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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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3--6666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千禧年的君王千禧年的君王千禧年的君王千禧年的君王千禧年的君王千禧年的君王千禧年的君王千禧年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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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3－－－－－－－－6666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1.1. 6363--6666章以上帝的新天新地結束以賽亞書章以上帝的新天新地結束以賽亞書章以上帝的新天新地結束以賽亞書章以上帝的新天新地結束以賽亞書章以上帝的新天新地結束以賽亞書章以上帝的新天新地結束以賽亞書章以上帝的新天新地結束以賽亞書章以上帝的新天新地結束以賽亞書。。。。。。。。

2.2.這段的這段的這段的這段的這段的這段的這段的這段的主題一是禱告的百姓主題一是禱告的百姓主題一是禱告的百姓主題一是禱告的百姓（（（（主題一是禱告的百姓主題一是禱告的百姓主題一是禱告的百姓主題一是禱告的百姓（（（（6363--6464章章章章））））另一是另一是另一是另一是章章章章））））另一是另一是另一是另一是
回應的上帝回應的上帝回應的上帝回應的上帝（（（（回應的上帝回應的上帝回應的上帝回應的上帝（（（（6565--6666章章章章），），），），百姓渴望得救蒙恩百姓渴望得救蒙恩百姓渴望得救蒙恩百姓渴望得救蒙恩，，，，章章章章），），），），百姓渴望得救蒙恩百姓渴望得救蒙恩百姓渴望得救蒙恩百姓渴望得救蒙恩，，，，
而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祂新天新地的應許而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祂新天新地的應許而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祂新天新地的應許而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祂新天新地的應許而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祂新天新地的應許而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祂新天新地的應許而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祂新天新地的應許而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祂新天新地的應許。。。。。。。。

3.3. 63:163:1--66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人的報應人的報應人的報應人的報應人的報應人的報應人的報應人的報應3.3. 63:163:1--66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帶出上帝報仇與對悖逆犯罪的人的報應人的報應人的報應人的報應人的報應人的報應人的報應人的報應

4.4.這這這這這這這這段經文也讓我們看到彌賽亞成為我們的救贖段經文也讓我們看到彌賽亞成為我們的救贖段經文也讓我們看到彌賽亞成為我們的救贖段經文也讓我們看到彌賽亞成為我們的救贖段經文也讓我們看到彌賽亞成為我們的救贖段經文也讓我們看到彌賽亞成為我們的救贖段經文也讓我們看到彌賽亞成為我們的救贖段經文也讓我們看到彌賽亞成為我們的救贖
主的身主的身主的身主的身主的身主的身主的身主的身份份份份份份份份，，，，，，，，實實實實實實實實行為我們報仇的救贖之功行為我們報仇的救贖之功行為我們報仇的救贖之功行為我們報仇的救贖之功行為我們報仇的救贖之功行為我們報仇的救贖之功行為我們報仇的救贖之功行為我們報仇的救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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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白上明白上明白上明白上明白上明白上明白上明白上帝施行報仇報應帝施行報仇報應帝施行報仇報應帝施行報仇報應，，，，並再造新天新地並再造新天新地並再造新天新地並再造新天新地帝施行報仇報應帝施行報仇報應帝施行報仇報應帝施行報仇報應，，，，並再造新天新地並再造新天新地並再造新天新地並再造新天新地

�� 認識彌賽亞是救贖認識彌賽亞是救贖認識彌賽亞是救贖認識彌賽亞是救贖認識彌賽亞是救贖認識彌賽亞是救贖認識彌賽亞是救贖認識彌賽亞是救贖主行主行主行主行主行主行主行主行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報仇的工作帝報仇的工作帝報仇的工作帝報仇的工作帝報仇的工作帝報仇的工作帝報仇的工作帝報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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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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3 -- 6666章章章章章章章章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
6363––6464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守守守守守守守守望的祈求望的祈求望的祈求望的祈求，，，，報仇與救贖報仇與救贖報仇與救贖報仇與救贖、、、、紀念與禱告紀念與禱告紀念與禱告紀念與禱告望的祈求望的祈求望的祈求望的祈求，，，，報仇與救贖報仇與救贖報仇與救贖報仇與救贖、、、、紀念與禱告紀念與禱告紀念與禱告紀念與禱告

63:163:1––66 忿怒的受膏者，報仇、救贖、拯忿怒的受膏者，報仇、救贖、拯救救

64:764:7––1414 紀念的守望者，提起、紀念、述紀念的守望者，提起、紀念、述說說

63:1563:15––64:1264:12 禱告的守望者，求問、認罪、祈求禱告的守望者，求問、認罪、祈求

6565––6666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的回應帝的回應帝的回應帝的回應，，，，報應與應許報應與應許報應與應許報應與應許、、、、創造與更新創造與更新創造與更新創造與更新帝的回應帝的回應帝的回應帝的回應，，，，報應與應許報應與應許報應與應許報應與應許、、、、創造與更新創造與更新創造與更新創造與更新6565––6666
65:165:1––77 忿怒的耶和華，呼召、報應、定罪忿怒的耶和華，呼召、報應、定罪

65:865:8––1616 公義的耶和華，揀選、賞善、罰惡公義的耶和華，揀選、賞善、罰惡

65:1765:17––2525 創造的耶和華，新天、新地、欣創造的耶和華，新天、新地、欣喜喜

66:166:1––66 報應的耶和華，呼喚、責備、降報應的耶和華，呼喚、責備、降禍禍

66:766:7––1414 蒙立定的錫安，平安、榮耀、豐蒙立定的錫安，平安、榮耀、豐富富

66:1566:15––1818上上 火與刀的審判，報應、責罰、滅火與刀的審判，報應、責罰、滅絕絕

66:1866:18下下––2424 顯榮耀的聖殿，奉獻、守節、崇拜顯榮耀的聖殿，奉獻、守節、崇拜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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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63:1 –– 66
�� 63:163:1––66 忿怒的受膏者忿怒的受膏者忿怒的受膏者忿怒的受膏者，，，，報仇報仇報仇報仇、、、、救贖救贖救贖救贖、、、、拯救拯救拯救拯救忿怒的受膏者忿怒的受膏者忿怒的受膏者忿怒的受膏者，，，，報仇報仇報仇報仇、、、、救贖救贖救贖救贖、、、、拯救拯救拯救拯救

�� 報報報報報報報報仇而來的拯救者仇而來的拯救者仇而來的拯救者仇而來的拯救者，，，，獨自踹酒踐踏敵人獨自踹酒踐踏敵人獨自踹酒踐踏敵人獨自踹酒踐踏敵人仇而來的拯救者仇而來的拯救者仇而來的拯救者仇而來的拯救者，，，，獨自踹酒踐踏敵人獨自踹酒踐踏敵人獨自踹酒踐踏敵人獨自踹酒踐踏敵人

�� 11 「「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穿紅衣服穿紅衣服穿紅衣服穿紅衣服、、、、裝扮華裝扮華裝扮華裝扮華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穿紅衣服穿紅衣服穿紅衣服穿紅衣服、、、、裝扮華裝扮華裝扮華裝扮華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能力廣大能力廣大能力廣大能力廣大、、、、大步行走的是誰呢大步行走的是誰呢大步行走的是誰呢大步行走的是誰呢．．．．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能力廣大能力廣大能力廣大能力廣大、、、、大步行走的是誰呢大步行走的是誰呢大步行走的是誰呢大步行走的是誰呢．．．．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憑憑憑憑憑憑憑憑公義說話公義說話公義說話公義說話、、、、以大能施行拯救以大能施行拯救以大能施行拯救以大能施行拯救公義說話公義說話公義說話公義說話、、、、以大能施行拯救以大能施行拯救以大能施行拯救以大能施行拯救」」憑憑憑憑憑憑憑憑公義說話公義說話公義說話公義說話、、、、以大能施行拯救以大能施行拯救以大能施行拯救以大能施行拯救公義說話公義說話公義說話公義說話、、、、以大能施行拯救以大能施行拯救以大能施行拯救以大能施行拯救」」

�� 33--44 「「我獨自踹酒醡我獨自踹酒醡我獨自踹酒醡我獨自踹酒醡．．．．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我獨自踹酒醡我獨自踹酒醡我獨自踹酒醡我獨自踹酒醡．．．．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發發發發發發發發怒將他們踹下怒將他們踹下怒將他們踹下怒將他們踹下、、、、發烈怒將他們踐踏發烈怒將他們踐踏發烈怒將他們踐踏發烈怒將他們踐踏．．．．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怒將他們踹下怒將他們踹下怒將他們踹下怒將他們踹下、、、、發烈怒將他們踐踏發烈怒將他們踐踏發烈怒將他們踐踏發烈怒將他們踐踏．．．．他們他們他們他們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血血血血血血血血濺在我衣服上濺在我衣服上濺在我衣服上濺在我衣服上、、、、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濺在我衣服上濺在我衣服上濺在我衣服上濺在我衣服上、、、、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為為為為為為為為報仇之日報仇之日報仇之日報仇之日報仇之日報仇之日報仇之日報仇之日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救贖我民之年已經救贖我民之年已經救贖我民之年已經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救贖我民之年已經救贖我民之年已經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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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這位報仇者誰是這位報仇者誰是這位報仇者誰是這位報仇者？？？？

賽61:2
神報仇神報仇神報仇神報仇
的日子的日子的日子的日子



「「「「報仇報仇報仇報仇」」」」與與與與「「「「報應報應報應報應」」」」「「「「報仇報仇報仇報仇」」」」與與與與「「「「報應報應報應報應」」」」
��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的報仇意味著懷有惡意與仇恨中報復的心態的報仇意味著懷有惡意與仇恨中報復的心態的報仇意味著懷有惡意與仇恨中報復的心態的報仇意味著懷有惡意與仇恨中報復的心態的報仇意味著懷有惡意與仇恨中報復的心態的報仇意味著懷有惡意與仇恨中報復的心態的報仇意味著懷有惡意與仇恨中報復的心態的報仇意味著懷有惡意與仇恨中報復的心態

�� 聖經中允許在某些情況下適當的報仇聖經中允許在某些情況下適當的報仇聖經中允許在某些情況下適當的報仇聖經中允許在某些情況下適當的報仇，，，，執行報執行報執行報執行報聖經中允許在某些情況下適當的報仇聖經中允許在某些情況下適當的報仇聖經中允許在某些情況下適當的報仇聖經中允許在某些情況下適當的報仇，，，，執行報執行報執行報執行報
仇的是受害者或是與受害者有關的人仇的是受害者或是與受害者有關的人仇的是受害者或是與受害者有關的人仇的是受害者或是與受害者有關的人，，，，如至近如至近如至近如至近仇的是受害者或是與受害者有關的人仇的是受害者或是與受害者有關的人仇的是受害者或是與受害者有關的人仇的是受害者或是與受害者有關的人，，，，如至近如至近如至近如至近
的親屬的報仇的親屬的報仇的親屬的報仇的親屬的報仇的親屬的報仇的親屬的報仇的親屬的報仇的親屬的報仇

�� 上帝的報仇是公平正義的懲罰上帝的報仇是公平正義的懲罰上帝的報仇是公平正義的懲罰上帝的報仇是公平正義的懲罰，，，，不含惡意與犯不含惡意與犯不含惡意與犯不含惡意與犯上帝的報仇是公平正義的懲罰上帝的報仇是公平正義的懲罰上帝的報仇是公平正義的懲罰上帝的報仇是公平正義的懲罰，，，，不含惡意與犯不含惡意與犯不含惡意與犯不含惡意與犯
罪成分地報復的心態罪成分地報復的心態罪成分地報復的心態罪成分地報復的心態罪成分地報復的心態罪成分地報復的心態罪成分地報復的心態罪成分地報復的心態

�� 上帝的報仇是公正上帝的報仇是公正上帝的報仇是公正上帝的報仇是公正、、、、標準標準標準標準、、、、完全的報應完全的報應完全的報應完全的報應，，，，對罪對罪對罪對罪上帝的報仇是公正上帝的報仇是公正上帝的報仇是公正上帝的報仇是公正、、、、標準標準標準標準、、、、完全的報應完全的報應完全的報應完全的報應，，，，對罪對罪對罪對罪
惡做出回應並對罪惡的後果做出惡做出回應並對罪惡的後果做出惡做出回應並對罪惡的後果做出惡做出回應並對罪惡的後果做出惡做出回應並對罪惡的後果做出惡做出回應並對罪惡的後果做出惡做出回應並對罪惡的後果做出惡做出回應並對罪惡的後果做出補補補補。。。。補補補補。。。。

�� 如此的報仇也是上帝的報應如此的報仇也是上帝的報應如此的報仇也是上帝的報應如此的報仇也是上帝的報應如此的報仇也是上帝的報應如此的報仇也是上帝的報應如此的報仇也是上帝的報應如此的報仇也是上帝的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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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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64:7 –– 1414
�� 64:764:7––1414 紀念的守望者紀念的守望者紀念的守望者紀念的守望者，，，，提起提起提起提起、、、、紀念紀念紀念紀念、、、、述述述述紀念的守望者紀念的守望者紀念的守望者紀念的守望者，，，，提起提起提起提起、、、、紀念紀念紀念紀念、、、、述述述述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 紀念昔日上帝慈愛紀念昔日上帝慈愛紀念昔日上帝慈愛紀念昔日上帝慈愛，，，，嘆息大能憐憫不再嘆息大能憐憫不再嘆息大能憐憫不再嘆息大能憐憫不再紀念昔日上帝慈愛紀念昔日上帝慈愛紀念昔日上帝慈愛紀念昔日上帝慈愛，，，，嘆息大能憐憫不再嘆息大能憐憫不再嘆息大能憐憫不再嘆息大能憐憫不再

�� 77 「「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提起他提起他提起他提起他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提起他提起他提起他提起他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愛愛愛愛、、、、和美德和美德和美德和美德、、、、並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並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並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並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愛愛愛愛、、、、和美德和美德和美德和美德、、、、並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並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並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並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這這這這這這這這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

�� 99 「「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也同受苦難他也同受苦難他也同受苦難他也同受苦難．．．．並且並且並且並且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也同受苦難他也同受苦難他也同受苦難他也同受苦難．．．．並且並且並且並且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前的使者拯救他們前的使者拯救他們前的使者拯救他們前的使者拯救他們．．．．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前的使者拯救他們前的使者拯救他們前的使者拯救他們前的使者拯救他們．．．．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在古時的日子在古時的日子在古時的日子在古時的日子、、、、常保抱他們常保抱他們常保抱他們常保抱他們、、、、懷搋他們懷搋他們懷搋他們懷搋他們．．．．在古時的日子在古時的日子在古時的日子在古時的日子、、、、常保抱他們常保抱他們常保抱他們常保抱他們、、、、懷搋他們懷搋他們懷搋他們懷搋他們」」

�� 1414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彷彿牲畜下到彷彿牲畜下到彷彿牲畜下到彷彿牲畜下到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彷彿牲畜下到彷彿牲畜下到彷彿牲畜下到彷彿牲畜下到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谷谷谷谷谷谷谷谷、、、、照樣照樣照樣照樣、、、、你也引導你的百姓你也引導你的百姓你也引導你的百姓你也引導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要建立自己要建立自己要建立自己、、、、照樣照樣照樣照樣、、、、你也引導你的百姓你也引導你的百姓你也引導你的百姓你也引導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要建立自己要建立自己要建立自己榮榮榮榮榮榮榮榮
耀耀耀耀耀耀耀耀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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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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5 63:15 –– 64:1264:12
�� 63:1563:15––64:1264:12禱禱禱禱禱禱禱禱告的守望者告的守望者告的守望者告的守望者，，，，求問求問求問求問、、、、認罪認罪認罪認罪、、、、祈祈祈祈告的守望者告的守望者告的守望者告的守望者，，，，求問求問求問求問、、、、認罪認罪認罪認罪、、、、祈祈祈祈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 本為選民為何被棄本為選民為何被棄本為選民為何被棄本為選民為何被棄，，，，求主天降求主垂顧求主天降求主垂顧求主天降求主垂顧求主天降求主垂顧本為選民為何被棄本為選民為何被棄本為選民為何被棄本為選民為何被棄，，，，求主天降求主垂顧求主天降求主垂顧求主天降求主垂顧求主天降求主垂顧

�� 63:1763:17 「「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
使使使使使使使使我們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我們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我們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我們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我們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我們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我們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我們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

�� 64:164:1--22「「願你裂天而降願你裂天而降願你裂天而降願你裂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山在你面前震動、、、、好像好像好像好像願你裂天而降願你裂天而降願你裂天而降願你裂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山在你面前震動、、、、好像好像好像好像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64:164:1--22「「願你裂天而降願你裂天而降願你裂天而降願你裂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山在你面前震動、、、、好像好像好像好像願你裂天而降願你裂天而降願你裂天而降願你裂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山在你面前震動、、、、好像好像好像好像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燒燒燒燒燒燒燒燒乾柴乾柴乾柴乾柴、、、、又像火將水燒開又像火將水燒開又像火將水燒開又像火將水燒開．．．．使你敵人知道你使你敵人知道你使你敵人知道你使你敵人知道你乾柴乾柴乾柴乾柴、、、、又像火將水燒開又像火將水燒開又像火將水燒開又像火將水燒開．．．．使你敵人知道你使你敵人知道你使你敵人知道你使你敵人知道你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使列國在你面前發顫使列國在你面前發顫使列國在你面前發顫使列國在你面前發顫、、、、使列國在你面前發顫使列國在你面前發顫使列國在你面前發顫使列國在你面前發顫」」

�� 64:564:5 「「你迎接那歡喜行義記念你道的人你迎接那歡喜行義記念你道的人你迎接那歡喜行義記念你道的人你迎接那歡喜行義記念你道的人、、、、你曾發你曾發你曾發你曾發你迎接那歡喜行義記念你道的人你迎接那歡喜行義記念你道的人你迎接那歡喜行義記念你道的人你迎接那歡喜行義記念你道的人、、、、你曾發你曾發你曾發你曾發怒怒怒怒怒怒怒怒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們仍犯罪們仍犯罪們仍犯罪們仍犯罪．．．．這景況已久這景況已久這景況已久這景況已久．．．．我們還能得救我們還能得救我們還能得救我們還能得救們仍犯罪們仍犯罪們仍犯罪們仍犯罪．．．．這景況已久這景況已久這景況已久這景況已久．．．．我們還能得救我們還能得救我們還能得救我們還能得救麼麼麼麼麼麼麼麼
？？？？？？？？」」

�� 64:964:9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和華阿和華阿和華阿和華阿、、、、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也不要永也不要永也不要永也不要永和華阿和華阿和華阿和華阿、、、、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也不要永也不要永也不要永也不要永遠遠遠遠遠遠遠遠
記記記記記記記記念罪孽念罪孽念罪孽念罪孽．．．．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我們都是你的百我們都是你的百我們都是你的百我們都是你的百念罪孽念罪孽念罪孽念罪孽．．．．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我們都是你的百我們都是你的百我們都是你的百我們都是你的百姓姓姓姓姓姓姓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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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 ……………………」」」」」」」」
�� 認認認認認認認認罪與祈罪與祈罪與祈罪與祈罪與祈罪與祈罪與祈罪與祈求求求求－－－－認清我們的光景與身份認清我們的光景與身份認清我們的光景與身份認清我們的光景與身份求求求求－－－－認清我們的光景與身份認清我們的光景與身份認清我們的光景與身份認清我們的光景與身份

�� 64:6:64:6: 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像不潔淨的像不潔淨的像不潔淨的像不潔淨的像不潔淨的像不潔淨的像不潔淨的像不潔淨的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 64:6:64:6: 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像葉子漸漸枯乾像葉子漸漸枯乾像葉子漸漸枯乾像葉子漸漸枯乾像葉子漸漸枯乾像葉子漸漸枯乾像葉子漸漸枯乾像葉子漸漸枯乾

�� 64:8:64:8: 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 … … … … … … … 我們是泥我們是泥我們是泥我們是泥、、、、你是你是你是你是我們是泥我們是泥我們是泥我們是泥、、、、你是你是你是你是窯窯窯窯窯窯窯窯�� 64:8:64:8: 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 … … … … … … … 我們是泥我們是泥我們是泥我們是泥、、、、你是你是你是你是我們是泥我們是泥我們是泥我們是泥、、、、你是你是你是你是窯窯窯窯窯窯窯窯

匠匠匠匠匠匠匠匠．．．．．．．．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是你手的工作是你手的工作是你手的工作是你手的工作是你手的工作是你手的工作是你手的工作

�� 64:9:64:9: 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我們都都都都都都都都是你的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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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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65:1 –– 77
�� 65:165:1––77 忿怒的耶和華忿怒的耶和華忿怒的耶和華忿怒的耶和華，，，，呼召呼召呼召呼召、、、、報應報應報應報應、、、、定定定定忿怒的耶和華忿怒的耶和華忿怒的耶和華忿怒的耶和華，，，，呼召呼召呼召呼召、、、、報應報應報應報應、、、、定定定定罪罪罪罪罪罪罪罪

�� 未尋訪的得以見神未尋訪的得以見神未尋訪的得以見神未尋訪的得以見神，，，，自行罪孽遭怒得懲自行罪孽遭怒得懲自行罪孽遭怒得懲自行罪孽遭怒得懲未尋訪的得以見神未尋訪的得以見神未尋訪的得以見神未尋訪的得以見神，，，，自行罪孽遭怒得懲自行罪孽遭怒得懲自行罪孽遭怒得懲自行罪孽遭怒得懲

�� 11 「「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在求問我現在求問我現在求問我現在求問我．．．．沒有尋沒有尋沒有尋沒有尋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在求問我現在求問我現在求問我現在求問我．．．．沒有尋沒有尋沒有尋沒有尋找找找找找找找找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的的的的、、、、我叫他們遇見我叫他們遇見我叫他們遇見我叫他們遇見．．．．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沒有稱為我名下的、、、、的的的的、、、、我叫他們遇見我叫他們遇見我叫他們遇見我叫他們遇見．．．．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對對對對對對對對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

�� 22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們隨自他們隨自他們隨自他們隨自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們隨自他們隨自他們隨自他們隨自己己己己己己己己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意念行不善之道意念行不善之道意念行不善之道意念行不善之道意念行不善之道意念行不善之道意念行不善之道意念行不善之道」」

�� 44--55 「「主說主說主說主說、、、、這些人是我鼻中的煙這些人是我鼻中的煙這些人是我鼻中的煙這些人是我鼻中的煙、、、、是整是整是整是整主說主說主說主說、、、、這些人是我鼻中的煙這些人是我鼻中的煙這些人是我鼻中的煙這些人是我鼻中的煙、、、、是整是整是整是整天燒天燒天燒天燒天燒天燒天燒天燒著著著著著著著著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看哪看哪看哪看哪、、、、這都寫在我面前這都寫在我面前這都寫在我面前這都寫在我面前、、、、我必不靜默我必不靜默我必不靜默我必不靜默、、、、．．．．看哪看哪看哪看哪、、、、這都寫在我面前這都寫在我面前這都寫在我面前這都寫在我面前、、、、我必不靜默我必不靜默我必不靜默我必不靜默、、、、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施施施施施施施施行報行報行報行報行報行報行報行報應應應應應應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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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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 65:8 –– 1616
�� 65:865:8––1616 公義的耶和華公義的耶和華公義的耶和華公義的耶和華，，，，揀選揀選揀選揀選、、、、賞善賞善賞善賞善、、、、罰罰罰罰公義的耶和華公義的耶和華公義的耶和華公義的耶和華，，，，揀選揀選揀選揀選、、、、賞善賞善賞善賞善、、、、罰罰罰罰惡惡惡惡惡惡惡惡

�� 憐憫恩典領出選民憐憫恩典領出選民憐憫恩典領出選民憐憫恩典領出選民，，，，僕人蒙福惡人蒙羞僕人蒙福惡人蒙羞僕人蒙福惡人蒙羞僕人蒙福惡人蒙羞憐憫恩典領出選民憐憫恩典領出選民憐憫恩典領出選民憐憫恩典領出選民，，，，僕人蒙福惡人蒙羞僕人蒙福惡人蒙羞僕人蒙福惡人蒙羞僕人蒙福惡人蒙羞

�� 99 「「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從猶大中領出承從猶大中領出承從猶大中領出承從猶大中領出承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從猶大中領出承從猶大中領出承從猶大中領出承從猶大中領出承受受受受受受受受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眾山的眾山的眾山的眾山的．．．．我的選民必承受我的選民必承受我的選民必承受我的選民必承受、、、、我的僕人要在我的僕人要在我的僕人要在我的僕人要在眾山的眾山的眾山的眾山的．．．．我的選民必承受我的選民必承受我的選民必承受我的選民必承受、、、、我的僕人要在我的僕人要在我的僕人要在我的僕人要在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裏裏裏裏裏裏裏裏居住居住居住居住居住居住居住居住」」裏裏裏裏裏裏裏裏居住居住居住居住居住居住居住居住」」

�� 1212 「「我要命定你們歸在刀下我要命定你們歸在刀下我要命定你們歸在刀下我要命定你們歸在刀下、、、、都必屈身都必屈身都必屈身都必屈身被殺被殺被殺被殺．．．．我要命定你們歸在刀下我要命定你們歸在刀下我要命定你們歸在刀下我要命定你們歸在刀下、、、、都必屈身都必屈身都必屈身都必屈身被殺被殺被殺被殺．．．．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我呼我呼我呼我呼喚喚喚喚、、、、你們沒有你們沒有你們沒有你們沒有答答答答應應應應．．．．我說話我說話我說話我說話、、、、你們沒你們沒你們沒你們沒我呼我呼我呼我呼喚喚喚喚、、、、你們沒有你們沒有你們沒有你們沒有答答答答應應應應．．．．我說話我說話我說話我說話、、、、你們沒你們沒你們沒你們沒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聽聽聽聽聽聽聽聽從從從從．．．．反倒反倒反倒反倒行我行我行我行我眼眼眼眼中看為中看為中看為中看為惡惡惡惡的的的的、、、、揀揀揀揀選我所不選我所不選我所不選我所不從從從從．．．．反倒反倒反倒反倒行我行我行我行我眼眼眼眼中看為中看為中看為中看為惡惡惡惡的的的的、、、、揀揀揀揀選我所不選我所不選我所不選我所不喜喜喜喜喜喜喜喜
悅悅悅悅悅悅悅悅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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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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7 65:17 –– 2525
�� 65:1765:17––2525創造的耶和華創造的耶和華創造的耶和華創造的耶和華，，，，新天新天新天新天、、、、新地新地新地新地、、、、欣欣欣欣創造的耶和華創造的耶和華創造的耶和華創造的耶和華，，，，新天新天新天新天、、、、新地新地新地新地、、、、欣欣欣欣喜喜喜喜喜喜喜喜

�� 上帝再造為人所喜上帝再造為人所喜上帝再造為人所喜上帝再造為人所喜，，，，新天新地萬物和諧新天新地萬物和諧新天新地萬物和諧新天新地萬物和諧上帝再造為人所喜上帝再造為人所喜上帝再造為人所喜上帝再造為人所喜，，，，新天新地萬物和諧新天新地萬物和諧新天新地萬物和諧新天新地萬物和諧

�� 1717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我我我造新造新造新造新天天天天新地新地新地新地、、、、從前的從前的從前的從前的事事事事不不不不再被再被再被再被記記記記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我我我造新造新造新造新天天天天新地新地新地新地、、、、從前的從前的從前的從前的事事事事不不不不再被再被再被再被記記記記念念念念念念念念
、、、、、、、、也不也不也不也不再追想再追想再追想再追想也不也不也不也不再追想再追想再追想再追想。。。。。。。。」」

�� 1818 「「你們你們你們你們當當當當因我所因我所因我所因我所造造造造的永遠歡喜的永遠歡喜的永遠歡喜的永遠歡喜快樂快樂快樂快樂．．．．因我因我因我因我造造造造你們你們你們你們當當當當因我所因我所因我所因我所造造造造的永遠歡喜的永遠歡喜的永遠歡喜的永遠歡喜快樂快樂快樂快樂．．．．因我因我因我因我造造造造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1818 「「你們你們你們你們當當當當因我所因我所因我所因我所造造造造的永遠歡喜的永遠歡喜的永遠歡喜的永遠歡喜快樂快樂快樂快樂．．．．因我因我因我因我造造造造你們你們你們你們當當當當因我所因我所因我所因我所造造造造的永遠歡喜的永遠歡喜的永遠歡喜的永遠歡喜快樂快樂快樂快樂．．．．因我因我因我因我造造造造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路路路路路路路路撒冷撒冷撒冷撒冷為人所喜為人所喜為人所喜為人所喜、、、、造其造其造其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中的居民為人所中的居民為人所中的居民為人所樂樂樂樂撒冷撒冷撒冷撒冷為人所喜為人所喜為人所喜為人所喜、、、、造其造其造其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中的居民為人所中的居民為人所中的居民為人所樂樂樂樂。。。。。。。。」」

�� 2424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尚未尚未尚未尚未求求求求告告告告、、、、我就應我就應我就應我就應允允允允．．．．正正正正說話的時說話的時說話的時說話的時候候候候們們們們尚未尚未尚未尚未求求求求告告告告、、、、我就應我就應我就應我就應允允允允．．．．正正正正說話的時說話的時說話的時說話的時候候候候、、、、、、、、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就垂就垂就垂就垂聽聽聽聽。。。。就垂就垂就垂就垂聽聽聽聽。。。。 」」

�� 25 25 「「豺豺豺豺豺豺豺豺狼狼狼狼必與必與必與必與羊羔羊羔羊羔羊羔同同同同食食食食、、、、獅獅獅獅子必子必子必子必吃草吃草吃草吃草與與與與牛牛牛牛一樣一樣一樣一樣狼狼狼狼必與必與必與必與羊羔羊羔羊羔羊羔同同同同食食食食、、、、獅獅獅獅子必子必子必子必吃草吃草吃草吃草與與與與牛牛牛牛一樣一樣一樣一樣．．．．．．．．
塵塵塵塵塵塵塵塵土土土土必必必必作蛇作蛇作蛇作蛇的的的的食物食物食物食物．．．．在我在我在我在我聖聖聖聖山的山的山的山的遍處遍處遍處遍處、、、、這一這一這一這一土土土土必必必必作蛇作蛇作蛇作蛇的的的的食物食物食物食物．．．．在我在我在我在我聖聖聖聖山的山的山的山的遍處遍處遍處遍處、、、、這一這一這一這一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不不不不傷傷傷傷人不人不人不人不害物害物害物害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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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不不傷傷傷傷人不人不人不人不害物害物害物害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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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66:1 –– 66
�� 66:166:1––66 報應的耶和華報應的耶和華報應的耶和華報應的耶和華，，，，呼喚呼喚呼喚呼喚、、、、責備責備責備責備、、、、降降降降報應的耶和華報應的耶和華報應的耶和華報應的耶和華，，，，呼喚呼喚呼喚呼喚、、、、責備責備責備責備、、、、降降降降禍禍禍禍禍禍禍禍

�� 看顧痛悔戰兢的人看顧痛悔戰兢的人看顧痛悔戰兢的人看顧痛悔戰兢的人，，，，憎惡偽善作惡的人憎惡偽善作惡的人憎惡偽善作惡的人憎惡偽善作惡的人看顧痛悔戰兢的人看顧痛悔戰兢的人看顧痛悔戰兢的人看顧痛悔戰兢的人，，，，憎惡偽善作惡的人憎惡偽善作惡的人憎惡偽善作惡的人憎惡偽善作惡的人

�� 22 「「但但但但我所看顧的就是我所看顧的就是我所看顧的就是我所看顧的就是虛虛虛虛心心心心痛悔痛悔痛悔痛悔因我話而因我話而因我話而因我話而戰兢戰兢戰兢戰兢但但但但我所看顧的就是我所看顧的就是我所看顧的就是我所看顧的就是虛虛虛虛心心心心痛悔痛悔痛悔痛悔因我話而因我話而因我話而因我話而戰兢戰兢戰兢戰兢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 33--44 「「這這這這等等等等人人人人揀揀揀揀選自己的道選自己的道選自己的道選自己的道路路路路、、、、心裏喜心裏喜心裏喜心裏喜悅悅悅悅行行行行可憎可憎可憎可憎這這這這等等等等人人人人揀揀揀揀選自己的道選自己的道選自己的道選自己的道路路路路、、、、心裏喜心裏喜心裏喜心裏喜悅悅悅悅行行行行可憎可憎可憎可憎惡惡惡惡惡惡惡惡�� 33--44 「「這這這這等等等等人人人人揀揀揀揀選自己的道選自己的道選自己的道選自己的道路路路路、、、、心裏喜心裏喜心裏喜心裏喜悅悅悅悅行行行行可憎可憎可憎可憎這這這這等等等等人人人人揀揀揀揀選自己的道選自己的道選自己的道選自己的道路路路路、、、、心裏喜心裏喜心裏喜心裏喜悅悅悅悅行行行行可憎可憎可憎可憎惡惡惡惡惡惡惡惡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事事事事．．．．我也必我也必我也必我也必揀揀揀揀選選選選迷惑迷惑迷惑迷惑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事事事事、、、、使他們所使他們所使他們所使他們所事事事事．．．．我也必我也必我也必我也必揀揀揀揀選選選選迷惑迷惑迷惑迷惑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事事事事、、、、使他們所使他們所使他們所使他們所懼懼懼懼懼懼懼懼
怕怕怕怕怕怕怕怕的的的的臨臨臨臨到他們到他們到他們到他們．．．．的的的的臨臨臨臨到他們到他們到他們到他們．．．．因為我呼因為我呼因為我呼因為我呼喚喚喚喚、、、、無人無人無人無人答答答答應應應應因為我呼因為我呼因為我呼因為我呼喚喚喚喚、、、、無人無人無人無人答答答答應應應應．．．．．．．．我我我我我我我我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話話話話話話話話、、、、他們不他們不他們不他們不聽聽聽聽從從從從、、、、他們不他們不他們不他們不聽聽聽聽從從從從．．．．反倒反倒反倒反倒行我行我行我行我眼眼眼眼中看為中看為中看為中看為惡惡惡惡的的的的、、、、．．．．反倒反倒反倒反倒行我行我行我行我眼眼眼眼中看為中看為中看為中看為惡惡惡惡的的的的、、、、揀揀揀揀揀揀揀揀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我所不喜我所不喜我所不喜我所不喜悅悅悅悅的的的的我所不喜我所不喜我所不喜我所不喜悅悅悅悅的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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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心虛心虛心虛心、、、、痛悔痛悔痛悔痛悔、、、、戰兢戰兢戰兢戰兢虛心虛心虛心虛心、、、、痛悔痛悔痛悔痛悔、、、、戰兢戰兢戰兢戰兢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66:266:2
�� 虛心虛心虛心虛心虛心虛心虛心虛心：：：：謙卑謙卑謙卑謙卑、、、、降卑降卑降卑降卑，，，，知道自己與上帝的差知道自己與上帝的差知道自己與上帝的差知道自己與上帝的差：：：：謙卑謙卑謙卑謙卑、、、、降卑降卑降卑降卑，，，，知道自己與上帝的差知道自己與上帝的差知道自己與上帝的差知道自己與上帝的差
距明白自己的身份距明白自己的身份距明白自己的身份距明白自己的身份距明白自己的身份距明白自己的身份距明白自己的身份距明白自己的身份

�� 痛悔痛悔痛悔痛悔痛悔痛悔痛悔痛悔：「：「：「：「殘廢殘廢殘廢殘廢」，」，」，」，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殘廢殘廢殘廢殘廢」，」，」，」，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 痛悔痛悔痛悔痛悔痛悔痛悔痛悔痛悔：「：「：「：「殘廢殘廢殘廢殘廢」，」，」，」，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殘廢殘廢殘廢殘廢」，」，」，」，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知道罪所帶來的損害無
法站立在神面前法站立在神面前法站立在神面前法站立在神面前法站立在神面前法站立在神面前法站立在神面前法站立在神面前

�� 戰兢戰兢戰兢戰兢戰兢戰兢戰兢戰兢：：：：兢兢業業兢兢業業兢兢業業兢兢業業（（（（守神誡命守神誡命守神誡命守神誡命））））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敬敬敬敬：：：：兢兢業業兢兢業業兢兢業業兢兢業業（（（（守神誡命守神誡命守神誡命守神誡命））））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敬敬敬敬
畏祂的話語畏祂的話語畏祂的話語畏祂的話語畏祂的話語畏祂的話語畏祂的話語畏祂的話語

�� 這等人是上帝所看顧的這等人是上帝所看顧的這等人是上帝所看顧的這等人是上帝所看顧的，，，，就是祂所重視的就是祂所重視的就是祂所重視的就是祂所重視的這等人是上帝所看顧的這等人是上帝所看顧的這等人是上帝所看顧的這等人是上帝所看顧的，，，，就是祂所重視的就是祂所重視的就是祂所重視的就是祂所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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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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66:7 –– 1414
�� 66:766:7––1414 蒙立定的錫安蒙立定的錫安蒙立定的錫安蒙立定的錫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榮耀榮耀榮耀榮耀、、、、豐豐豐豐蒙立定的錫安蒙立定的錫安蒙立定的錫安蒙立定的錫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榮耀榮耀榮耀榮耀、、、、豐豐豐豐富富富富富富富富

�� 愛慕她的歡喜快樂愛慕她的歡喜快樂愛慕她的歡喜快樂愛慕她的歡喜快樂，，，，安慰滋潤屬她子女安慰滋潤屬她子女安慰滋潤屬她子女安慰滋潤屬她子女愛慕她的歡喜快樂愛慕她的歡喜快樂愛慕她的歡喜快樂愛慕她的歡喜快樂，，，，安慰滋潤屬她子女安慰滋潤屬她子女安慰滋潤屬她子女安慰滋潤屬她子女

�� 1111 「「你們愛你們愛你們愛你們愛慕慕慕慕耶耶耶耶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的的的的、、、、都要與他一同歡喜都要與他一同歡喜都要與他一同歡喜都要與他一同歡喜你們愛你們愛你們愛你們愛慕慕慕慕耶耶耶耶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的的的的、、、、都要與他一同歡喜都要與他一同歡喜都要與他一同歡喜都要與他一同歡喜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樂樂樂樂樂樂樂樂．．．．你們為他你們為他你們為他你們為他悲哀悲哀悲哀悲哀的的的的、、、、都要與他一同都要與他一同都要與他一同都要與他一同樂樂樂樂上上上上加加加加．．．．你們為他你們為他你們為他你們為他悲哀悲哀悲哀悲哀的的的的、、、、都要與他一同都要與他一同都要與他一同都要與他一同樂樂樂樂上上上上加加加加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

�� 1212--1313「「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如此如此如此如此說說說說、、、、我要使我要使我要使我要使平平平平安安安安延及延及延及延及他他他他、、、、好像好像好像好像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如此如此如此如此說說說說、、、、我要使我要使我要使我要使平平平平安安安安延及延及延及延及他他他他、、、、好像好像好像好像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河河河河河河河河、、、、使列國的榮耀使列國的榮耀使列國的榮耀使列國的榮耀延及延及延及延及他他他他、、、、如如如如同同同同漲溢漲溢漲溢漲溢的的的的河河河河、、、、、、、、使列國的榮耀使列國的榮耀使列國的榮耀使列國的榮耀延及延及延及延及他他他他、、、、如如如如同同同同漲溢漲溢漲溢漲溢的的的的河河河河、、、、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們們們們要從中要從中要從中要從中享享享享受受受受．．．．你們必你們必你們必你們必蒙蒙蒙蒙抱在抱在抱在抱在肋旁肋旁肋旁肋旁、、、、搖弄搖弄搖弄搖弄在在在在要從中要從中要從中要從中享享享享受受受受．．．．你們必你們必你們必你們必蒙蒙蒙蒙抱在抱在抱在抱在肋旁肋旁肋旁肋旁、、、、搖弄搖弄搖弄搖弄在在在在膝膝膝膝膝膝膝膝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母母母母母母母母親怎親怎親怎親怎樣安樣安樣安樣安慰兒慰兒慰兒慰兒子子子子、、、、我就照樣安我就照樣安我就照樣安我就照樣安慰慰慰慰你們你們你們你們親怎親怎親怎親怎樣安樣安樣安樣安慰兒慰兒慰兒慰兒子子子子、、、、我就照樣安我就照樣安我就照樣安我就照樣安慰慰慰慰你們你們你們你們．．．．．．．．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們們們們也必因耶也必因耶也必因耶也必因耶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得安得安得安得安慰慰慰慰也必因耶也必因耶也必因耶也必因耶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得安得安得安得安慰慰慰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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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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5 66:15 –– 1818
�� 66:1566:15––1818火火火火火火火火與刀的審判與刀的審判與刀的審判與刀的審判，，，，報應報應報應報應、、、、責罰責罰責罰責罰、、、、滅滅滅滅與刀的審判與刀的審判與刀的審判與刀的審判，，，，報應報應報應報應、、、、責罰責罰責罰責罰、、、、滅滅滅滅絕絕絕絕絕絕絕絕

�� 上帝車輦旋風將臨上帝車輦旋風將臨上帝車輦旋風將臨上帝車輦旋風將臨，，，，烈怒施報火焰行罰烈怒施報火焰行罰烈怒施報火焰行罰烈怒施報火焰行罰上帝車輦旋風將臨上帝車輦旋風將臨上帝車輦旋風將臨上帝車輦旋風將臨，，，，烈怒施報火焰行罰烈怒施報火焰行罰烈怒施報火焰行罰烈怒施報火焰行罰

�� 1515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臨臨臨臨．．．．他的他的他的他的車輦車輦車輦車輦像像像像看哪看哪看哪看哪、、、、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臨臨臨臨．．．．他的他的他的他的車輦車輦車輦車輦像像像像旋旋旋旋旋旋旋旋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以烈怒施行報應以烈怒施行報應以烈怒施行報應以烈怒施行報應、、、、以火以火以火以火焰焰焰焰施行施行施行施行責罰責罰責罰責罰以烈怒施行報應以烈怒施行報應以烈怒施行報應以烈怒施行報應、、、、以火以火以火以火焰焰焰焰施行施行施行施行責罰責罰責罰責罰。。。。。。。。」」

�� 66 因為耶因為耶因為耶因為耶因為耶因為耶因為耶因為耶和華在一切有血和華在一切有血和華在一切有血和華在一切有血氣氣氣氣的人身上的人身上的人身上的人身上、、、、必以火必以火必以火必以火和華在一切有血和華在一切有血和華在一切有血和華在一切有血氣氣氣氣的人身上的人身上的人身上的人身上、、、、必以火必以火必以火必以火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66 因為耶因為耶因為耶因為耶因為耶因為耶因為耶因為耶和華在一切有血和華在一切有血和華在一切有血和華在一切有血氣氣氣氣的人身上的人身上的人身上的人身上、、、、必以火必以火必以火必以火和華在一切有血和華在一切有血和華在一切有血和華在一切有血氣氣氣氣的人身上的人身上的人身上的人身上、、、、必以火必以火必以火必以火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刀施行刀施行刀施行刀施行刀施行刀施行刀施行刀施行審判審判審判審判，，，，被被被被耶和華所耶和華所耶和華所耶和華所殺殺殺殺的必的必的必的必多多多多審判審判審判審判，，，，被被被被耶和華所耶和華所耶和華所耶和華所殺殺殺殺的必的必的必的必多多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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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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8 66:18 –– 2424
�� 66:766:7––1414 顯榮耀的聖殿顯榮耀的聖殿顯榮耀的聖殿顯榮耀的聖殿，，，，奉獻奉獻奉獻奉獻、、、、守節守節守節守節、、、、崇崇崇崇顯榮耀的聖殿顯榮耀的聖殿顯榮耀的聖殿顯榮耀的聖殿，，，，奉獻奉獻奉獻奉獻、、、、守節守節守節守節、、、、崇崇崇崇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 萬民聚集百姓傳揚萬民聚集百姓傳揚萬民聚集百姓傳揚萬民聚集百姓傳揚，，，，同為祭司奉獻敬拜同為祭司奉獻敬拜同為祭司奉獻敬拜同為祭司奉獻敬拜萬民聚集百姓傳揚萬民聚集百姓傳揚萬民聚集百姓傳揚萬民聚集百姓傳揚，，，，同為祭司奉獻敬拜同為祭司奉獻敬拜同為祭司奉獻敬拜同為祭司奉獻敬拜

�� 1818 「「時時時時候候候候將到將到將到將到、、、、我必將我必將我必將我必將萬萬萬萬民民民民萬族聚萬族聚萬族聚萬族聚來來來來．．．．看見我看見我看見我看見我時時時時候候候候將到將到將到將到、、、、我必將我必將我必將我必將萬萬萬萬民民民民萬族聚萬族聚萬族聚萬族聚來來來來．．．．看見我看見我看見我看見我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

�� 2222 「「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我所要我所要我所要我所要造造造造的的的的新新新新天天天天新地新地新地新地、、、、怎怎怎怎樣在樣在樣在樣在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我所要我所要我所要我所要造造造造的的的的新新新新天天天天新地新地新地新地、、、、怎怎怎怎樣在樣在樣在樣在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2222 「「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我所要我所要我所要我所要造造造造的的的的新新新新天天天天新地新地新地新地、、、、怎怎怎怎樣在樣在樣在樣在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我所要我所要我所要我所要造造造造的的的的新新新新天天天天新地新地新地新地、、、、怎怎怎怎樣在樣在樣在樣在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前前前前長存長存長存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字字字字、、、、也必也必也必也必前前前前長存長存長存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字字字字、、、、也必也必也必也必照照照照照照照照
樣樣樣樣樣樣樣樣長長長長長長長長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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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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363--6666章帶出兩個主題章帶出兩個主題章帶出兩個主題章帶出兩個主題：：：：禱告的百姓禱告的百姓禱告的百姓禱告的百姓（（（（章帶出兩個主題章帶出兩個主題章帶出兩個主題章帶出兩個主題：：：：禱告的百姓禱告的百姓禱告的百姓禱告的百姓（（（（6363--6464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與回應的上帝與回應的上帝與回應的上帝與回應的上帝（（（（與回應的上帝與回應的上帝與回應的上帝與回應的上帝（（（（6565--6666章章章章），），），），一面是百姓心中得一面是百姓心中得一面是百姓心中得一面是百姓心中得章章章章），），），），一面是百姓心中得一面是百姓心中得一面是百姓心中得一面是百姓心中得
救蒙恩的仰望救蒙恩的仰望救蒙恩的仰望救蒙恩的仰望，，，，另一面是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另一面是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另一面是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另一面是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救蒙恩的仰望救蒙恩的仰望救蒙恩的仰望救蒙恩的仰望，，，，另一面是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另一面是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另一面是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另一面是上帝對百姓再度重申
祂的應許祂的應許祂的應許祂的應許。。。。祂的應許祂的應許祂的應許祂的應許。。。。

�� 6363--6666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虛虛虛虛虛虛虛虛�� 6363--6666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章說出真正為上帝所喜悅看顧的人是：：：：虛虛虛虛虛虛虛虛
心心心心、、、、痛悔痛悔痛悔痛悔、、、、戰兢的人戰兢的人戰兢的人戰兢的人心心心心、、、、痛悔痛悔痛悔痛悔、、、、戰兢的人戰兢的人戰兢的人戰兢的人。。。。那些偽善得罪上帝的人那些偽善得罪上帝的人那些偽善得罪上帝的人那些偽善得罪上帝的人。。。。那些偽善得罪上帝的人那些偽善得罪上帝的人那些偽善得罪上帝的人那些偽善得罪上帝的人
，，，，祂定要責罰祂定要責罰祂定要責罰祂定要責罰，，，，在祂所造的新天新地裡只有蒙在祂所造的新天新地裡只有蒙在祂所造的新天新地裡只有蒙在祂所造的新天新地裡只有蒙，，，，祂定要責罰祂定要責罰祂定要責罰祂定要責罰，，，，在祂所造的新天新地裡只有蒙在祂所造的新天新地裡只有蒙在祂所造的新天新地裡只有蒙在祂所造的新天新地裡只有蒙
祂喜悅的人才能進入祂喜悅的人才能進入祂喜悅的人才能進入祂喜悅的人才能進入。。。。祂喜悅的人才能進入祂喜悅的人才能進入祂喜悅的人才能進入祂喜悅的人才能進入。。。。

�� 63:163:1--66所敘述到的所敘述到的所敘述到的所敘述到的，，，，是一位報仇而殺滅敵人的復是一位報仇而殺滅敵人的復是一位報仇而殺滅敵人的復是一位報仇而殺滅敵人的復所敘述到的所敘述到的所敘述到的所敘述到的，，，，是一位報仇而殺滅敵人的復是一位報仇而殺滅敵人的復是一位報仇而殺滅敵人的復是一位報仇而殺滅敵人的復
仇者仇者仇者仇者仇者仇者仇者仇者，，，，他他他他，，，，他他他他的身份是上帝的受膏的身份是上帝的受膏的身份是上帝的受膏的身份是上帝的受膏的身份是上帝的受膏的身份是上帝的受膏的身份是上帝的受膏的身份是上帝的受膏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61:161:1--2) 2)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是憑公義說話是憑公義說話是憑公義說話是憑公義說話、、、、以大能施行拯救的救主以大能施行拯救的救主以大能施行拯救的救主以大能施行拯救的救主是憑公義說話是憑公義說話是憑公義說話是憑公義說話、、、、以大能施行拯救的救主以大能施行拯救的救主以大能施行拯救的救主以大能施行拯救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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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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守望者紀念上帝的引領拯救守望者紀念上帝的引領拯救守望者紀念上帝的引領拯救守望者紀念上帝的引領拯救，，，，發出嘆息問到發出嘆息問到發出嘆息問到發出嘆息問到：：：：守望者紀念上帝的引領拯救守望者紀念上帝的引領拯救守望者紀念上帝的引領拯救守望者紀念上帝的引領拯救，，，，發出嘆息問到發出嘆息問到發出嘆息問到發出嘆息問到：：：：

�� 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使我們使我們使我們使我們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使我們使我們使我們使我們
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63:17)(63:17)你曾發怒你曾發怒你曾發怒你曾發怒、、、、我們仍犯我們仍犯我們仍犯我們仍犯你曾發怒你曾發怒你曾發怒你曾發怒、、、、我們仍犯我們仍犯我們仍犯我們仍犯
罪罪罪罪．．．．這景況已久這景況已久這景況已久這景況已久．．．．我們還能得救麼我們還能得救麼我們還能得救麼我們還能得救麼？？？？罪罪罪罪．．．．這景況已久這景況已久這景況已久這景況已久．．．．我們還能得救麼我們還能得救麼我們還能得救麼我們還能得救麼？？？？(64:5)(64:5)。。

�� 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 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進而守望者祈求：：：：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求你不要大發震怒、、、、

也不要永遠記念罪孽也不要永遠記念罪孽也不要永遠記念罪孽也不要永遠記念罪孽．．．．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我們都是你的百我們都是你的百我們都是你的百我們都是你的百也不要永遠記念罪孽也不要永遠記念罪孽也不要永遠記念罪孽也不要永遠記念罪孽．．．．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求你垂顧我們、、、、我們都是你的百我們都是你的百我們都是你的百我們都是你的百
姓姓姓姓姓姓姓姓。。。。。。。。(64:9)(64:9)

�� 上帝的回應卻對假冒為善上帝的回應卻對假冒為善上帝的回應卻對假冒為善上帝的回應卻對假冒為善、、、、自以為義自以為義自以為義自以為義、、、、私意敬私意敬私意敬私意敬上帝的回應卻對假冒為善上帝的回應卻對假冒為善上帝的回應卻對假冒為善上帝的回應卻對假冒為善、、、、自以為義自以為義自以為義自以為義、、、、私意敬私意敬私意敬私意敬
拜的人嚴加責備定意要在烈怒中施報應責罰拜的人嚴加責備定意要在烈怒中施報應責罰拜的人嚴加責備定意要在烈怒中施報應責罰拜的人嚴加責備定意要在烈怒中施報應責罰。。。。拜的人嚴加責備定意要在烈怒中施報應責罰拜的人嚴加責備定意要在烈怒中施報應責罰拜的人嚴加責備定意要在烈怒中施報應責罰拜的人嚴加責備定意要在烈怒中施報應責罰。。。。
上帝更應許要造新天新地上帝更應許要造新天新地上帝更應許要造新天新地上帝更應許要造新天新地，，，，使祂與屬祂的百姓使祂與屬祂的百姓使祂與屬祂的百姓使祂與屬祂的百姓上帝更應許要造新天新地上帝更應許要造新天新地上帝更應許要造新天新地上帝更應許要造新天新地，，，，使祂與屬祂的百姓使祂與屬祂的百姓使祂與屬祂的百姓使祂與屬祂的百姓
同住同在同住同在同住同在同住同在，，，，祂的百姓也要在聖殿裡敬拜祂祂的百姓也要在聖殿裡敬拜祂祂的百姓也要在聖殿裡敬拜祂祂的百姓也要在聖殿裡敬拜祂。。。。同住同在同住同在同住同在同住同在，，，，祂的百姓也要在聖殿裡敬拜祂祂的百姓也要在聖殿裡敬拜祂祂的百姓也要在聖殿裡敬拜祂祂的百姓也要在聖殿裡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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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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我獨自踹酒醡我獨自踹酒醡我獨自踹酒醡我獨自踹酒醡．．．．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我發我發我發我發

怒將他們踹下怒將他們踹下怒將他們踹下怒將他們踹下、、、、發烈怒將他們踐踏發烈怒將他們踐踏發烈怒將他們踐踏發烈怒將他們踐踏．．．．他們的血他們的血他們的血他們的血

濺在我衣服上濺在我衣服上濺在我衣服上濺在我衣服上、、、、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啟示錄14:19-20；
19:13

64:4 從古以來人未曾聽見從古以來人未曾聽見從古以來人未曾聽見從古以來人未曾聽見、、、、未曾耳聞未曾耳聞未曾耳聞未曾耳聞、、、、未曾眼見未曾眼見未曾眼見未曾眼見、、、、

在你以外有甚麼神為等候他的人行事在你以外有甚麼神為等候他的人行事在你以外有甚麼神為等候他的人行事在你以外有甚麼神為等候他的人行事

哥林多前書 2:9

65:1 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在求問我現在求問我現在求問我現在求問我．．．．沒有尋找我沒有尋找我沒有尋找我沒有尋找我

的的的的、、、、我叫他們遇見我叫他們遇見我叫他們遇見我叫他們遇見．．．．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我對我對我對我對

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在這裏。。。。

羅馬書10:20

65:2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 羅馬書10:21

65:17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造新天新地我造新天新地我造新天新地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

也不再追想也不再追想也不再追想也不再追想

啟示錄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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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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63:3 我獨自踹酒醡我獨自踹酒醡我獨自踹酒醡我獨自踹酒醡．．．．眾民中無一人與我眾民中無一人與我眾民中無一人與我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同同同

在在在在．．．．我發怒將他們踹下我發怒將他們踹下我發怒將他們踹下我發怒將他們踹下、、、、發烈怒將發烈怒將發烈怒將發烈怒將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踐踏踐踏踐踏踐踏．．．．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並並並並

且且且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啟示錄中啟示錄中啟示錄中啟示錄中啟示錄中啟示錄中啟示錄中啟示錄中 (14:19(14:19--20) 20) 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啟示錄中啟示錄中啟示錄中啟示錄中啟示錄中啟示錄中啟示錄中啟示錄中 (14:19(14:19--20) 20) 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犯罪的世人被收在上帝
的酒醡裡的酒醡裡的酒醡裡的酒醡裡，，，，當酒醡踹在城外當酒醡踹在城外當酒醡踹在城外當酒醡踹在城外、、、、就有血從酒醡裏就有血從酒醡裏就有血從酒醡裏就有血從酒醡裏的酒醡裡的酒醡裡的酒醡裡的酒醡裡，，，，當酒醡踹在城外當酒醡踹在城外當酒醡踹在城外當酒醡踹在城外、、、、就有血從酒醡裏就有血從酒醡裏就有血從酒醡裏就有血從酒醡裏
流出來流出來流出來流出來。。。。在啟示錄在啟示錄在啟示錄在啟示錄流出來流出來流出來流出來。。。。在啟示錄在啟示錄在啟示錄在啟示錄19:1319:13說到以後基說到以後基說到以後基說到以後基督督督督要再來要再來要再來要再來，，，，說到以後基說到以後基說到以後基說到以後基督督督督要再來要再來要再來要再來，，，，
他的他的他的他的衣服會沾染了濺衣服會沾染了濺衣服會沾染了濺衣服會沾染了濺出來敵人的血出來敵人的血出來敵人的血出來敵人的血。。。。他的他的他的他的衣服會沾染了濺衣服會沾染了濺衣服會沾染了濺衣服會沾染了濺出來敵人的血出來敵人的血出來敵人的血出來敵人的血。。。。

�� 63:163:1--66的報仇者的報仇者的報仇者的報仇者，，，，就是以後要再來的彌賽亞就是以後要再來的彌賽亞就是以後要再來的彌賽亞就是以後要再來的彌賽亞－－－－耶耶耶耶的報仇者的報仇者的報仇者的報仇者，，，，就是以後要再來的彌賽亞就是以後要再來的彌賽亞就是以後要再來的彌賽亞就是以後要再來的彌賽亞－－－－耶耶耶耶
穌穌穌穌基基基基督督督督。。。。他他他他將將將將為上帝報仇為上帝報仇為上帝報仇為上帝報仇，，，，為祂的百姓報仇為祂的百姓報仇為祂的百姓報仇為祂的百姓報仇，，，，穌穌穌穌基基基基督督督督。。。。他他他他將將將將為上帝報仇為上帝報仇為上帝報仇為上帝報仇，，，，為祂的百姓報仇為祂的百姓報仇為祂的百姓報仇為祂的百姓報仇，，，，
要要要要消消消消滅敵人滅敵人滅敵人滅敵人，，，，使罪惡使罪惡使罪惡使罪惡止止止止息息息息。。。。要要要要消消消消滅敵人滅敵人滅敵人滅敵人，，，，使罪惡使罪惡使罪惡使罪惡止止止止息息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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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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765:17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造新天新地我造新天新地我造新天新地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從前的事不從前的事不從前的事不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造新天新地我造新天新地我造新天新地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從前的事不從前的事不從前的事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

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記念記念記念記念、、、、也不再追想也不再追想也不再追想也不再追想記念記念記念記念、、、、也不再追想也不再追想也不再追想也不再追想．．．．．．．．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65:2565:25 豺狼必與羊羔同食豺狼必與羊羔同食豺狼必與羊羔同食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獅子必吃草與獅子必吃草與獅子必吃草與豺狼必與羊羔同食豺狼必與羊羔同食豺狼必與羊羔同食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獅子必吃草與獅子必吃草與獅子必吃草與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樣樣樣樣．．．．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聖山在我聖山在我聖山在我聖山樣樣樣樣．．．．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聖山在我聖山在我聖山在我聖山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遍處遍處遍處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遍處遍處遍處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這這這這這這這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遍處遍處遍處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遍處遍處遍處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的

�� 啟啟啟啟啟啟啟啟示示示示示示示示錄錄錄錄錄錄錄錄 21:121:1--5 5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帝帝帝帝帝帝帝造造造造造造造造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天新天新天新天新天新天新天新天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將將將將將將將將新新新新新新新新耶耶耶耶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降降降降耶耶耶耶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降降降降
在人在人在人在人間間間間，，，，以以以以前前前前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過去過去過去過去的的的的事都事都事都事都不再被紀念不再被紀念不再被紀念不再被紀念在人在人在人在人間間間間，，，，以以以以前前前前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過去過去過去過去的的的的事都事都事都事都不再被紀念不再被紀念不再被紀念不再被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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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99說到當彌賽亞來說到當彌賽亞來說到當彌賽亞來說到當彌賽亞來臨臨臨臨的的的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豺豺豺豺說到當彌賽亞來說到當彌賽亞來說到當彌賽亞來說到當彌賽亞來臨臨臨臨的的的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豺豺豺豺狼狼狼狼狼狼狼狼
與與與與與與與與羊羔羊羔羊羔羊羔同同同同食食食食、、、、獅子必吃草獅子必吃草獅子必吃草獅子必吃草與與與與牛牛牛牛一一一一羊羔羊羔羊羔羊羔同同同同食食食食、、、、獅子必吃草獅子必吃草獅子必吃草獅子必吃草與與與與牛牛牛牛一一一一樣樣樣樣樣樣樣樣

�� 兩兩兩兩處處處處經經經經兩兩兩兩處處處處經經經經文說彌文說彌文說彌文說彌文說彌文說彌文說彌文說彌賽亞以後賽亞以後賽亞以後賽亞以後賽亞以後賽亞以後賽亞以後賽亞以後來作來作來作來作來作來作來作來作王王王王王王王王，，，，一一一一切萬切萬切萬切萬，，，，一一一一切萬切萬切萬切萬物物物物和和和和物物物物和和和和諧諧諧諧諧諧諧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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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作業期末作業期末作業期末作業期末作業期末作業期末作業期末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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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或或或名字名字名字名字，，，，包包包包含經文含經文含經文含經文（（（（或或或或名字名字名字名字，，，，包包包包含經文含經文含經文含經文（（（（1212個以上個以上個以上個以上））））個以上個以上個以上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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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