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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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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4--6262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彌彌彌彌彌彌彌彌賽亞的使命賽亞的使命賽亞的使命賽亞的使命賽亞的使命賽亞的使命賽亞的使命賽亞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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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4－－－－－－－－6262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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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4到到到到到到到到6262的篇章的篇章的篇章的篇章，，，，接續第四首僕人之歌接續第四首僕人之歌接續第四首僕人之歌接續第四首僕人之歌的篇章的篇章的篇章的篇章，，，，接續第四首僕人之歌接續第四首僕人之歌接續第四首僕人之歌接續第四首僕人之歌
，，，，上帝對錫安與萬民都發出邀請悔改歸向祂上帝對錫安與萬民都發出邀請悔改歸向祂上帝對錫安與萬民都發出邀請悔改歸向祂上帝對錫安與萬民都發出邀請悔改歸向祂，，，，，，，，上帝對錫安與萬民都發出邀請悔改歸向祂上帝對錫安與萬民都發出邀請悔改歸向祂上帝對錫安與萬民都發出邀請悔改歸向祂上帝對錫安與萬民都發出邀請悔改歸向祂，，，，
祂將復興錫安祂將復興錫安祂將復興錫安祂將復興錫安、、、、拯救萬國拯救萬國拯救萬國拯救萬國祂將復興錫安祂將復興錫安祂將復興錫安祂將復興錫安、、、、拯救萬國拯救萬國拯救萬國拯救萬國。。。。。。。。

2.2. 5656章起章起章起章起，，，，以賽亞論到將來上帝的國度與將臨的以賽亞論到將來上帝的國度與將臨的以賽亞論到將來上帝的國度與將臨的以賽亞論到將來上帝的國度與將臨的章起章起章起章起，，，，以賽亞論到將來上帝的國度與將臨的以賽亞論到將來上帝的國度與將臨的以賽亞論到將來上帝的國度與將臨的以賽亞論到將來上帝的國度與將臨的
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祂將使錫安成為萬民嚮往的救贖
之城之城之城之城之城之城之城之城。。。。。。。。

3.3.這這這這這這這這段篇章中以段篇章中以段篇章中以段篇章中以段篇章中以段篇章中以段篇章中以段篇章中以59:2059:20--2121與與與與與與與與61:161:1--22為最具意義的彌為最具意義的彌為最具意義的彌為最具意義的彌為最具意義的彌為最具意義的彌為最具意義的彌為最具意義的彌
賽亞經文賽亞經文賽亞經文賽亞經文賽亞經文賽亞經文賽亞經文賽亞經文。。。。。。。。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課目的課目的課目的課目的課目的課目的課目的課目的：：：：：：：：

�� 明白上明白上明白上明白上明白上明白上明白上明白上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對對對對對對對對世人白白的救恩與大方的邀請世人白白的救恩與大方的邀請世人白白的救恩與大方的邀請世人白白的救恩與大方的邀請世人白白的救恩與大方的邀請世人白白的救恩與大方的邀請世人白白的救恩與大方的邀請世人白白的救恩與大方的邀請

�� 認識彌賽亞是救贖主並他的認識彌賽亞是救贖主並他的認識彌賽亞是救贖主並他的認識彌賽亞是救贖主並他的認識彌賽亞是救贖主並他的認識彌賽亞是救贖主並他的認識彌賽亞是救贖主並他的認識彌賽亞是救贖主並他的使命使命使命使命、、、、身份與工作身份與工作身份與工作身份與工作使命使命使命使命、、、、身份與工作身份與工作身份與工作身份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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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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4 -- 6262章章章章章章章章段段段段段段段段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5454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錫安的復興錫安的復興錫安的復興錫安的復興，，，，五重得恩惠的圖五重得恩惠的圖五重得恩惠的圖五重得恩惠的圖錫安的復興錫安的復興錫安的復興錫安的復興，，，，五重得恩惠的圖五重得恩惠的圖五重得恩惠的圖五重得恩惠的圖畫畫畫畫畫畫畫畫

5555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大方的邀請大方的邀請大方的邀請大方的邀請，，，，普世歸向神的呼召普世歸向神的呼召普世歸向神的呼召普世歸向神的呼召大方的邀請大方的邀請大方的邀請大方的邀請，，，，普世歸向神的呼召普世歸向神的呼召普世歸向神的呼召普世歸向神的呼召

5656--5959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異象與實際異象與實際異象與實際異象與實際，，，，惡人腐敗義人歸神惡人腐敗義人歸神惡人腐敗義人歸神惡人腐敗義人歸神異象與實際異象與實際異象與實際異象與實際，，，，惡人腐敗義人歸神惡人腐敗義人歸神惡人腐敗義人歸神惡人腐敗義人歸神

6060--62626060--6262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錫安的榮耀錫安的榮耀錫安的榮耀錫安的榮耀，，，，萬民嚮往救贖之萬民嚮往救贖之萬民嚮往救贖之萬民嚮往救贖之錫安的榮耀錫安的榮耀錫安的榮耀錫安的榮耀，，，，萬民嚮往救贖之萬民嚮往救贖之萬民嚮往救贖之萬民嚮往救贖之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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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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54:1 –– 1717
�� 錫安的復興錫安的復興錫安的復興錫安的復興，，，，五重得恩惠的圖畫五重得恩惠的圖畫五重得恩惠的圖畫五重得恩惠的圖畫錫安的復興錫安的復興錫安的復興錫安的復興，，，，五重得恩惠的圖畫五重得恩惠的圖畫五重得恩惠的圖畫五重得恩惠的圖畫

1.1. 54:154:1––1515 寡居的婦寡居的婦寡居的婦寡居的婦（（（（錫安錫安錫安錫安））））與擴大的家與擴大的家與擴大的家與擴大的家寡居的婦寡居的婦寡居的婦寡居的婦（（（（錫安錫安錫安錫安））））與擴大的家與擴大的家與擴大的家與擴大的家

2.2. 54:454:4––88 孤孤孤孤孤孤孤孤獨的妻獨的妻獨的妻獨的妻（（（（錫安錫安錫安錫安））））與永遠的愛與永遠的愛與永遠的愛與永遠的愛獨的妻獨的妻獨的妻獨的妻（（（（錫安錫安錫安錫安））））與永遠的愛與永遠的愛與永遠的愛與永遠的愛

3.3. 54:954:9––1010 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錫安錫安錫安錫安））））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錫安錫安錫安錫安））））3.3. 54:954:9––1010 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錫安錫安錫安錫安））））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錫安錫安錫安錫安））））

4.4. 54:1154:11––1414 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錫安錫安錫安錫安））））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錫安錫安錫安錫安））））

5.5. 54:1554:15––1717 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錫安錫安錫安錫安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錫安錫安錫安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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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54:1 54:1 –– 1717
�� 54:154:1––1515 寡居的婦寡居的婦寡居的婦寡居的婦（（（（錫安錫安錫安錫安））））與擴大的家與擴大的家與擴大的家與擴大的家寡居的婦寡居的婦寡居的婦寡居的婦（（（（錫安錫安錫安錫安））））與擴大的家與擴大的家與擴大的家與擴大的家

�� 原原先不孕不生無丈夫，將來蒙恩生子擴張家庭展開帳幕先不孕不生無丈夫，將來蒙恩生子擴張家庭展開帳幕

�� 11--22 「「沒有丈夫的沒有丈夫的沒有丈夫的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這是這是這是沒有丈夫的沒有丈夫的沒有丈夫的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這是這是這是
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要擴張你帳幕之地要擴張你帳幕之地要擴張你帳幕之地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張大你居張大你居張大你居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要擴張你帳幕之地要擴張你帳幕之地要擴張你帳幕之地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張大你居張大你居張大你居
所的幔子所的幔子所的幔子所的幔子、、、、要放長你的繩子要放長你的繩子要放長你的繩子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堅固你的橛子堅固你的橛子堅固你的橛子所的幔子所的幔子所的幔子所的幔子、、、、要放長你的繩子要放長你的繩子要放長你的繩子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堅固你的橛子堅固你的橛子堅固你的橛子」」所的幔子所的幔子所的幔子所的幔子、、、、要放長你的繩子要放長你的繩子要放長你的繩子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堅固你的橛子堅固你的橛子堅固你的橛子所的幔子所的幔子所的幔子所的幔子、、、、要放長你的繩子要放長你的繩子要放長你的繩子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堅固你的橛子堅固你的橛子堅固你的橛子」」

�� 54:454:4––88 孤獨的妻孤獨的妻孤獨的妻孤獨的妻（（（（錫安錫安錫安錫安））））與永遠的愛與永遠的愛與永遠的愛與永遠的愛孤獨的妻孤獨的妻孤獨的妻孤獨的妻（（（（錫安錫安錫安錫安））））與永遠的愛與永遠的愛與永遠的愛與永遠的愛

�� 原先蒙羞憂傷的妻子，將來祂召回施恩以永遠慈愛憐恤原先蒙羞憂傷的妻子，將來祂召回施恩以永遠慈愛憐恤

�� 66--77 「「耶和華召你耶和華召你耶和華召你耶和華召你、、、、如召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如召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如召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如召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耶和華召你耶和華召你耶和華召你耶和華召你、、、、如召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如召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如召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如召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 神所說的神所說的神所說的神所說的神所說的神所說的神所說的神所說的。。。。。。。。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離棄你不過片時離棄你不過片時離棄你不過片時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離棄你不過片時離棄你不過片時離棄你不過片時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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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54:1 54:1 –– 1717
�� 54:954:9––1010 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錫安錫安錫安錫安））））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挪亞洪水與和平之約（（（（錫安錫安錫安錫安））））

�� 先前上帝對挪亞起誓，將來也照樣起誓不再向錫安發怒先前上帝對挪亞起誓，將來也照樣起誓不再向錫安發怒

�� 1010 「「大山可以挪開大山可以挪開大山可以挪開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小山可以遷移小山可以遷移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但我的慈但我的慈但我的慈大山可以挪開大山可以挪開大山可以挪開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小山可以遷移小山可以遷移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但我的慈但我的慈但我的慈愛愛愛愛愛愛愛愛
必必必必必必必必不離開你不離開你不離開你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這是憐這是憐這是憐不離開你不離開你不離開你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這是憐這是憐這是憐恤恤恤恤恤恤恤恤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你你你你你你你你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的耶和華說的」」

�� 54:1154:11––1414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錫安錫安錫安錫安））））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寶石建城與公義立城（（（（錫安錫安錫安錫安））））

�� 先前受飄蕩欺壓驚嚇，將來上帝以寶石建造得公義堅立先前受飄蕩欺壓驚嚇，將來上帝以寶石建造得公義堅立

�� 1111 「「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我必我必我必我必我必我必我必我必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彩色安置你的石頭彩色安置你的石頭彩色安置你的石頭彩色安置你的石頭、、、、以藍寶石立定你的根以藍寶石立定你的根以藍寶石立定你的根以藍寶石立定你的根彩色安置你的石頭彩色安置你的石頭彩色安置你的石頭彩色安置你的石頭、、、、以藍寶石立定你的根以藍寶石立定你的根以藍寶石立定你的根以藍寶石立定你的根基基基基基基基基」」

�� 1414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必因公義得堅立必因公義得堅立必因公義得堅立必因公義得堅立．．．．必遠離欺壓必遠離欺壓必遠離欺壓必遠離欺壓、、、、不至害不至害不至害不至害必因公義得堅立必因公義得堅立必因公義得堅立必因公義得堅立．．．．必遠離欺壓必遠離欺壓必遠離欺壓必遠離欺壓、、、、不至害不至害不至害不至害怕怕怕怕怕怕怕怕

．．．．．．．．你必遠離驚嚇你必遠離驚嚇你必遠離驚嚇你必遠離驚嚇、、、、驚嚇必不臨近驚嚇必不臨近驚嚇必不臨近驚嚇必不臨近你必遠離驚嚇你必遠離驚嚇你必遠離驚嚇你必遠離驚嚇、、、、驚嚇必不臨近驚嚇必不臨近驚嚇必不臨近驚嚇必不臨近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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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54:1 54:1 –– 1717
�� 54:1554:15––1717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錫安錫安錫安錫安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造物的主與神的僕人（（（（錫安錫安錫安錫安））））））））

�� 先前攻擊毀滅的敵人，將來因神僕人緣故仆倒投降定罪先前攻擊毀滅的敵人，將來因神僕人緣故仆倒投降定罪

�� 1717 「「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必不利用必不利用必不利用．．．．凡凡凡凡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必不利用必不利用必不利用．．．．凡凡凡凡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審審審審審審審審判時興起用舌攻擊你的判時興起用舌攻擊你的判時興起用舌攻擊你的判時興起用舌攻擊你的、、、、你必定他為有罪你必定他為有罪你必定他為有罪你必定他為有罪判時興起用舌攻擊你的判時興起用舌攻擊你的判時興起用舌攻擊你的判時興起用舌攻擊你的、、、、你必定他為有罪你必定他為有罪你必定他為有罪你必定他為有罪．．．．．．．．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他們從我所得是他們從我所得是他們從我所得是他們從我所得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他們從我所得是他們從我所得是他們從我所得是他們從我所得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這這這這這這這這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他們從我所得是他們從我所得是他們從我所得是他們從我所得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他們從我所得是他們從我所得是他們從我所得是他們從我所得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義義義義義義義義．．．．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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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55:1––77
�� 邀請飢渴無錢的前來，呼喚普世歸向神得活立約蒙赦免邀請飢渴無錢的前來，呼喚普世歸向神得活立約蒙赦免

�� 11 「「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沒有銀錢沒有銀錢沒有銀錢沒有銀錢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沒有銀錢沒有銀錢沒有銀錢沒有銀錢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可以來可以來可以來可以來．．．．你們都來你們都來你們都來你們都來，，，，買了吃買了吃買了吃買了吃．．．．不用銀錢不用銀錢不用銀錢不用銀錢、、、、可以來可以來可以來可以來．．．．你們都來你們都來你們都來你們都來，，，，買了吃買了吃買了吃買了吃．．．．不用銀錢不用銀錢不用銀錢不用銀錢、、、、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價值價值價值價值、、、、也來買酒和奶也來買酒和奶也來買酒和奶也來買酒和奶。」。」。」。」價值價值價值價值、、、、也來買酒和奶也來買酒和奶也來買酒和奶也來買酒和奶。」。」。」。」用用用用用用用用價值價值價值價值、、、、也來買酒和奶也來買酒和奶也來買酒和奶也來買酒和奶。」。」。」。」價值價值價值價值、、、、也來買酒和奶也來買酒和奶也來買酒和奶也來買酒和奶。」。」。」。」

�� 33--44 「「「「「「「「你們當就近我來你們當就近我來你們當就近我來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側耳而聽側耳而聽側耳而聽、、、、就必得活就必得活就必得活就必得活你們當就近我來你們當就近我來你們當就近我來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側耳而聽側耳而聽側耳而聽、、、、就必得活就必得活就必得活就必得活．．．．．．．．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必與你們立永約必與你們立永約必與你們立永約必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必與你們立永約必與你們立永約必與你們立永約必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恩恩恩恩恩恩恩恩典典典典。。。。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為萬民的為萬民的為萬民的為萬民的典典典典。。。。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為萬民的為萬民的為萬民的為萬民的君君君君君君君君
王王王王王王王王和司令和司令和司令和司令和司令和司令和司令和司令。」。」。」。」。」。」。」。」

�� 66--77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的相近的相近的相近的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的相近的相近的相近的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候候候候求告他求告他求告他求告他。。。。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不義的不義的不義的求告他求告他求告他求告他。。。。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不義的不義的不義的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當當當當當當當當除掉自己的意念除掉自己的意念除掉自己的意念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歸向耶和華歸向耶和華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耶和華就耶和華就耶和華就除掉自己的意念除掉自己的意念除掉自己的意念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歸向耶和華歸向耶和華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耶和華就耶和華就耶和華就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憐憐憐憐憐憐憐憐恤他恤他恤他恤他．．．．當歸向我們當歸向我們當歸向我們當歸向我們恤他恤他恤他恤他．．．．當歸向我們當歸向我們當歸向我們當歸向我們的神的神的神的神的神的神的神的神、、、、因因因因、、、、因因因因為神為神為神為神為神為神為神為神必廣行赦免必廣行赦免必廣行赦免必廣行赦免」」」」必廣行赦免必廣行赦免必廣行赦免必廣行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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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55:8––1313
�� 神意念高超話語確立，必成就祂所命定的帶出平安歡喜神意念高超話語確立，必成就祂所命定的帶出平安歡喜

�� 99 「「天怎樣高過地天怎樣高過地天怎樣高過地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照樣我的道路照樣我的道路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高過你們高過你們高過你們天怎樣高過地天怎樣高過地天怎樣高過地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照樣我的道路照樣我的道路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高過你們高過你們高過你們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路路路路、、、、我的意念我的意念我的意念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路路路路、、、、我的意念我的意念我的意念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 1212 「「「「「「「「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平平安安蒙引導平平安安蒙引導平平安安蒙引導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平平安安蒙引導平平安安蒙引導平平安安蒙引導．．．．．．．．�� 1212 「「「「「「「「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平平安安蒙引導平平安安蒙引導平平安安蒙引導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平平安安蒙引導平平安安蒙引導平平安安蒙引導．．．．．．．．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田野的樹田野的樹田野的樹田野的樹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田野的樹田野的樹田野的樹田野的樹木木木木木木木木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都拍都拍都拍都拍都拍都拍都拍都拍掌掌掌掌」」」」掌掌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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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已然已然已然」」」」與與與與「「「「未然未然未然未然」」」」「「「「已然已然已然已然」」」」與與與與「「「「未然未然未然未然」」」」
�� AlreadyAlready與與與與與與與與Not YetNot Yet
�� 比比比比比比比比較較較較較較較較5656--5959章中的異象與實際章中的異象與實際章中的異象與實際章中的異象與實際、、、、理想與現況理想與現況理想與現況理想與現況、、、、現現現現章中的異象與實際章中的異象與實際章中的異象與實際章中的異象與實際、、、、理想與現況理想與現況理想與現況理想與現況、、、、現現現現
今與永恆今與永恆今與永恆今與永恆今與永恆今與永恆今與永恆今與永恆

�� 反應出我們處於基督兩次降臨間的光景反應出我們處於基督兩次降臨間的光景反應出我們處於基督兩次降臨間的光景反應出我們處於基督兩次降臨間的光景，，，，考驗考驗考驗考驗反應出我們處於基督兩次降臨間的光景反應出我們處於基督兩次降臨間的光景反應出我們處於基督兩次降臨間的光景反應出我們處於基督兩次降臨間的光景，，，，考驗考驗考驗考驗
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我們信心耐心

�� 得救得救得救得救得救得救得救得救與與與與與與與與成聖成聖成聖成聖成聖成聖成聖成聖的差距的差距的差距的差距的差距的差距的差距的差距：：：：：：：：
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8:23 8:23 「「「「「「「「我們這我們這我們這我們這我們這我們這我們這我們這有有有有有有有有聖靈初結果子的聖靈初結果子的聖靈初結果子的聖靈初結果子的、、、、聖靈初結果子的聖靈初結果子的聖靈初結果子的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自己心裏自己心裏自己心裏自己心裏自己心裏自己心裏自己心裏自己心裏
歎息歎息歎息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歎息歎息歎息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 在世在世在世在世在世在世在世在世與與與與與與與與在天在天在天在天在天在天在天在天的分的分的分的分的分的分的分的分別別別別：：：：別別別別：：：：
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1:231:23--226 6 「「「「「「「「我正在兩難之間我正在兩難之間我正在兩難之間我正在兩難之間、、、、我正在兩難之間我正在兩難之間我正在兩難之間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情願情願情願情願情願情願情願離世與基督離世與基督離世與基督離世與基督離世與基督離世與基督離世與基督離世與基督
同在同在同在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同在同在同在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然然然然然然然然而而而而而而而而我在我在我在我在肉肉肉肉身活著身活著身活著身活著我在我在我在我在肉肉肉肉身活著身活著身活著身活著 ……………………」」」」」」」」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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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6 –– 5959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異象與實際異象與實際異象與實際異象與實際，，，，惡人腐惡人腐惡人腐惡人腐異象與實際異象與實際異象與實際異象與實際，，，，惡人腐惡人腐惡人腐惡人腐敗敗敗敗、、、、義義義義敗敗敗敗、、、、義義義義人歸神人歸神人歸神人歸神人歸神人歸神人歸神人歸神

1.1. 56:156:1––88 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贖等待的子民群體贖等待的子民群體贖等待的子民群體贖等待的子民群體贖等待的子民群體贖等待的子民群體贖等待的子民群體贖等待的子民群體，，，，，，，，
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公平行公義守安息日持守神公平行公義守安息日持守神公平行公義守安息日持守神公平行公義守安息日持守神公平行公義守安息日持守神公平行公義守安息日持守神公平行公義守安息日持守神公平行公義守安息日持守神約約約約約約約約

2.2. 56:956:9––57:2157:21首領貪婪義人受逼迫首領貪婪義人受逼迫首領貪婪義人受逼迫首領貪婪義人受逼迫首領貪婪義人受逼迫首領貪婪義人受逼迫首領貪婪義人受逼迫首領貪婪義人受逼迫，，，，，，，，
惡惡惡惡惡惡惡惡人不得平安神卻與謙卑人同人不得平安神卻與謙卑人同人不得平安神卻與謙卑人同人不得平安神卻與謙卑人同人不得平安神卻與謙卑人同人不得平安神卻與謙卑人同人不得平安神卻與謙卑人同人不得平安神卻與謙卑人同居居居居居居居居

3.3. 58:158:1––1414 當守安息禁食的子民當守安息禁食的子民當守安息禁食的子民當守安息禁食的子民當守安息禁食的子民當守安息禁食的子民當守安息禁食的子民當守安息禁食的子民，，，，，，，，
離離離離離離離離棄虛妄尊重神不尋私意憐憫棄虛妄尊重神不尋私意憐憫棄虛妄尊重神不尋私意憐憫棄虛妄尊重神不尋私意憐憫棄虛妄尊重神不尋私意憐憫棄虛妄尊重神不尋私意憐憫棄虛妄尊重神不尋私意憐憫棄虛妄尊重神不尋私意憐憫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4.4. 59:159:1––2121 罪孽之人行謊言強暴罪孽之人行謊言強暴罪孽之人行謊言強暴罪孽之人行謊言強暴罪孽之人行謊言強暴罪孽之人行謊言強暴罪孽之人行謊言強暴罪孽之人行謊言強暴，，，，，，，，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一救贖主來到行拯救敗壞仇敵一救贖主來到行拯救敗壞仇敵一救贖主來到行拯救敗壞仇敵一救贖主來到行拯救敗壞仇敵一救贖主來到行拯救敗壞仇敵一救贖主來到行拯救敗壞仇敵一救贖主來到行拯救敗壞仇敵一救贖主來到行拯救敗壞仇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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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56:1 56:1 –– 88
�� 56:156:1––88
�� 蒙贖等待的子民群體，守公平行公義守安息日持守神約蒙贖等待的子民群體，守公平行公義守安息日持守神約

�� 11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和華如和華如和華如和華如此此此此說說說說、、、、你們當你們當你們當你們當守守守守公平公平公平公平、、、、行公義行公義行公義行公義和華如和華如和華如和華如此此此此說說說說、、、、你們當你們當你們當你們當守守守守公平公平公平公平、、、、行公義行公義行公義行公義．．．．．．．．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救救救救恩臨近恩臨近恩臨近恩臨近、、、、我的公義將要我的公義將要我的公義將要我的公義將要顯現顯現顯現顯現。」。」。」。」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救救救救恩臨近恩臨近恩臨近恩臨近、、、、我的公義將要我的公義將要我的公義將要我的公義將要顯現顯現顯現顯現。」。」。」。」

�� 66 「「「「「「「「還還還還有那有那有那有那些些些些與耶和華與耶和華與耶和華與耶和華聯合聯合聯合聯合的的的的外邦外邦外邦外邦人人人人、、、、要要要要事事事事還還還還有那有那有那有那些些些些與耶和華與耶和華與耶和華與耶和華聯合聯合聯合聯合的的的的外邦外邦外邦外邦人人人人、、、、要要要要事事事事奉奉奉奉奉奉奉奉�� 66 「「「「「「「「還還還還有那有那有那有那些些些些與耶和華與耶和華與耶和華與耶和華聯合聯合聯合聯合的的的的外邦外邦外邦外邦人人人人、、、、要要要要事事事事還還還還有那有那有那有那些些些些與耶和華與耶和華與耶和華與耶和華聯合聯合聯合聯合的的的的外邦外邦外邦外邦人人人人、、、、要要要要事事事事奉奉奉奉奉奉奉奉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要愛耶和華的名要愛耶和華的名要愛耶和華的名要愛耶和華的名、、、、要作他的僕人要作他的僕人要作他的僕人要作他的僕人、、、、就就就就、、、、要愛耶和華的名要愛耶和華的名要愛耶和華的名要愛耶和華的名、、、、要作他的僕人要作他的僕人要作他的僕人要作他的僕人、、、、就就就就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守守守守安息安息安息安息日日日日不不不不干犯干犯干犯干犯、、、、又持守又持守又持守又持守他他他他守守守守安息安息安息安息日日日日不不不不干犯干犯干犯干犯、、、、又持守又持守又持守又持守他他他他〔〔〔〔〔〔〔〔原文原文原文原文作我作我作我作我原文原文原文原文作我作我作我作我〕〕〕〕〕〕〕〕
約約約約約約約約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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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56:9 56:9 –– 57:2157:21
�� 56:956:9––57:2157:21
�� 首領貪婪義人受逼迫，惡人不得平安神卻與謙卑人同居首領貪婪義人受逼迫，惡人不得平安神卻與謙卑人同居

�� 56:11 56:11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些牧些牧些牧些牧人不人不人不人不能明白能明白能明白能明白、、、、各各各各人人人人偏偏偏偏行己路行己路行己路行己路、、、、各各各各些牧些牧些牧些牧人不人不人不人不能明白能明白能明白能明白、、、、各各各各人人人人偏偏偏偏行己路行己路行己路行己路、、、、各各各各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各各各各各各各各方方方方求自己的利求自己的利求自己的利求自己的利益益益益。」。」。」。」方方方方求自己的利求自己的利求自己的利求自己的利益益益益。」。」。」。」

�� 57:15 57:15 「「「「因為那至高至因為那至高至因為那至高至因為那至高至上上上上、、、、永遠長永遠長永遠長永遠長存存存存、、、、名為聖名為聖名為聖名為聖者者者者「「「「因為那至高至因為那至高至因為那至高至因為那至高至上上上上、、、、永遠長永遠長永遠長永遠長存存存存、、、、名為聖名為聖名為聖名為聖者者者者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57:15 57:15 「「「「因為那至高至因為那至高至因為那至高至因為那至高至上上上上、、、、永遠長永遠長永遠長永遠長存存存存、、、、名為聖名為聖名為聖名為聖者者者者「「「「因為那至高至因為那至高至因為那至高至因為那至高至上上上上、、、、永遠長永遠長永遠長永遠長存存存存、、、、名為聖名為聖名為聖名為聖者者者者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如如如如如如如如此此此此說說說說、、、、我我我我住住住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在至高至聖的所在在至高至聖的所在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也與心也與心也與心此此此此說說說說、、、、我我我我住住住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在至高至聖的所在在至高至聖的所在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也與心也與心也與心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痛痛痛痛痛痛痛痛悔謙卑悔謙卑悔謙卑悔謙卑的人同居的人同居的人同居的人同居、、、、要要要要使謙卑使謙卑使謙卑使謙卑人的靈人的靈人的靈人的靈甦醒甦醒甦醒甦醒悔謙卑悔謙卑悔謙卑悔謙卑的人同居的人同居的人同居的人同居、、、、要要要要使謙卑使謙卑使謙卑使謙卑人的靈人的靈人的靈人的靈甦醒甦醒甦醒甦醒、、、、、、、、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使痛悔使痛悔使痛悔使痛悔人的心人的心人的心人的心甦醒甦醒甦醒甦醒」」」」使痛悔使痛悔使痛悔使痛悔人的心人的心人的心人的心甦醒甦醒甦醒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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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58:1 58:1 –– 1414
�� 58:158:1––1414
�� 當守安息禁食的子民，離棄虛妄尊重神不尋私意憐憫人當守安息禁食的子民，離棄虛妄尊重神不尋私意憐憫人

�� 1313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若若若若在安息在安息在安息在安息日日日日掉掉掉掉轉轉轉轉若若若若在安息在安息在安息在安息日日日日掉掉掉掉轉轉轉轉〔〔〔〔〔〔〔〔或或或或作作作作謹慎謹慎謹慎謹慎或或或或作作作作謹慎謹慎謹慎謹慎〕〕〕〕〕〕〕〕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腳步腳步腳步腳步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腳步腳步腳步腳步、、、、、、、、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我聖我聖我聖我聖日日日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操操操操作為喜作為喜作為喜作為喜樂樂樂樂、、、、稱稱稱稱安息安息安息安息日日日日為可喜為可喜為可喜為可喜我聖我聖我聖我聖日日日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操操操操作為喜作為喜作為喜作為喜樂樂樂樂、、、、稱稱稱稱安息安息安息安息日日日日為可喜為可喜為可喜為可喜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稱稱稱稱耶和華的聖耶和華的聖耶和華的聖耶和華的聖日日日日為可為可為可為可尊重尊重尊重尊重的的的的．．．．而而而而且尊敬且尊敬且尊敬且尊敬、、、、稱稱稱稱耶和華的聖耶和華的聖耶和華的聖耶和華的聖日日日日為可為可為可為可尊重尊重尊重尊重的的的的．．．．而而而而且尊敬且尊敬且尊敬且尊敬這這這這這這這這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稱稱稱稱耶和華的聖耶和華的聖耶和華的聖耶和華的聖日日日日為可為可為可為可尊重尊重尊重尊重的的的的．．．．而而而而且尊敬且尊敬且尊敬且尊敬、、、、稱稱稱稱耶和華的聖耶和華的聖耶和華的聖耶和華的聖日日日日為可為可為可為可尊重尊重尊重尊重的的的的．．．．而而而而且尊敬且尊敬且尊敬且尊敬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不不不不辦辦辦辦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私事私事私事私事、、、、不不不不隨隨隨隨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私私私私意意意意、、、、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辦辦辦辦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私事私事私事私事、、、、不不不不隨隨隨隨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私私私私意意意意、、、、不不不不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己的己的己的己的私話私話私話私話、、、、你就以耶和華為你就以耶和華為你就以耶和華為你就以耶和華為樂樂樂樂己的己的己的己的私話私話私話私話、、、、你就以耶和華為你就以耶和華為你就以耶和華為你就以耶和華為樂樂樂樂．」．」．」．」．」．」．」．」

�� 1414 「「「「耶和華要耶和華要耶和華要耶和華要使使使使你你你你乘駕乘駕乘駕乘駕地的高地的高地的高地的高處處處處．．．．又又又又以你以你以你以你祖雅祖雅祖雅祖雅「「「「耶和華要耶和華要耶和華要耶和華要使使使使你你你你乘駕乘駕乘駕乘駕地的高地的高地的高地的高處處處處．．．．又又又又以你以你以你以你祖雅祖雅祖雅祖雅各各各各各各各各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產業產業產業產業養育養育養育養育你你你你．．．．這是耶和華這是耶和華這是耶和華這是耶和華親口親口親口親口說的說的說的說的」」」」產業產業產業產業養育養育養育養育你你你你．．．．這是耶和華這是耶和華這是耶和華這是耶和華親口親口親口親口說的說的說的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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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59:1 59:1 –– 2121
�� 59:159:1––2121
�� 罪孽之人行謊言強暴，有一救贖主來到行拯救敗壞仇敵罪孽之人行謊言強暴，有一救贖主來到行拯救敗壞仇敵

�� 22 「「「「「「「「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孽使孽使孽使孽使你們與你們與你們與你們與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孽使孽使孽使孽使你們與你們與你們與你們與 神神神神隔絕隔絕隔絕隔絕、、、、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神神神神隔絕隔絕隔絕隔絕、、、、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惡惡惡惡惡惡惡惡
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他他他他掩掩掩掩面不聽你們面不聽你們面不聽你們面不聽你們」」」」他他他他掩掩掩掩面不聽你們面不聽你們面不聽你們面不聽你們」」」」

�� 77 「「「「「「「「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腳奔跑腳奔跑腳奔跑腳奔跑行惡行惡行惡行惡、、、、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急速流急速流急速流急速流無無無無辜辜辜辜人人人人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腳奔跑腳奔跑腳奔跑腳奔跑行惡行惡行惡行惡、、、、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急速流急速流急速流急速流無無無無辜辜辜辜人人人人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77 「「「「「「「「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腳奔跑腳奔跑腳奔跑腳奔跑行惡行惡行惡行惡、、、、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急速流急速流急速流急速流無無無無辜辜辜辜人人人人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腳奔跑腳奔跑腳奔跑腳奔跑行惡行惡行惡行惡、、、、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急速流急速流急速流急速流無無無無辜辜辜辜人人人人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血血血血血血血血．．．．意念都是罪意念都是罪意念都是罪意念都是罪孽孽孽孽．．．．所所所所經經經經過的路都過的路都過的路都過的路都荒涼毀滅荒涼毀滅荒涼毀滅荒涼毀滅」」」」．．．．意念都是罪意念都是罪意念都是罪意念都是罪孽孽孽孽．．．．所所所所經經經經過的路都過的路都過的路都過的路都荒涼毀滅荒涼毀滅荒涼毀滅荒涼毀滅」」」」

�� 1818 「「「「「「「「他必他必他必他必按按按按人的行為施人的行為施人的行為施人的行為施報報報報、、、、惱怒惱怒惱怒惱怒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敵敵敵敵人人人人、、、、報報報報他必他必他必他必按按按按人的行為施人的行為施人的行為施人的行為施報報報報、、、、惱怒惱怒惱怒惱怒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敵敵敵敵人人人人、、、、報報報報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的的的的仇敵仇敵仇敵仇敵、、、、向向向向眾海島眾海島眾海島眾海島施行施行施行施行報報報報應應應應。」。」。」。」的的的的仇敵仇敵仇敵仇敵、、、、向向向向眾海島眾海島眾海島眾海島施行施行施行施行報報報報應應應應。」。」。」。」

�� 2020 「「「「必有一必有一必有一必有一位救位救位救位救贖贖贖贖主主主主、、、、來來來來到錫到錫到錫到錫安安安安雅各族雅各族雅各族雅各族中中中中轉轉轉轉離離離離「「「「必有一必有一必有一必有一位救位救位救位救贖贖贖贖主主主主、、、、來來來來到錫到錫到錫到錫安安安安雅各族雅各族雅各族雅各族中中中中轉轉轉轉離離離離
過過過過犯犯犯犯的人那裏的人那裏的人那裏的人那裏．．．．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過過過過犯犯犯犯的人那裏的人那裏的人那裏的人那裏．．．．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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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60 60 –– 6262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錫安的榮耀錫安的榮耀錫安的榮耀錫安的榮耀，，，，萬民嚮往救贖之城萬民嚮往救贖之城萬民嚮往救贖之城萬民嚮往救贖之城錫安的榮耀錫安的榮耀錫安的榮耀錫安的榮耀，，，，萬民嚮往救贖之城萬民嚮往救贖之城萬民嚮往救贖之城萬民嚮往救贖之城

1.1. 60:160:1––2222 榮耀的錫安萬民嚮往榮耀的錫安萬民嚮往榮耀的錫安萬民嚮往榮耀的錫安萬民嚮往榮耀的錫安萬民嚮往榮耀的錫安萬民嚮往榮耀的錫安萬民嚮往榮耀的錫安萬民嚮往，，，，，，，，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和華的城中上帝要作永遠的光和華的城中上帝要作永遠的光和華的城中上帝要作永遠的光和華的城中上帝要作永遠的光和華的城中上帝要作永遠的光和華的城中上帝要作永遠的光和華的城中上帝要作永遠的光和華的城中上帝要作永遠的光

2.2. 61:161:1––99 受膏者被差報告禧年受膏者被差報告禧年受膏者被差報告禧年受膏者被差報告禧年受膏者被差報告禧年受膏者被差報告禧年受膏者被差報告禧年受膏者被差報告禧年，，，，，，，，
悲悲悲悲悲悲悲悲哀憂傷的以色列成為神的祭司哀憂傷的以色列成為神的祭司哀憂傷的以色列成為神的祭司哀憂傷的以色列成為神的祭司哀憂傷的以色列成為神的祭司哀憂傷的以色列成為神的祭司哀憂傷的以色列成為神的祭司哀憂傷的以色列成為神的祭司

3.3. 61:1061:10––62:1262:12 受膏披喜樂衣公義袍受膏披喜樂衣公義袍受膏披喜樂衣公義袍受膏披喜樂衣公義袍受膏披喜樂衣公義袍受膏披喜樂衣公義袍受膏披喜樂衣公義袍受膏披喜樂衣公義袍，，，，，，，，
錫錫錫錫錫錫錫錫安作華冠冕旒百姓為聖民贖安作華冠冕旒百姓為聖民贖安作華冠冕旒百姓為聖民贖安作華冠冕旒百姓為聖民贖安作華冠冕旒百姓為聖民贖安作華冠冕旒百姓為聖民贖安作華冠冕旒百姓為聖民贖安作華冠冕旒百姓為聖民贖民民民民民民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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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60:1 60:1 –– 2222
�� 60:160:1––2222
�� 榮耀的錫安萬民嚮往，耶和華的城中上帝要作永遠的光榮耀的錫安萬民嚮往，耶和華的城中上帝要作永遠的光

�� 1414 「「「「素素素素來苦來苦來苦來苦待待待待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他的子他的子他的子他的子孫孫孫孫都必都必都必都必屈屈屈屈身來就你身來就你身來就你身來就你「「「「素素素素來苦來苦來苦來苦待待待待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他的子他的子他的子他的子孫孫孫孫都必都必都必都必屈屈屈屈身來就你身來就你身來就你身來就你．．．．．．．．
藐藐藐藐藐藐藐藐視視視視你的你的你的你的、、、、都要在你都要在你都要在你都要在你腳下跪拜腳下跪拜腳下跪拜腳下跪拜．．．．他們要他們要他們要他們要稱稱稱稱你你你你視視視視你的你的你的你的、、、、都要在你都要在你都要在你都要在你腳下跪拜腳下跪拜腳下跪拜腳下跪拜．．．．他們要他們要他們要他們要稱稱稱稱你你你你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和華的和華的和華的和華的城城城城、、、、為以色為以色為以色為以色列列列列聖聖聖聖者者者者的的的的錫錫錫錫安安安安」」」」和華的和華的和華的和華的城城城城、、、、為以色為以色為以色為以色列列列列聖聖聖聖者者者者的的的的錫錫錫錫安安安安」」」」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和華的和華的和華的和華的城城城城、、、、為以色為以色為以色為以色列列列列聖聖聖聖者者者者的的的的錫錫錫錫安安安安」」」」和華的和華的和華的和華的城城城城、、、、為以色為以色為以色為以色列列列列聖聖聖聖者者者者的的的的錫錫錫錫安安安安」」」」

�� 1919 「「「「日日日日頭不頭不頭不頭不再再再再作你作你作你作你白晝白晝白晝白晝的的的的光光光光、、、、月亮月亮月亮月亮也不也不也不也不再再再再發發發發「「「「日日日日頭不頭不頭不頭不再再再再作你作你作你作你白晝白晝白晝白晝的的的的光光光光、、、、月亮月亮月亮月亮也不也不也不也不再再再再發發發發光光光光光光光光
照照照照照照照照耀耀耀耀你你你你．．．．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光光光、、、、你你你你耀耀耀耀你你你你．．．．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光光光、、、、你你你你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為你的為你的為你的為你的榮耀榮耀榮耀榮耀為你的為你的為你的為你的榮耀榮耀榮耀榮耀」」」」」」」」

�� 啟示錄啟示錄21:2321:23「「那那那那城內又城內又城內又城內又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日月光日月光日月光日月光照照照照．．．．因有神的因有神的因有神的因有神的榮耀榮耀榮耀榮耀那那那那城內又城內又城內又城內又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日月光日月光日月光日月光照照照照．．．．因有神的因有神的因有神的因有神的榮耀榮耀榮耀榮耀
光光光光照照照照．．．．又又又又有有有有羔羊羔羊羔羊羔羊為為為為城城城城的的的的燈燈燈燈光光光光照照照照．．．．又又又又有有有有羔羊羔羊羔羊羔羊為為為為城城城城的的的的燈燈燈燈」」

�� 啟示錄啟示錄22:522:5「「再再再再再再再再有有有有黑夜黑夜黑夜黑夜．．．．他們也不用他們也不用他們也不用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燈光日光燈光日光燈光日光．．．．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主主主主有有有有黑夜黑夜黑夜黑夜．．．．他們也不用他們也不用他們也不用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燈光日光燈光日光燈光日光．．．．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主主主主
神要神要神要神要光光光光照他們照他們照他們照他們．．．．他們要作王他們要作王他們要作王他們要作王、、、、直到直到直到直到永永遠永永遠永永遠永永遠神要神要神要神要光光光光照他們照他們照他們照他們．．．．他們要作王他們要作王他們要作王他們要作王、、、、直到直到直到直到永永遠永永遠永永遠永永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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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61:1 61:1 –– 99
�� 61:161:1––99
�� 受膏者被差報告禧年，悲哀憂傷的以色列成為神的祭司受膏者被差報告禧年，悲哀憂傷的以色列成為神的祭司

�� 11--22 「「「「「「「「主主主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耶和華的靈在我身耶和華的靈在我身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上上上．．．．因為耶和華用因為耶和華用因為耶和華用因為耶和華用主主主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耶和華的靈在我身耶和華的靈在我身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上上上．．．．因為耶和華用因為耶和華用因為耶和華用因為耶和華用膏膏膏膏膏膏膏膏
膏膏膏膏膏膏膏膏我我我我、、、、叫叫叫叫我我我我傳傳傳傳好好好好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我我我我、、、、叫叫叫叫我我我我傳傳傳傳好好好好信信信信息息息息給謙給謙給謙給謙給謙給謙給謙給謙卑卑卑卑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差遣差遣差遣差遣我我我我卑卑卑卑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差遣差遣差遣差遣我我我我醫醫醫醫醫醫醫醫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報報報報告被告被告被告被擄擄擄擄的得的得的得的得釋釋釋釋放放放放、、、、被被被被囚囚囚囚的的的的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報報報報告被告被告被告被擄擄擄擄的得的得的得的得釋釋釋釋放放放放、、、、被被被被囚囚囚囚的的的的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報報報報告被告被告被告被擄擄擄擄的得的得的得的得釋釋釋釋放放放放、、、、被被被被囚囚囚囚的的的的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報報報報告被告被告被告被擄擄擄擄的得的得的得的得釋釋釋釋放放放放、、、、被被被被囚囚囚囚的的的的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牢牢牢牢．．．．報報報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告耶和華的恩年告耶和華的恩年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和我們神和我們神和我們神報仇報仇報仇報仇牢牢牢牢．．．．報報報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告耶和華的恩年告耶和華的恩年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和我們神和我們神和我們神報仇報仇報仇報仇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子子子子、、、、安慰一切安慰一切安慰一切安慰一切悲哀悲哀悲哀悲哀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子子子子、、、、安慰一切安慰一切安慰一切安慰一切悲哀悲哀悲哀悲哀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 66 「「「「「「「「你們你們你們你們倒倒倒倒要要要要稱稱稱稱為耶和華的為耶和華的為耶和華的為耶和華的祭祭祭祭司司司司．．．．人必人必人必人必稱稱稱稱你你你你你們你們你們你們倒倒倒倒要要要要稱稱稱稱為耶和華的為耶和華的為耶和華的為耶和華的祭祭祭祭司司司司．．．．人必人必人必人必稱稱稱稱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們們們們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神的僕神的僕神的僕神的僕役役役役神的僕神的僕神的僕神的僕役役役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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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61:10 61:10 –– 62:1262:12
�� 61:1061:10––62:1262:12
�� 受膏披喜樂衣公義袍，錫安作華冠冕旒百姓為聖民贖民受膏披喜樂衣公義袍，錫安作華冠冕旒百姓為聖民贖民

�� 61:1061:10 「「「「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心靠我的心靠我的心靠我的心靠「「「「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心靠我的心靠我的心靠我的心靠 神神神神快樂快樂快樂快樂神神神神快樂快樂快樂快樂．．．．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以以以以拯救拯救拯救拯救為為為為衣給衣給衣給衣給我我我我穿上穿上穿上穿上、、、、以公義為以公義為以公義為以公義為袍給袍給袍給袍給我我我我披上披上披上披上」」」」以以以以拯救拯救拯救拯救為為為為衣給衣給衣給衣給我我我我穿上穿上穿上穿上、、、、以公義為以公義為以公義為以公義為袍給袍給袍給袍給我我我我披上披上披上披上」」」」

�� 62:1162:11 「「「「看看看看哪哪哪哪、、、、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曾宣曾宣曾宣曾宣告告告告到到到到地地地地極極極極、、、、對錫對錫對錫對錫安的居民安的居民安的居民安的居民「「「「看看看看哪哪哪哪、、、、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曾宣曾宣曾宣曾宣告告告告到到到到地地地地極極極極、、、、對錫對錫對錫對錫安的居民安的居民安的居民安的居民�� 62:1162:11 「「「「看看看看哪哪哪哪、、、、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曾宣曾宣曾宣曾宣告告告告到到到到地地地地極極極極、、、、對錫對錫對錫對錫安的居民安的居民安的居民安的居民「「「「看看看看哪哪哪哪、、、、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曾宣曾宣曾宣曾宣告告告告到到到到地地地地極極極極、、、、對錫對錫對錫對錫安的居民安的居民安的居民安的居民
說說說說、、、、你的你的你的你的拯救者拯救者拯救者拯救者來來來來到到到到．．．．他的他的他的他的賞賜賞賜賞賜賞賜在他那裏在他那裏在他那裏在他那裏、、、、他他他他說說說說、、、、你的你的你的你的拯救者拯救者拯救者拯救者來來來來到到到到．．．．他的他的他的他的賞賜賞賜賞賜賞賜在他那裏在他那裏在他那裏在他那裏、、、、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報報報報應在他面前應在他面前應在他面前應在他面前。」。」。」。」的的的的報報報報應在他面前應在他面前應在他面前應在他面前。」。」。」。」

�� 62:1262:12 「「「「人必人必人必人必稱稱稱稱他們為聖民他們為聖民他們為聖民他們為聖民、、、、為耶和華的贖民為耶和華的贖民為耶和華的贖民為耶和華的贖民．．．．你你你你「「「「人必人必人必人必稱稱稱稱他們為聖民他們為聖民他們為聖民他們為聖民、、、、為耶和華的贖民為耶和華的贖民為耶和華的贖民為耶和華的贖民．．．．你你你你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必必必必必必必必稱稱稱稱為被為被為被為被眷顧眷顧眷顧眷顧不不不不撇撇撇撇棄的棄的棄的棄的城城城城稱稱稱稱為被為被為被為被眷顧眷顧眷顧眷顧不不不不撇撇撇撇棄的棄的棄的棄的城城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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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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54章經文接續章經文接續章經文接續章經文接續章經文接續章經文接續章經文接續章經文接續5353章的僕人之歌章的僕人之歌章的僕人之歌章的僕人之歌，，，，說出上帝的百說出上帝的百說出上帝的百說出上帝的百章的僕人之歌章的僕人之歌章的僕人之歌章的僕人之歌，，，，說出上帝的百說出上帝的百說出上帝的百說出上帝的百
姓姓姓姓（（（（錫安錫安錫安錫安））））將得的祂赦免與復興將得的祂赦免與復興將得的祂赦免與復興將得的祂赦免與復興，，，，先前蒙羞憂先前蒙羞憂先前蒙羞憂先前蒙羞憂姓姓姓姓（（（（錫安錫安錫安錫安））））將得的祂赦免與復興將得的祂赦免與復興將得的祂赦免與復興將得的祂赦免與復興，，，，先前蒙羞憂先前蒙羞憂先前蒙羞憂先前蒙羞憂
傷不再傷不再傷不再傷不再、、、、將來必蒙上帝建造成為公義的城邑將來必蒙上帝建造成為公義的城邑將來必蒙上帝建造成為公義的城邑將來必蒙上帝建造成為公義的城邑。。。。傷不再傷不再傷不再傷不再、、、、將來必蒙上帝建造成為公義的城邑將來必蒙上帝建造成為公義的城邑將來必蒙上帝建造成為公義的城邑將來必蒙上帝建造成為公義的城邑。。。。

�� 5555章對萬民發出白白地邀請章對萬民發出白白地邀請章對萬民發出白白地邀請章對萬民發出白白地邀請，，，，呼籲離惡除罪歸呼籲離惡除罪歸呼籲離惡除罪歸呼籲離惡除罪歸章對萬民發出白白地邀請章對萬民發出白白地邀請章對萬民發出白白地邀請章對萬民發出白白地邀請，，，，呼籲離惡除罪歸呼籲離惡除罪歸呼籲離惡除罪歸呼籲離惡除罪歸
向神向神向神向神，，，，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向神向神向神向神，，，，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向神向神向神向神，，，，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向神向神向神向神，，，，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得以與上帝立永約得以與上帝立永約。。。。

�� 5656章開章開章開章開章開章開章開章開始始始始以以以以始始始始以以以以賽亞書中的一賽亞書中的一賽亞書中的一賽亞書中的一個新部個新部個新部個新部分分分分，，，，論到彌賽論到彌賽論到彌賽論到彌賽賽亞書中的一賽亞書中的一賽亞書中的一賽亞書中的一個新部個新部個新部個新部分分分分，，，，論到彌賽論到彌賽論到彌賽論到彌賽
亞的國度亞的國度亞的國度亞的國度亞的國度亞的國度亞的國度亞的國度，，，，被被被被，，，，被被被被改改改改變變變變得榮耀的錫安得榮耀的錫安得榮耀的錫安得榮耀的錫安，，，，被拯救的被拯救的被拯救的被拯救的新新新新改改改改變變變變得榮耀的錫安得榮耀的錫安得榮耀的錫安得榮耀的錫安，，，，被拯救的被拯救的被拯救的被拯救的新新新新
子民子民子民子民，，，，上帝發出的上帝發出的上帝發出的上帝發出的新秩序新秩序新秩序新秩序，，，，並重造的並重造的並重造的並重造的新新新新的世的世的世的世子民子民子民子民，，，，上帝發出的上帝發出的上帝發出的上帝發出的新秩序新秩序新秩序新秩序，，，，並重造的並重造的並重造的並重造的新新新新的世的世的世的世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 5656--5959章上帝章上帝章上帝章上帝幾幾幾幾次對惡人的罪行發出次對惡人的罪行發出次對惡人的罪行發出次對惡人的罪行發出責備責備責備責備，，，，如如如如：：：：章上帝章上帝章上帝章上帝幾幾幾幾次對惡人的罪行發出次對惡人的罪行發出次對惡人的罪行發出次對惡人的罪行發出責備責備責備責備，，，，如如如如：：：：
自自自自私貪婪謊言強暴私貪婪謊言強暴私貪婪謊言強暴私貪婪謊言強暴，，，，又又又又對義人重對義人重對義人重對義人重申申申申祂的心意祂的心意祂的心意祂的心意誡誡誡誡自自自自私貪婪謊言強暴私貪婪謊言強暴私貪婪謊言強暴私貪婪謊言強暴，，，，又又又又對義人重對義人重對義人重對義人重申申申申祂的心意祂的心意祂的心意祂的心意誡誡誡誡
命命命命宣宣宣宣告應告應告應告應許許許許。。。。並並並並預預預預言有一言有一言有一言有一位位位位救贖主救贖主救贖主救贖主、、、、來到錫安來到錫安來到錫安來到錫安命命命命宣宣宣宣告應告應告應告應許許許許。。。。並並並並預預預預言有一言有一言有一言有一位位位位救贖主救贖主救贖主救贖主、、、、來到錫安來到錫安來到錫安來到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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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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60--6262章的經文章的經文章的經文章的經文，，，，上帝說出祂對錫安的上帝說出祂對錫安的上帝說出祂對錫安的上帝說出祂對錫安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超超超超章的經文章的經文章的經文章的經文，，，，上帝說出祂對錫安的上帝說出祂對錫安的上帝說出祂對錫安的上帝說出祂對錫安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超超超超
越越越越越越越越5454章使錫安復興的應章使錫安復興的應章使錫安復興的應章使錫安復興的應許許許許，，，，對對對對她她她她日日日日後後後後的榮耀的榮耀的榮耀的榮耀（（（（章使錫安復興的應章使錫安復興的應章使錫安復興的應章使錫安復興的應許許許許，，，，對對對對她她她她日日日日後後後後的榮耀的榮耀的榮耀的榮耀（（（（
作華冠與冕旒作華冠與冕旒作華冠與冕旒作華冠與冕旒））））和上帝子民的使命和上帝子民的使命和上帝子民的使命和上帝子民的使命（（（（耶和華的耶和華的耶和華的耶和華的作華冠與冕旒作華冠與冕旒作華冠與冕旒作華冠與冕旒））））和上帝子民的使命和上帝子民的使命和上帝子民的使命和上帝子民的使命（（（（耶和華的耶和華的耶和華的耶和華的
祭司祭司祭司祭司））））有有有有更多更詳細更多更詳細更多更詳細更多更詳細的的的的宣宣宣宣告告告告，，，，其其其其中的中的中的中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與與與與啟啟啟啟祭司祭司祭司祭司））））有有有有更多更詳細更多更詳細更多更詳細更多更詳細的的的的宣宣宣宣告告告告，，，，其其其其中的中的中的中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與與與與啟啟啟啟
示錄示錄示錄示錄的的的的新新新新耶耶耶耶路撒冷相似路撒冷相似路撒冷相似路撒冷相似。。。。示錄示錄示錄示錄的的的的新新新新耶耶耶耶路撒冷相似路撒冷相似路撒冷相似路撒冷相似。。。。示錄示錄示錄示錄的的的的新新新新耶耶耶耶路撒冷相似路撒冷相似路撒冷相似路撒冷相似。。。。示錄示錄示錄示錄的的的的新新新新耶耶耶耶路撒冷相似路撒冷相似路撒冷相似路撒冷相似。。。。

�� 這段經文中這段經文中這段經文中這段經文中讓讓讓讓我們對彌賽亞的身份與我們對彌賽亞的身份與我們對彌賽亞的身份與我們對彌賽亞的身份與名稱又名稱又名稱又名稱又有有有有這段經文中這段經文中這段經文中這段經文中讓讓讓讓我們對彌賽亞的身份與我們對彌賽亞的身份與我們對彌賽亞的身份與我們對彌賽亞的身份與名稱又名稱又名稱又名稱又有有有有
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認的認的認的認知知知知，，，，這這這這位位位位上帝的僕人在上帝的僕人在上帝的僕人在上帝的僕人在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認的認的認的認知知知知，，，，這這這這位位位位上帝的僕人在上帝的僕人在上帝的僕人在上帝的僕人在55:455:4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萬民的萬民的萬民的萬民的萬民的萬民的萬民的萬民的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見證見證見證見證、、、、也也也也是是是是、、、、也也也也是是是是萬民的君王和司萬民的君王和司萬民的君王和司萬民的君王和司令令令令萬民的君王和司萬民的君王和司萬民的君王和司萬民的君王和司令令令令，，，，在在在在，，，，在在在在59:2059:20是來到是來到是來到是來到是來到是來到是來到是來到
錫安錫安錫安錫安雅各雅各雅各雅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錫安錫安錫安錫安雅各雅各雅各雅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救贖主救贖主救贖主救贖主救贖主救贖主救贖主救贖主。。。。尤其讓尤其讓尤其讓尤其讓人人人人注注注注意到是意到是意到是意到是。。。。尤其讓尤其讓尤其讓尤其讓人人人人注注注注意到是意到是意到是意到是61:161:1--22
節節節節的經文的經文的經文的經文，，，，因因因因為耶為耶為耶為耶穌穌穌穌基督基督基督基督自己引用自己引用自己引用自己引用這這這這節節節節來來來來介紹介紹介紹介紹節節節節的經文的經文的經文的經文，，，，因因因因為耶為耶為耶為耶穌穌穌穌基督基督基督基督自己引用自己引用自己引用自己引用這這這這節節節節來來來來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是彌賽亞是彌賽亞是彌賽亞是彌賽亞－－－－上帝的僕人上帝的僕人上帝的僕人上帝的僕人。。。。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是彌賽亞是彌賽亞是彌賽亞是彌賽亞－－－－上帝的僕人上帝的僕人上帝的僕人上帝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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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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
中喜樂中喜樂中喜樂中喜樂．．．．他們的燔祭他們的燔祭他們的燔祭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和平安祭和平安祭和平安祭、、、、在我壇上必在我壇上必在我壇上必在我壇上必
蒙悅納蒙悅納蒙悅納蒙悅納．．．．因因因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馬太福音21:13；
馬可福音11:17

59:7-8 他們的腳奔跑行惡他們的腳奔跑行惡他們的腳奔跑行惡他們的腳奔跑行惡、、、、他們急速流無辜人的血他們急速流無辜人的血他們急速流無辜人的血他們急速流無辜人的血．．．．
意念都是罪孽意念都是罪孽意念都是罪孽意念都是罪孽．．．．所經過的路都荒涼毀滅所經過的路都荒涼毀滅所經過的路都荒涼毀滅所經過的路都荒涼毀滅。。。。
平安的路平安的路平安的路平安的路、、、、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

羅馬書3:15-17

平安的路平安的路平安的路平安的路、、、、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

59:17 他以公義為鎧甲他以公義為鎧甲他以公義為鎧甲他以公義為鎧甲、〔、〔、〔、〔或作護心鏡或作護心鏡或作護心鏡或作護心鏡〕〕〕〕以拯救為頭以拯救為頭以拯救為頭以拯救為頭
盔盔盔盔、、、、以報仇為衣服以報仇為衣服以報仇為衣服以報仇為衣服、、、、以熱心為外袍以熱心為外袍以熱心為外袍以熱心為外袍。。。。

以弗所書6:13-17

59:20 必有一位救贖主必有一位救贖主必有一位救贖主必有一位救贖主、、、、來到錫安雅各族中轉離過犯來到錫安雅各族中轉離過犯來到錫安雅各族中轉離過犯來到錫安雅各族中轉離過犯
的人那裏的人那裏的人那裏的人那裏．．．．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

羅馬書11:26

60:19 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月亮也不再發光照耀月亮也不再發光照耀月亮也不再發光照耀月亮也不再發光照耀
你你你你．．．．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你你你你 神要為你神要為你神要為你神要為你
的榮耀的榮耀的榮耀的榮耀．．．．

啟示錄21:23,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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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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0 必必必必有一位救贖主有一位救贖主有一位救贖主有一位救贖主、、、、來到錫安雅各族來到錫安雅各族來到錫安雅各族來到錫安雅各族中中中中

轉轉轉轉離過犯的人那裏離過犯的人那裏離過犯的人那裏離過犯的人那裏．．．．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

�� 以賽亞書中耶和華以賽亞書中耶和華以賽亞書中耶和華以賽亞書中耶和華多多多多處處處處稱自己稱自己稱自己稱自己是救贖主是救贖主是救贖主是救贖主以賽亞書中耶和華以賽亞書中耶和華以賽亞書中耶和華以賽亞書中耶和華多多多多處處處處稱自己稱自己稱自己稱自己是救贖主是救贖主是救贖主是救贖主(43:1, (43:1, 
14; 44:6; 47:4; 48:17; 49:714; 44:6; 47:4; 48:17; 49:7))
�� 但但但但但但但但這這這這裡裡裡裡說到的救贖主說到的救贖主說到的救贖主說到的救贖主會會會會來到錫安來到錫安來到錫安來到錫安，，，，有別與耶和有別與耶和有別與耶和有別與耶和這這這這裡裡裡裡說到的救贖主說到的救贖主說到的救贖主說到的救贖主會會會會來到錫安來到錫安來到錫安來到錫安，，，，有別與耶和有別與耶和有別與耶和有別與耶和�� 但但但但但但但但這這這這裡裡裡裡說到的救贖主說到的救贖主說到的救贖主說到的救贖主會會會會來到錫安來到錫安來到錫安來到錫安，，，，有別與耶和有別與耶和有別與耶和有別與耶和這這這這裡裡裡裡說到的救贖主說到的救贖主說到的救贖主說到的救贖主會會會會來到錫安來到錫安來到錫安來到錫安，，，，有別與耶和有別與耶和有別與耶和有別與耶和
華華華華，，，，故此故此故此故此是彌賽亞救主是彌賽亞救主是彌賽亞救主是彌賽亞救主。。。。華華華華，，，，故此故此故此故此是彌賽亞救主是彌賽亞救主是彌賽亞救主是彌賽亞救主。。。。

�� 保羅保羅保羅保羅在在在在羅馬羅馬羅馬羅馬書書書書保羅保羅保羅保羅在在在在羅馬羅馬羅馬羅馬書書書書11:2611:26，，，，說到這說到這說到這說到這位就位就位就位就是耶是耶是耶是耶穌穌穌穌，，，，將來將來將來將來，，，，說到這說到這說到這說到這位就位就位就位就是耶是耶是耶是耶穌穌穌穌，，，，將來將來將來將來
使以色列使以色列使以色列使以色列全全全全家都要得救家都要得救家都要得救家都要得救。。。。使以色列使以色列使以色列使以色列全全全全家都要得救家都要得救家都要得救家都要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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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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因為耶和因為耶和因為耶和華華華華

用用用用膏膏我膏膏我膏膏我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人人人、、、、差差差差遣遣遣遣
我我我我醫好傷心的人醫好傷心的人醫好傷心的人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報告被擄報告被擄報告被擄的得的得的得的得釋放釋放釋放釋放、、、、被被被被囚囚囚囚
的的的的出監牢出監牢出監牢出監牢．．．．報告耶和報告耶和報告耶和報告耶和華的華的華的華的恩年恩年恩年恩年、、、、和我們神和我們神和我們神和我們神報報報報
仇仇仇仇的日子的日子的日子的日子、、、、安安安安慰一慰一慰一慰一切悲哀的人切悲哀的人切悲哀的人切悲哀的人仇仇仇仇的日子的日子的日子的日子、、、、安安安安慰一慰一慰一慰一切悲哀的人切悲哀的人切悲哀的人切悲哀的人

� 路4:17-21 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把先知把先知把先知把先知以以以以賽亞賽亞賽亞賽亞的的的的書交給書交給書交給書交給他他他他、、、、他就他就他就他就打打打打開開開開、、、、
找找找找到到到到一一一一處寫處寫處寫處寫著說著說著說著說、、、、『『『『主主主主的靈在我身的靈在我身的靈在我身的靈在我身上上上上、、、、因為他用因為他用因為他用因為他用膏膏膏膏
膏膏膏膏我我我我、、、、叫叫叫叫我我我我傳福音給貧窮傳福音給貧窮傳福音給貧窮傳福音給貧窮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差遣差遣差遣差遣我我我我報報報報告被告被告被告被擄擄擄擄的的的的
得得得得釋釋釋釋放放放放、、、、瞎眼瞎眼瞎眼瞎眼的得的得的得的得看看看看見見見見、、、、叫叫叫叫那受壓那受壓那受壓那受壓制制制制的得自的得自的得自的得自由由由由、、、、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神神神神悅納悅納悅納悅納人的人的人的人的禧禧禧禧年年年年。。。。』』』』 於於於於是是是是把書捲把書捲把書捲把書捲起來起來起來起來、、、、交交交交還還還還
執執執執事事事事、、、、就就就就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會堂會堂會堂會堂裏的人都定裏的人都定裏的人都定裏的人都定睛看睛看睛看睛看他他他他。。。。耶耶耶耶穌對穌對穌對穌對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說說說說、、、、今今今今天這天這天這天這經經經經應應應應驗驗驗驗在你們耳中了在你們耳中了在你們耳中了在你們耳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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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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耶耶耶穌穌穌穌基督基督基督基督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在在在在拿撒勒會堂念拿撒勒會堂念拿撒勒會堂念拿撒勒會堂念出這段經文出這段經文出這段經文出這段經文，，，，宣宣宣宣耶耶耶耶穌穌穌穌基督基督基督基督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在在在在拿撒勒會堂念拿撒勒會堂念拿撒勒會堂念拿撒勒會堂念出這段經文出這段經文出這段經文出這段經文，，，，宣宣宣宣
告他彌賽亞的使命告他彌賽亞的使命告他彌賽亞的使命告他彌賽亞的使命、、、、身份與工作身份與工作身份與工作身份與工作告他彌賽亞的使命告他彌賽亞的使命告他彌賽亞的使命告他彌賽亞的使命、、、、身份與工作身份與工作身份與工作身份與工作

�� 他他他他宣布宣布宣布宣布他是上帝的他是上帝的他是上帝的他是上帝的靈所靈所靈所靈所膏立的膏立的膏立的膏立的，，，，來來來來傳道傳道傳道傳道、、、、醫治醫治醫治醫治他他他他宣布宣布宣布宣布他是上帝的他是上帝的他是上帝的他是上帝的靈所靈所靈所靈所膏立的膏立的膏立的膏立的，，，，來來來來傳道傳道傳道傳道、、、、醫治醫治醫治醫治
、、、、釋放釋放釋放釋放、、、、拯救拯救拯救拯救，，，，報告上帝的恩年報告上帝的恩年報告上帝的恩年報告上帝的恩年（（（（禧年禧年禧年禧年））））的來的來的來的來、、、、釋放釋放釋放釋放、、、、拯救拯救拯救拯救，，，，報告上帝的恩年報告上帝的恩年報告上帝的恩年報告上帝的恩年（（（（禧年禧年禧年禧年））））的來的來的來的來
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

�� 更值更值更值更值得得得得注注注注意的是耶意的是耶意的是耶意的是耶穌沒穌沒穌沒穌沒有有有有念念念念的的的的部部部部分分分分，，，，「「「「更值更值更值更值得得得得注注注注意的是耶意的是耶意的是耶意的是耶穌沒穌沒穌沒穌沒有有有有念念念念的的的的部部部部分分分分，，，，「「「「和我們和我們和我們和我們和我們和我們和我們和我們
神報仇的日子神報仇的日子神報仇的日子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神報仇的日子神報仇的日子神報仇的日子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 他他他他所念所念所念所念到的到的到的到的部部部部分在主耶分在主耶分在主耶分在主耶穌穌穌穌第一次降世第一次降世第一次降世第一次降世時已時已時已時已經經經經完完完完他他他他所念所念所念所念到的到的到的到的部部部部分在主耶分在主耶分在主耶分在主耶穌穌穌穌第一次降世第一次降世第一次降世第一次降世時已時已時已時已經經經經完完完完
成成成成，，，，而沒而沒而沒而沒有有有有念念念念到的到的到的到的部部部部分分分分，，，，將要等到他再來的將要等到他再來的將要等到他再來的將要等到他再來的時時時時成成成成，，，，而沒而沒而沒而沒有有有有念念念念到的到的到的到的部部部部分分分分，，，，將要等到他再來的將要等到他再來的將要等到他再來的將要等到他再來的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以君王以君王以君王以君王掌權掌權掌權掌權者的身份為上帝復仇者的身份為上帝復仇者的身份為上帝復仇者的身份為上帝復仇，，，，也也也也要使他要使他要使他要使他候候候候以君王以君王以君王以君王掌權掌權掌權掌權者的身份為上帝復仇者的身份為上帝復仇者的身份為上帝復仇者的身份為上帝復仇，，，，也也也也要使他要使他要使他要使他
的贖民得公平公義安的贖民得公平公義安的贖民得公平公義安的贖民得公平公義安慰慰慰慰安息安息安息安息。。。。的贖民得公平公義安的贖民得公平公義安的贖民得公平公義安的贖民得公平公義安慰慰慰慰安息安息安息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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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

�� 比較賽比較賽比較賽比較賽比較賽比較賽比較賽比較賽60:160:1––22與與與與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與與與與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4:164:16--1919，，，，耶耶耶耶穌穌穌穌是是是是否否否否認認認認，，，，耶耶耶耶穌穌穌穌是是是是否否否否認認認認

為這段以賽亞書的經文是為他為這段以賽亞書的經文是為他為這段以賽亞書的經文是為他為這段以賽亞書的經文是為他所寫下所寫下所寫下所寫下的的的的預預預預言言言言？？？？為這段以賽亞書的經文是為他為這段以賽亞書的經文是為他為這段以賽亞書的經文是為他為這段以賽亞書的經文是為他所寫下所寫下所寫下所寫下的的的的預預預預言言言言？？？？

列出列出列出列出三項三項三項三項應驗在他身上的應驗在他身上的應驗在他身上的應驗在他身上的描述描述描述描述。（。（。（。（不必不必不必不必繳繳繳繳））））列出列出列出列出三項三項三項三項應驗在他身上的應驗在他身上的應驗在他身上的應驗在他身上的描述描述描述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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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稱謂稱謂稱謂稱謂：：：：寫寫寫寫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出以賽亞書中彌賽亞的稱謂稱謂稱謂稱謂

或名字或名字或名字或名字，，，，包含包含包含包含經文經文經文經文（（（（或名字或名字或名字或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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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以以以馬內利馬內利馬內利馬內利以以以以馬內利馬內利馬內利馬內利 (7:1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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