為至高且成為至高。。。。」」

�� 1414 僕人（因成就使命）必被苦待僕人（因成就使命）必被苦待�� 1414 僕人（因成就使命）必被苦待僕人（因成就使命）必被苦待
「「許多人因他驚奇許多人因他驚奇許多人因他驚奇許多人因他驚奇、（、（、（、（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許多人因他驚奇許多人因他驚奇許多人因他驚奇許多人因他驚奇、（、（、（、（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
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 1515 僕人（行使命目的）必要洗淨僕人（行使命目的）必要洗淨
「「這樣這樣這樣這樣、、、、他必洗淨他必洗淨他必洗淨他必洗淨（（（（灑淨灑淨灑淨灑淨））））許多國民許多國民許多國民許多國民．．．．君王要君王要君王要君王要這樣這樣這樣這樣、、、、他必洗淨他必洗淨他必洗淨他必洗淨（（（（灑淨灑淨灑淨灑淨））））許多國民許多國民許多國民許多國民．．．．君王要君王要君王要君王要
向他閉口向他閉口向他閉口向他閉口．．．．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他們必看見他們必看見他們必看見他們必看見向他閉口向他閉口向他閉口向他閉口．．．．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他們必看見他們必看見他們必看見他們必看見
．．．．未曾聽見的未曾聽見的未曾聽見的未曾聽見的、、、、他們要明白他們要明白他們要明白他們要明白。。。。。。。。．．．．未曾聽見的未曾聽見的未曾聽見的未曾聽見的、、、、他們要明白他們要明白他們要明白他們要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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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53:1 53:1 –– 33
�� 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被藐視被藐視被藐視被藐視、、、、受痛苦受痛苦受痛苦受痛苦、、、、經憂患經憂患經憂患經憂患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僕人被厭棄：：：：被藐視被藐視被藐視被藐視、、、、受痛苦受痛苦受痛苦受痛苦、、、、經憂患經憂患經憂患經憂患

�� 11 上主的膀臂：誰願意相信、誰接受啟示？上主的膀臂：誰願意相信、誰接受啟示？
「「我們所傳的我們所傳的我們所傳的我們所傳的、、、、我們所傳的我們所傳的我們所傳的我們所傳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有誰信有誰信有誰信有誰信有誰信有誰信有誰信有誰信
呢呢呢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呢呢呢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 22 卑微的僕人：無佳形美容、不為人羨慕卑微的僕人：無佳形美容、不為人羨慕�� 22 卑微的僕人：無佳形美容、不為人羨慕卑微的僕人：無佳形美容、不為人羨慕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像根出於乾地像根出於乾地像根出於乾地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像根出於乾地像根出於乾地像根出於乾地
．．．．他無佳形美容他無佳形美容他無佳形美容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也無美也無美也無美．．．．他無佳形美容他無佳形美容他無佳形美容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也無美也無美也無美
貌使我們羨慕他貌使我們羨慕他貌使我們羨慕他貌使我們羨慕他貌使我們羨慕他貌使我們羨慕他貌使我們羨慕他貌使我們羨慕他」」

�� 33 憂患的僕人：藐視、厭棄、痛苦、憂患憂患的僕人：藐視、厭棄、痛苦、憂患
「「他被藐視他被藐視他被藐視他被藐視、、、、被人厭棄被人厭棄被人厭棄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常經憂患常經憂患常經憂患常經憂患他被藐視他被藐視他被藐視他被藐視、、、、被人厭棄被人厭棄被人厭棄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常經憂患常經憂患常經憂患常經憂患
。。。。他被藐視他被藐視他被藐視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他被藐視他被藐視他被藐視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也不尊重他也不尊重他也不尊重他也不尊重他也不尊重他也不尊重他也不尊重他也不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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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53:4 53:4 –– 66
�� 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擔當背負我們的過犯罪孽

�� 44--55 他因代罪受害壓傷，我們卻得平安醫治他因代罪受害壓傷，我們卻得平安醫治
4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背負我們的痛苦背負我們的痛苦背負我們的痛苦．．．．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背負我們的痛苦背負我們的痛苦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被被被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被被被 神擊打苦待了神擊打苦待了神擊打苦待了神擊打苦待了。。。。神擊打苦待了神擊打苦待了神擊打苦待了神擊打苦待了。。。。」」
55 「「那知他那知他那知他那知他那知他那知他那知他那知他為為為為為為為為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為為為為為為為為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55 「「那知他那知他那知他那知他那知他那知他那知他那知他為為為為為為為為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為為為為為為為為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我們的罪孽壓

傷傷傷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因他受的鞭傷因他受的鞭傷因他受的鞭傷傷傷傷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因他受的鞭傷因他受的鞭傷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我們得醫治我們得醫治我們得醫治。。。。我們得醫治我們得醫治我們得醫治我們得醫治。。。。」」

�� 66 人的罪行罪性罪孽、上帝都歸在他身上人的罪行罪性罪孽、上帝都歸在他身上
「「我們都如羊走迷我們都如羊走迷我們都如羊走迷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各人偏行己路各人偏行己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耶和華使耶和華使耶和華使我們都如羊走迷我們都如羊走迷我們都如羊走迷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各人偏行己路各人偏行己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耶和華使耶和華使耶和華使
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歸在歸在歸在歸在歸在歸在歸在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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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代替代替代替、、、、代罪代罪代罪代罪、、、、代贖代贖代贖代贖代替代替代替代替、、、、代罪代罪代罪代罪、、、、代贖代贖代贖代贖
�� 僕人之歌中一再出現的僕人之歌中一再出現的僕人之歌中一再出現的僕人之歌中一再出現的僕人之歌中一再出現的僕人之歌中一再出現的僕人之歌中一再出現的僕人之歌中一再出現的代替代替代替代替、、、、代罪代罪代罪代罪、、、、代贖代贖代贖代贖代替代替代替代替、、、、代罪代罪代罪代罪、、、、代贖代贖代贖代贖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53:453:4 「「「「「「「「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我們的憂患我們的憂患我們的憂患我們的憂患、、、、我們的憂患我們的憂患我們的憂患我們的憂患、、、、背負背負背負背負背負背負背負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的痛苦我們的痛苦我們的痛苦我們的痛苦我們的痛苦我們的痛苦我們的痛苦」」」」」」」」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53:553:5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過犯受害、、、、為為為為為為為為我們的罪孽壓傷我們的罪孽壓傷我們的罪孽壓傷我們的罪孽壓傷我們的罪孽壓傷我們的罪孽壓傷我們的罪孽壓傷我們的罪孽壓傷」」」」」」」」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53:553:5 「「「「「「「「因他受因他受因他受因他受因他受因他受因他受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的刑罰我們得平安的刑罰我們得平安的刑罰我們得平安．．．．的刑罰我們得平安的刑罰我們得平安的刑罰我們得平安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因他受因他受因他受因他受因他受因他受因他受的鞭傷我的鞭傷我的鞭傷我的鞭傷我的鞭傷我的鞭傷我的鞭傷我的鞭傷我
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們得醫治」」」」」」」」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53:653:6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歸在歸在歸在歸在歸在歸在歸在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53:853:8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我百姓的罪過呢我百姓的罪過呢我百姓的罪過呢我百姓的罪過呢我百姓的罪過呢我百姓的罪過呢我百姓的罪過呢我百姓的罪過呢」」」」」」」」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53:1053:10「「「「「「「「耶和華以他為耶和華以他為耶和華以他為耶和華以他為耶和華以他為耶和華以他為耶和華以他為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53:1153:11「「「「「「「「他要他要他要他要他要他要他要他要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擔當他們的罪孽他們的罪孽他們的罪孽他們的罪孽他們的罪孽他們的罪孽他們的罪孽他們的罪孽」」」」」」」」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53:1253:12「「「「「「「「他卻他卻他卻他卻他卻他卻他卻他卻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擔當擔當多人的罪多人的罪多人的罪多人的罪多人的罪多人的罪多人的罪多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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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53:7 53:7 –– 99
�� 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謙卑謙卑謙卑謙卑、、、、無聲無聲無聲無聲、、、、甘願甘願甘願甘願、、、、受死受死受死受死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謙卑謙卑謙卑謙卑、、、、無聲無聲無聲無聲、、、、甘願甘願甘願甘願、、、、受死受死受死受死

�� 77 欺壓受苦時不開口、像羊剪毛時不出聲欺壓受苦時不開口、像羊剪毛時不出聲
「「他被欺壓他被欺壓他被欺壓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他像羊他像羊他像羊他被欺壓他被欺壓他被欺壓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他像羊他像羊他像羊
羔被牽到宰殺之地羔被牽到宰殺之地羔被牽到宰殺之地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羔被牽到宰殺之地羔被牽到宰殺之地羔被牽到宰殺之地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
聲聲聲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聲聲聲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聲聲聲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聲聲聲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 88 被奪、鞭打、剪除，皆因我百姓的罪過被奪、鞭打、剪除，皆因我百姓的罪過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至於他同世的人至於他同世的人至於他同世的人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至於他同世的人至於他同世的人至於他同世的人
、、、、誰想他受鞭打誰想他受鞭打誰想他受鞭打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從活人之地被剪除從活人之地被剪除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是因我是因我是因我、、、、誰想他受鞭打誰想他受鞭打誰想他受鞭打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從活人之地被剪除從活人之地被剪除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是因我是因我是因我
百姓的罪過呢百姓的罪過呢百姓的罪過呢百姓的罪過呢？？？？百姓的罪過呢百姓的罪過呢百姓的罪過呢百姓的罪過呢？？？？」」

�� 99 言行公義心無詭詐，卻與惡人財主同埋言行公義心無詭詐，卻與惡人財主同埋
「「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人還使人還使人還使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人還使人還使人還使
他與惡人同埋他與惡人同埋他與惡人同埋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他與惡人同埋他與惡人同埋他與惡人同埋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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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53:10 53:10 –– 1212
�� 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成就神旨意成就神旨意成就神旨意成就神旨意、、、、認義僕稱義認義僕稱義認義僕稱義認義僕稱義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成就神旨意成就神旨意成就神旨意成就神旨意、、、、認義僕稱義認義僕稱義認義僕稱義認義僕稱義

�� 1010 贖罪祭完成神計劃，看見結果延長年日贖罪祭完成神計劃，看見結果延長年日
「「耶和華卻定意耶和華卻定意耶和華卻定意耶和華卻定意耶和華卻定意耶和華卻定意耶和華卻定意耶和華卻定意〔〔〔〔〔〔〔〔或作喜悅或作喜悅或作喜悅或作喜悅或作喜悅或作喜悅或作喜悅或作喜悅〕〕〕〕〕〕〕〕將他壓傷將他壓傷將他壓傷將他壓傷、、、、使他使他使他使他將他壓傷將他壓傷將他壓傷將他壓傷、、、、使他使他使他使他
受痛苦受痛苦受痛苦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受痛苦受痛苦受痛苦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 … … … … … … … 耶和華所喜耶和華所喜耶和華所喜耶和華所喜耶和華所喜耶和華所喜耶和華所喜耶和華所喜
悅悅悅悅（（（（定意定意定意定意））））的事的事的事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他手中亨通悅悅悅悅（（（（定意定意定意定意））））的事的事的事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他手中亨通」」

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活活活活活活活活 悅悅悅悅（（（（定意定意定意定意））））的事的事的事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他手中亨通悅悅悅悅（（（（定意定意定意定意））））的事的事的事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他手中亨通」」

�� 1111 贖罪計劃果效滿意，人因認識義僕稱義贖罪計劃果效滿意，人因認識義僕稱義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便心滿意足便心滿意足便心滿意足．．．．有有有有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便心滿意足便心滿意足便心滿意足．．．．有有有有
許多人許多人許多人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並且他要並且他要並且他要許多人許多人許多人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並且他要並且他要並且他要
擔當他們的罪孽擔當他們的罪孽擔當他們的罪孽擔當他們的罪孽。。。。擔當他們的罪孽擔當他們的罪孽擔當他們的罪孽擔當他們的罪孽。。。。」」

�� 1212 僕人升高位大強盛，因他捨命擔罪代求僕人升高位大強盛，因他捨命擔罪代求
「「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與強盛的均分擄物與強盛的均分擄物與強盛的均分擄物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與強盛的均分擄物與強盛的均分擄物與強盛的均分擄物
因為他將命傾倒因為他將命傾倒因為他將命傾倒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他也被列在罪犯他也被列在罪犯他也被列在罪犯因為他將命傾倒因為他將命傾倒因為他將命傾倒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他也被列在罪犯他也被列在罪犯他也被列在罪犯
之中之中之中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之中之中之中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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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復活彌賽亞復活彌賽亞復活彌賽亞復活彌賽亞復活彌賽亞復活彌賽亞復活彌賽亞復活

�� 彌賽亞復活的預言在這段受死的經文特別彌賽亞復活的預言在這段受死的經文特別彌賽亞復活的預言在這段受死的經文特別彌賽亞復活的預言在這段受死的經文特別彌賽亞復活的預言在這段受死的經文特別彌賽亞復活的預言在這段受死的經文特別彌賽亞復活的預言在這段受死的經文特別彌賽亞復活的預言在這段受死的經文特別
顯著顯著顯著顯著：：：：顯著顯著顯著顯著：：：：

�� 52:13:52:13: 必被高舉上升必被高舉上升必被高舉上升必被高舉上升、、、、且成為至高且成為至高且成為至高且成為至高必被高舉上升必被高舉上升必被高舉上升必被高舉上升、、、、且成為至高且成為至高且成為至高且成為至高

�� 53:10:53:10: 他必看見後裔他必看見後裔他必看見後裔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並且延長年日並且延長年日並且延長年日他必看見後裔他必看見後裔他必看見後裔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並且延長年日並且延長年日並且延長年日�� 53:10:53:10: 他必看見後裔他必看見後裔他必看見後裔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並且延長年日並且延長年日並且延長年日他必看見後裔他必看見後裔他必看見後裔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並且延長年日並且延長年日並且延長年日

�� 53:11:53:11: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便心便心便心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便心便心便心

滿意足滿意足滿意足滿意足滿意足滿意足滿意足滿意足

�� 53:12:53:12: 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

擄物擄物擄物擄物擄物擄物擄物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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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要義經文要義經文要義經文要義經文要義經文要義經文要義經文要義
�� 這整首僕人之歌分為這整首僕人之歌分為這整首僕人之歌分為這整首僕人之歌分為這整首僕人之歌分為這整首僕人之歌分為這整首僕人之歌分為這整首僕人之歌分為55段段段段：：：：段段段段：：：：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高舉，，，，，，，，僕人被僕人被僕人被僕人被僕人被僕人被僕人被僕人被
厭棄厭棄厭棄厭棄厭棄厭棄厭棄厭棄，，，，，，，，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代罪，，，，，，，，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被虐，，，，，，，，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僕人的得勝

�� 4040章之後上帝宣告回歸與赦罪的信息章之後上帝宣告回歸與赦罪的信息章之後上帝宣告回歸與赦罪的信息章之後上帝宣告回歸與赦罪的信息章之後上帝宣告回歸與赦罪的信息章之後上帝宣告回歸與赦罪的信息章之後上帝宣告回歸與赦罪的信息章之後上帝宣告回歸與赦罪的信息(40:2)(40:2)，，，，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帝要興起帝要興起帝要興起帝要興起帝要興起帝要興起帝要興起帝要興起古列古列古列古列古列古列古列古列執行自巴比倫回歸故土執行自巴比倫回歸故土執行自巴比倫回歸故土執行自巴比倫回歸故土，，，，從靈裡從靈裡從靈裡從靈裡執行自巴比倫回歸故土執行自巴比倫回歸故土執行自巴比倫回歸故土執行自巴比倫回歸故土，，，，從靈裡從靈裡從靈裡從靈裡
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這段經文說這段經文說這段經文說這段經文說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這段經文說這段經文說這段經文說這段經文說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這段經文說這段經文說這段經文說這段經文說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回歸耶和華要靠贖罪的義僕成就。。。。這段經文說這段經文說這段經文說這段經文說
明白上帝赦罪的基礎在於祂的義僕附上贖罪祭明白上帝赦罪的基礎在於祂的義僕附上贖罪祭明白上帝赦罪的基礎在於祂的義僕附上贖罪祭明白上帝赦罪的基礎在於祂的義僕附上贖罪祭明白上帝赦罪的基礎在於祂的義僕附上贖罪祭明白上帝赦罪的基礎在於祂的義僕附上贖罪祭明白上帝赦罪的基礎在於祂的義僕附上贖罪祭明白上帝赦罪的基礎在於祂的義僕附上贖罪祭
的代價的代價的代價的代價。。。。的代價的代價的代價的代價。。。。

�� 上帝的僕人是一位被藐視上帝的僕人是一位被藐視上帝的僕人是一位被藐視上帝的僕人是一位被藐視、、、、被厭棄被厭棄被厭棄被厭棄、、、、受辱受辱受辱受辱、、、、受受受受上帝的僕人是一位被藐視上帝的僕人是一位被藐視上帝的僕人是一位被藐視上帝的僕人是一位被藐視、、、、被厭棄被厭棄被厭棄被厭棄、、、、受辱受辱受辱受辱、、、、受受受受
死死死死、、、、代替代替代替代替、、、、贖罪贖罪贖罪贖罪、、、、後來被高舉升為至高的僕人後來被高舉升為至高的僕人後來被高舉升為至高的僕人後來被高舉升為至高的僕人死死死死、、、、代替代替代替代替、、、、贖罪贖罪贖罪贖罪、、、、後來被高舉升為至高的僕人後來被高舉升為至高的僕人後來被高舉升為至高的僕人後來被高舉升為至高的僕人
。。。。祂的代罪果效祂的代罪果效祂的代罪果效祂的代罪果效。。。。祂的代罪果效祂的代罪果效祂的代罪果效祂的代罪果效使有許多人使有許多人使有許多人使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因認識我的義僕因認識我的義僕因認識我的義僕使有許多人使有許多人使有許多人使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因認識我的義僕因認識我的義僕因認識我的義僕
得稱為義得稱為義得稱為義得稱為義得稱為義得稱為義得稱為義得稱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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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要義經文要義經文要義經文要義經文要義經文要義經文要義經文要義
�� 這段經文是舊約中最清楚地說明上帝救贖世人這段經文是舊約中最清楚地說明上帝救贖世人這段經文是舊約中最清楚地說明上帝救贖世人這段經文是舊約中最清楚地說明上帝救贖世人這段經文是舊約中最清楚地說明上帝救贖世人這段經文是舊約中最清楚地說明上帝救贖世人這段經文是舊約中最清楚地說明上帝救贖世人這段經文是舊約中最清楚地說明上帝救贖世人
的計劃的計劃的計劃的計劃，，，，這是上帝的旨意這是上帝的旨意這是上帝的旨意這是上帝的旨意，，，，使義的代替不義的使義的代替不義的使義的代替不義的使義的代替不義的的計劃的計劃的計劃的計劃，，，，這是上帝的旨意這是上帝的旨意這是上帝的旨意這是上帝的旨意，，，，使義的代替不義的使義的代替不義的使義的代替不義的使義的代替不義的
，，，，使無罪的代替有罪的使無罪的代替有罪的使無罪的代替有罪的使無罪的代替有罪的，，，，使義僕代替百姓獻上使義僕代替百姓獻上使義僕代替百姓獻上使義僕代替百姓獻上，，，，使無罪的代替有罪的使無罪的代替有罪的使無罪的代替有罪的使無罪的代替有罪的，，，，使義僕代替百姓獻上使義僕代替百姓獻上使義僕代替百姓獻上使義僕代替百姓獻上
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

�� 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神就差遣他的神就差遣他的神就差遣他的神就差遣他的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神就差遣他的神就差遣他的神就差遣他的神就差遣他的�� 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神就差遣他的神就差遣他的神就差遣他的神就差遣他的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這救贖計劃在時候滿足了之後，，，，神就差遣他的神就差遣他的神就差遣他的神就差遣他的
兒子兒子兒子兒子－－－－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為女子所生為女子所生為女子所生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且生在律法以且生在律法以且生在律法以兒子兒子兒子兒子－－－－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為女子所生為女子所生為女子所生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且生在律法以且生在律法以且生在律法以
下下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加加加加下下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加加加加4:44:4）。）。）。）。）。）。）。）。
�� 這段經文清楚地說出彌賽亞受難受死的原因這段經文清楚地說出彌賽亞受難受死的原因這段經文清楚地說出彌賽亞受難受死的原因這段經文清楚地說出彌賽亞受難受死的原因，，，，這段經文清楚地說出彌賽亞受難受死的原因這段經文清楚地說出彌賽亞受難受死的原因這段經文清楚地說出彌賽亞受難受死的原因這段經文清楚地說出彌賽亞受難受死的原因，，，，
並且準確地應驗在耶穌受難的過程上並且準確地應驗在耶穌受難的過程上並且準確地應驗在耶穌受難的過程上並且準確地應驗在耶穌受難的過程上，，，，新約的新約的新約的新約的並且準確地應驗在耶穌受難的過程上並且準確地應驗在耶穌受難的過程上並且準確地應驗在耶穌受難的過程上並且準確地應驗在耶穌受難的過程上，，，，新約的新約的新約的新約的
使徒多處引用這段證明耶穌是上帝為世人贖罪使徒多處引用這段證明耶穌是上帝為世人贖罪使徒多處引用這段證明耶穌是上帝為世人贖罪使徒多處引用這段證明耶穌是上帝為世人贖罪使徒多處引用這段證明耶穌是上帝為世人贖罪使徒多處引用這段證明耶穌是上帝為世人贖罪使徒多處引用這段證明耶穌是上帝為世人贖罪使徒多處引用這段證明耶穌是上帝為世人贖罪
的羔羊的羔羊的羔羊的羔羊。。。。的羔羊的羔羊的羔羊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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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對照新約對照新約對照新約對照新約對照新約對照新約對照新約對照
以賽亞書經文 新約經文

52:15 這樣這樣這樣這樣、、、、他必洗淨他必洗淨他必洗淨他必洗淨〔〔〔〔或作鼓動或作鼓動或作鼓動或作鼓動〕〕〕〕許多國民許多國民許多國民許多國民．．．．君王君王君王君王
要向他閉口要向他閉口要向他閉口要向他閉口．．．．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他們必看他們必看他們必看他們必看
見見見見．．．．未曾聽見的未曾聽見的未曾聽見的未曾聽見的、、、、他們要明白他們要明白他們要明白他們要明白。。。。

羅馬書15:21

53:1 我們所傳的我們所傳的我們所傳的我們所傳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有誰信有誰信有誰信有誰信
呢呢呢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羅馬書10:16
約翰福音12:38

53: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背負我們的痛苦背負我們的痛苦背負我們的痛苦．．．．我我我我
們卻以為他受責罰們卻以為他受責罰們卻以為他受責罰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被被被 神擊打苦待了神擊打苦待了神擊打苦待了神擊打苦待了。。。。

彼得前書2:24

53:5 那知那知那知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為我們的罪孽壓為我們的罪孽壓為我們的罪孽壓
傷傷傷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因他受的鞭傷因他受的鞭傷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我們得醫治我們得醫治我們得醫治。。。。

馬太福音8:17
羅馬書4:25

52:15 這樣這樣這樣這樣、、、、他必洗淨他必洗淨他必洗淨他必洗淨〔〔〔〔或作鼓動或作鼓動或作鼓動或作鼓動〕〕〕〕許多國民許多國民許多國民許多國民．．．．君王君王君王君王
要向他閉口要向他閉口要向他閉口要向他閉口．．．．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他們必看他們必看他們必看他們必看
見見見見．．．．未曾聽見的未曾聽見的未曾聽見的未曾聽見的、、、、他們要明白他們要明白他們要明白他們要明白。。。。

羅馬書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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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對照新約對照新約對照新約對照新約對照新約對照新約對照新約對照
以賽亞書經文 新約經文

53:6 我們都如羊走迷我們都如羊走迷我們都如羊走迷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各人偏行己路各人偏行己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耶和華使我耶和華使我耶和華使我
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彼得前書2:25

53:7-8 他被欺壓他被欺壓他被欺壓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他像羊羔被他像羊羔被他像羊羔被
牽到宰殺之地牽到宰殺之地牽到宰殺之地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也是這樣不開口．．．．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

馬太福音27:12-
14；
彼得前書2:23

去去去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至於他同世的人至於他同世的人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誰想他受鞭打誰想他受鞭打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從活人從活人從活人
之地被剪除之地被剪除之地被剪除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

使徒行傳8:32-33

53:9 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人還使他人還使他人還使他
與惡人同埋與惡人同埋與惡人同埋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

彼得前書2:22

53:12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與強盛的均分擄與強盛的均分擄與強盛的均分擄
物物物物．．．．因為他將命傾倒因為他將命傾倒因為他將命傾倒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他也被列在他也被列在他也被列在
罪犯之中罪犯之中罪犯之中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

路加福音22:37
路加福音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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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52:15 這樣這樣這樣這樣、、、、他必洗淨他必洗淨他必洗淨他必洗淨〔〔〔〔或作鼓動或作鼓動或作鼓動或作鼓動〕〕〕〕許多國許多國許多國許多國

民民民民．．．．君王要向他閉口君王要向他閉口君王要向他閉口君王要向他閉口

�� 這位上帝的僕人這位上帝的僕人這位上帝的僕人這位上帝的僕人，，，，要以他的血洗淨要以他的血洗淨要以他的血洗淨要以他的血洗淨（（（（灑淨灑淨灑淨灑淨））））許許許許這位上帝的僕人這位上帝的僕人這位上帝的僕人這位上帝的僕人，，，，要以他的血洗淨要以他的血洗淨要以他的血洗淨要以他的血洗淨（（（（灑淨灑淨灑淨灑淨））））許許許許
多國民多國民多國民多國民。。。。以血灑在聖物上使它潔淨是記在利未以血灑在聖物上使它潔淨是記在利未以血灑在聖物上使它潔淨是記在利未以血灑在聖物上使它潔淨是記在利未多國民多國民多國民多國民。。。。以血灑在聖物上使它潔淨是記在利未以血灑在聖物上使它潔淨是記在利未以血灑在聖物上使它潔淨是記在利未以血灑在聖物上使它潔淨是記在利未
記的條例記的條例記的條例記的條例記的條例記的條例記的條例記的條例 ((利利利利利利利利4:6, 17:11)4:6, 17:11)。。。。。。。。記的條例記的條例記的條例記的條例記的條例記的條例記的條例記的條例 ((利利利利利利利利4:6, 17:11)4:6, 17:11)。。。。。。。。
�� 耶穌基督的血也是如此耶穌基督的血也是如此耶穌基督的血也是如此耶穌基督的血也是如此，「，「，「，「耶穌基督的血也是如此耶穌基督的血也是如此耶穌基督的血也是如此耶穌基督的血也是如此，「，「，「，「他將自己無瑕無疵他將自己無瑕無疵他將自己無瑕無疵他將自己無瑕無疵他將自己無瑕無疵他將自己無瑕無疵他將自己無瑕無疵他將自己無瑕無疵
獻給獻給獻給獻給獻給獻給獻給獻給 神神神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神神神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原原原原原原原原
文作良心文作良心文作良心文作良心文作良心文作良心文作良心文作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除去你們的死行除去你們的死行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使你們事奉那永使你們事奉那永使你們事奉那永除去你們的死行除去你們的死行除去你們的死行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使你們事奉那永使你們事奉那永使你們事奉那永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神麼神麼神麼神麼神麼神麼神麼神麼」」」」」」」」((來來來來來來來來9: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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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53:3 他被藐視他被藐視他被藐視他被藐視、、、、被人厭棄被人厭棄被人厭棄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常常常常

經憂患經憂患經憂患經憂患

�� 上帝的僕人卻被人藐視厭棄上帝的僕人卻被人藐視厭棄上帝的僕人卻被人藐視厭棄上帝的僕人卻被人藐視厭棄，，，，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常經常經常經常經上帝的僕人卻被人藐視厭棄上帝的僕人卻被人藐視厭棄上帝的僕人卻被人藐視厭棄上帝的僕人卻被人藐視厭棄，，，，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常經常經常經常經
憂患憂患憂患憂患。。。。憂患憂患憂患憂患。。。。

�� 耶穌在世的時候耶穌在世的時候耶穌在世的時候耶穌在世的時候，，，，祭司祭司祭司祭司、、、、文士文士文士文士、、、、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法利賽人、、、、長長長長耶穌在世的時候耶穌在世的時候耶穌在世的時候耶穌在世的時候，，，，祭司祭司祭司祭司、、、、文士文士文士文士、、、、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法利賽人、、、、長長長長�� 耶穌在世的時候耶穌在世的時候耶穌在世的時候耶穌在世的時候，，，，祭司祭司祭司祭司、、、、文士文士文士文士、、、、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法利賽人、、、、長長長長耶穌在世的時候耶穌在世的時候耶穌在世的時候耶穌在世的時候，，，，祭司祭司祭司祭司、、、、文士文士文士文士、、、、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法利賽人、、、、長長長長
老一直拒絕他老一直拒絕他老一直拒絕他老一直拒絕他，，，，最後連百姓也喊著說最後連百姓也喊著說最後連百姓也喊著說最後連百姓也喊著說：：：：釘他十釘他十釘他十釘他十老一直拒絕他老一直拒絕他老一直拒絕他老一直拒絕他，，，，最後連百姓也喊著說最後連百姓也喊著說最後連百姓也喊著說最後連百姓也喊著說：：：：釘他十釘他十釘他十釘他十
字架字架字架字架！！！！字架字架字架字架！！！！((太太太太太太太太27:2127:21--23)23)。。。。。。。。
�� 彌賽亞經憂患痛苦的彌賽亞經憂患痛苦的彌賽亞經憂患痛苦的彌賽亞經憂患痛苦的敘述敘述敘述敘述，，，，以耶穌在以耶穌在以耶穌在以耶穌在客西馬尼客西馬尼客西馬尼客西馬尼彌賽亞經憂患痛苦的彌賽亞經憂患痛苦的彌賽亞經憂患痛苦的彌賽亞經憂患痛苦的敘述敘述敘述敘述，，，，以耶穌在以耶穌在以耶穌在以耶穌在客西馬尼客西馬尼客西馬尼客西馬尼
園禱園禱園禱園禱告後告後告後告後，，，，被被被被捉拿捉拿捉拿捉拿、、、、門門門門徒徒徒徒逃避逃避逃避逃避、、、、受受受受審審審審、、、、拷打拷打拷打拷打、、、、園禱園禱園禱園禱告後告後告後告後，，，，被被被被捉拿捉拿捉拿捉拿、、、、門門門門徒徒徒徒逃避逃避逃避逃避、、、、受受受受審審審審、、、、拷打拷打拷打拷打、、、、
釘十字架為最釘十字架為最釘十字架為最釘十字架為最詳盡詳盡詳盡詳盡。。。。釘十字架為最釘十字架為最釘十字架為最釘十字架為最詳盡詳盡詳盡詳盡。。。。((太太太太太太太太2626--272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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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53:5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53:8 誰想他受鞭打誰想他受鞭打誰想他受鞭打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從活人之地被剪除從活人之地被剪除從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

�� 上帝的僕人受上帝的僕人受上帝的僕人受上帝的僕人受鞭打鞭打鞭打鞭打，，，，應驗在耶穌在受應驗在耶穌在受應驗在耶穌在受應驗在耶穌在受審審審審後後後後，，，，被被被被上帝的僕人受上帝的僕人受上帝的僕人受上帝的僕人受鞭打鞭打鞭打鞭打，，，，應驗在耶穌在受應驗在耶穌在受應驗在耶穌在受應驗在耶穌在受審審審審後後後後，，，，被被被被
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羅馬兵鞭打

�� 參參參參賽賽賽賽參參參參賽賽賽賽50:650:6人打我的背人打我的背人打我的背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我任他打我任他打我任他打人打我的背人打我的背人打我的背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我任他打我任他打我任他打

�� 新約經文新約經文新約經文新約經文：：：：太太太太新約經文新約經文新約經文新約經文：：：：太太太太27:2627:26，，，，可可可可，，，，可可可可15:1515:15，，，，約約約約，，，，約約約約19: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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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
�� 賽賽53:753:7 他被欺壓他被欺壓他被欺壓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被欺壓他被欺壓他被欺壓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

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又像羊在又像羊在又像羊在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又像羊在又像羊在又像羊在
剪毛的人手下無聲剪毛的人手下無聲剪毛的人手下無聲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他也是這樣不開他也是這樣不開他也是這樣不開剪毛的人手下無聲剪毛的人手下無聲剪毛的人手下無聲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他也是這樣不開他也是這樣不開他也是這樣不開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 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不不不不爭辯爭辯爭辯爭辯不不不不申申申申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不不不不爭辯爭辯爭辯爭辯不不不不申申申申�� 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不不不不爭辯爭辯爭辯爭辯不不不不申申申申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上帝的僕人是謙卑受苦，，，，不不不不爭辯爭辯爭辯爭辯不不不不申申申申
冤冤冤冤，，，，默默默默默默默默地不地不地不地不開口開口開口開口。。。。冤冤冤冤，，，，默默默默默默默默地不地不地不地不開口開口開口開口。。。。

�� 耶穌在耶穌在耶穌在耶穌在幾度幾度幾度幾度受受受受審審審審、、、、被被被被大大大大祭司與文士受辱祭司與文士受辱祭司與文士受辱祭司與文士受辱、、、、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耶穌在耶穌在耶穌在耶穌在幾度幾度幾度幾度受受受受審審審審、、、、被被被被大大大大祭司與文士受辱祭司與文士受辱祭司與文士受辱祭司與文士受辱、、、、一直一直一直一直
到釘死十架的時候到釘死十架的時候到釘死十架的時候到釘死十架的時候都都都都是如此是如此是如此是如此，，，，默默默默默默默默地不地不地不地不開口開口開口開口。。。。到釘死十架的時候到釘死十架的時候到釘死十架的時候到釘死十架的時候都都都都是如此是如此是如此是如此，，，，默默默默默默默默地不地不地不地不開口開口開口開口。。。。
這是他這是他這是他這是他順服順服順服順服上帝旨意的上帝旨意的上帝旨意的上帝旨意的表示表示表示表示，，，，也是他甘也是他甘也是他甘也是他甘心心心心為世為世為世為世這是他這是他這是他這是他順服順服順服順服上帝旨意的上帝旨意的上帝旨意的上帝旨意的表示表示表示表示，，，，也是他甘也是他甘也是他甘也是他甘心心心心為世為世為世為世
人贖罪的人贖罪的人贖罪的人贖罪的彰顯彰顯彰顯彰顯。。。。人贖罪的人贖罪的人贖罪的人贖罪的彰顯彰顯彰顯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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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
�� 賽賽53:953:9 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口中也沒有詭詐、、、、

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誰知死的時候誰知死的時候誰知死的時候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誰知死的時候誰知死的時候誰知死的時候
與財主同葬與財主同葬與財主同葬與財主同葬與財主同葬與財主同葬與財主同葬與財主同葬

賽賽53:1253:12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 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左右各左右各左右各左右各有一有一有一有一強盜強盜強盜強盜，（，（，（，（惡惡惡惡人人人人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左右各左右各左右各左右各有一有一有一有一強盜強盜強盜強盜，（，（，（，（惡惡惡惡人人人人�� 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左右各左右各左右各左右各有一有一有一有一強盜強盜強盜強盜，（，（，（，（惡惡惡惡人人人人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左右各左右各左右各左右各有一有一有一有一強盜強盜強盜強盜，（，（，（，（惡惡惡惡人人人人
，，，，複數複數複數複數）））），，，，複數複數複數複數））））((路路路路路路路路23:3223:32--33)33)，，，，，，，，
�� 斷氣斷氣斷氣斷氣後後後後，，，，被被被被埋葬埋葬埋葬埋葬在在在在財主財主財主財主的的的的墳墓墳墓墳墓墳墓裡裡裡裡，（，（，（，（財主財主財主財主，，，，單單單單斷氣斷氣斷氣斷氣後後後後，，，，被被被被埋葬埋葬埋葬埋葬在在在在財主財主財主財主的的的的墳墓墳墓墳墓墳墓裡裡裡裡，（，（，（，（財主財主財主財主，，，，單單單單
數數數數））））數數數數））））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27:5727:57--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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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彌賽亞的預表
�� 賽賽53:1253:12 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又為罪犯代求

�� 耶穌在十字架上耶穌在十字架上耶穌在十字架上耶穌在十字架上，，，，還還還還為罪人代為罪人代為罪人代為罪人代求禱求禱求禱求禱告告告告父父父父神說神說神說神說：：：：耶穌在十字架上耶穌在十字架上耶穌在十字架上耶穌在十字架上，，，，還還還還為罪人代為罪人代為罪人代為罪人代求禱求禱求禱求禱告告告告父父父父神說神說神說神說：：：：
「「「「「「「「父阿父阿父阿父阿、、、、赦免他們赦免他們赦免他們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因為他們所作的因為他們所作的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他們不他們不他們不父阿父阿父阿父阿、、、、赦免他們赦免他們赦免他們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因為他們所作的因為他們所作的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他們不他們不他們不
曉得曉得曉得曉得。。。。曉得曉得曉得曉得。。。。」」」」」」」」 ((路路路路路路路路23:34)23:34)，，，，，，，，
�� 耶穌基督升耶穌基督升耶穌基督升耶穌基督升天坐天坐天坐天坐在在在在天父天父天父天父的的的的右邊右邊右邊右邊，，，，並並並並按麥按麥按麥按麥基洗基洗基洗基洗德德德德耶穌基督升耶穌基督升耶穌基督升耶穌基督升天坐天坐天坐天坐在在在在天父天父天父天父的的的的右邊右邊右邊右邊，，，，並並並並按麥按麥按麥按麥基洗基洗基洗基洗德德德德�� 耶穌基督升耶穌基督升耶穌基督升耶穌基督升天坐天坐天坐天坐在在在在天父天父天父天父的的的的右邊右邊右邊右邊，，，，並並並並按麥按麥按麥按麥基洗基洗基洗基洗德德德德耶穌基督升耶穌基督升耶穌基督升耶穌基督升天坐天坐天坐天坐在在在在天父天父天父天父的的的的右邊右邊右邊右邊，，，，並並並並按麥按麥按麥按麥基洗基洗基洗基洗德德德德
的的的的等次等次等次等次成為上帝的成為上帝的成為上帝的成為上帝的大大大大祭司祭司祭司祭司，，，，替我們替我們替我們替我們（（（（罪犯們罪犯們罪犯們罪犯們））））的的的的等次等次等次等次成為上帝的成為上帝的成為上帝的成為上帝的大大大大祭司祭司祭司祭司，，，，替我們替我們替我們替我們（（（（罪犯們罪犯們罪犯們罪犯們））））
祈求祈求祈求祈求，，，，如如如如希伯希伯希伯希伯來書來書來書來書祈求祈求祈求祈求，，，，如如如如希伯希伯希伯希伯來書來書來書來書7:257:25：「：「：「：「：「：「：「：「凡靠著他進到凡靠著他進到凡靠著他進到凡靠著他進到凡靠著他進到凡靠著他進到凡靠著他進到凡靠著他進到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面前的人面前的人面前的人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因為他是長遠活因為他是長遠活因為他是長遠活面前的人面前的人面前的人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因為他是長遠活因為他是長遠活因為他是長遠活
著著著著、、、、替他們祈求替他們祈求替他們祈求替他們祈求。。。。著著著著、、、、替他們祈求替他們祈求替他們祈求替他們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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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

�� 仔細閱讀仔細閱讀仔細閱讀仔細閱讀賽賽賽賽仔細閱讀仔細閱讀仔細閱讀仔細閱讀賽賽賽賽52:13 52:13 –– 53:1253:12。。。。寫寫寫寫下下下下你讀完你讀完你讀完你讀完之後的之後的之後的之後的領領領領。。。。寫寫寫寫下下下下你讀完你讀完你讀完你讀完之後的之後的之後的之後的領領領領

受受受受，，，，若若若若是是是是你你你你願意也願意也願意也願意也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寫寫寫寫下下下下你對你對你對你對耶穌為耶穌為耶穌為耶穌為你你你你付出付出付出付出受受受受，，，，若若若若是是是是你你你你願意也願意也願意也願意也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寫寫寫寫下下下下你對你對你對你對耶穌為耶穌為耶穌為耶穌為你你你你付出付出付出付出

的贖罪祭的贖罪祭的贖罪祭的贖罪祭想想想想法法法法。（。（。（。（不必不必不必不必繳繳繳繳））））的贖罪祭的贖罪祭的贖罪祭的贖罪祭想想想想法法法法。（。（。（。（不必不必不必不必繳繳繳繳））））

�� 【【【【【【【【期末期末期末期末作作作作業業業業期末期末期末期末作作作作業業業業】】】】】】】】：：：：寫寫寫寫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稱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稱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稱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稱謂謂謂謂：：：：寫寫寫寫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稱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稱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稱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稱謂謂謂謂

或名或名或名或名字字字字，，，，包含包含包含包含經文經文經文經文（（（（或名或名或名或名字字字字，，，，包含包含包含包含經文經文經文經文（（（（1212個個個個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個個個個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以以以以馬馬馬馬內利內利內利內利以以以以馬馬馬馬內利內利內利內利 (7:14)(7:14)，，，，，，，，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西西西西的的的的根根根根西西西西的的的的根根根根 (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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