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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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先知書的前言先知書的前言先知書的前言先知書的前言先知書的前言先知書的前言先知書的前言先知書的前言



以賽亞書的前言以賽亞書的前言以賽亞書的前言以賽亞書的前言以賽亞書的前言以賽亞書的前言以賽亞書的前言以賽亞書的前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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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6 章被視為是以賽亞書的前言章被視為是以賽亞書的前言章被視為是以賽亞書的前言章被視為是以賽亞書的前言章被視為是以賽亞書的前言章被視為是以賽亞書的前言章被視為是以賽亞書的前言章被視為是以賽亞書的前言

2.2.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6 6 章中先知說出整章中先知說出整章中先知說出整章中先知說出整章中先知說出整章中先知說出整章中先知說出整章中先知說出整卷書的主題內容卷書的主題內容卷書的主題內容卷書的主題內容卷書的主題內容卷書的主題內容卷書的主題內容卷書的主題內容
並他並他並他並他並他並他並他並他受呼召傳上帝話語受呼召傳上帝話語受呼召傳上帝話語受呼召傳上帝話語受呼召傳上帝話語受呼召傳上帝話語受呼召傳上帝話語受呼召傳上帝話語的使命的使命的使命的使命的使命的使命的使命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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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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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中中中中中中中中的內容與目的的內容與目的的內容與目的的內容與目的的內容與目的的內容與目的的內容與目的的內容與目的

�� 明白神對子民責備與安慰明白神對子民責備與安慰明白神對子民責備與安慰明白神對子民責備與安慰、、、、審判與救恩審判與救恩審判與救恩審判與救恩、、、、明白神對子民責備與安慰明白神對子民責備與安慰明白神對子民責備與安慰明白神對子民責備與安慰、、、、審判與救恩審判與救恩審判與救恩審判與救恩、、、、
潔淨與稱義的心意潔淨與稱義的心意潔淨與稱義的心意潔淨與稱義的心意潔淨與稱義的心意潔淨與稱義的心意潔淨與稱義的心意潔淨與稱義的心意

�� 明白先知蒙召的經過與委身明白先知蒙召的經過與委身明白先知蒙召的經過與委身明白先知蒙召的經過與委身明白先知蒙召的經過與委身明白先知蒙召的經過與委身明白先知蒙召的經過與委身明白先知蒙召的經過與委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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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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章經文段落章經文段落章經文段落章經文段落章經文段落章經文段落章經文段落章經文段落

�� 1:11:1 先知傳道的時間與內容先知傳道的時間與內容先知傳道的時間與內容先知傳道的時間與內容先知傳道的時間與內容先知傳道的時間與內容先知傳道的時間與內容先知傳道的時間與內容

�� 1:2 1:2 –– 2:52:5 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

�� 2:5 2:5 ––4:14:1 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

概概概概
述述述述

�� 2:5 2:5 ––4:14:1 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

�� 4:24:2--66 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

�� 5:1 5:1 –– 3030 無價值的葡萄園無價值的葡萄園無價值的葡萄園無價值的葡萄園、「、「、「、「禍哉禍哉禍哉禍哉」」」」無價值的葡萄園無價值的葡萄園無價值的葡萄園無價值的葡萄園、「、「、「、「禍哉禍哉禍哉禍哉」」」」

�� 6:1 6:1 –– 1313 聖潔的上主聖潔的上主聖潔的上主聖潔的上主、、、、蒙召的僕人蒙召的僕人蒙召的僕人蒙召的僕人聖潔的上主聖潔的上主聖潔的上主聖潔的上主、、、、蒙召的僕人蒙召的僕人蒙召的僕人蒙召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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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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 2:52:5
1:2 1:2 –– 2:52:5 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現今的耶路撒冷與將來的錫安

�� 1:2 1:2 –– 9 9 罪惡的國家罪惡的國家罪惡的國家罪惡的國家，，，，罪惡的國家罪惡的國家罪惡的國家罪惡的國家，，，，

44 犯罪的國民犯罪的國民犯罪的國民犯罪的國民、、、、罪孽的百姓罪孽的百姓罪孽的百姓罪孽的百姓、、、、行惡的種類行惡的種類行惡的種類行惡的種類、、、、敗壞的兒女敗壞的兒女敗壞的兒女敗壞的兒女犯罪的國民犯罪的國民犯罪的國民犯罪的國民、、、、罪孽的百姓罪孽的百姓罪孽的百姓罪孽的百姓、、、、行惡的種類行惡的種類行惡的種類行惡的種類、、、、敗壞的兒女敗壞的兒女敗壞的兒女敗壞的兒女

�� 1:11:10 0 –– 17 17 腐朽的崇拜腐朽的崇拜腐朽的崇拜腐朽的崇拜，，，，腐朽的崇拜腐朽的崇拜腐朽的崇拜腐朽的崇拜，，，，
現現現現
今今今今

1313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惡的香品是我所憎惡的香品是我所憎惡的香品是我所憎惡的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惡的香品是我所憎惡的香品是我所憎惡的香品是我所憎惡的

1313作罪孽作罪孽作罪孽作罪孽、、、、又守嚴肅會又守嚴肅會又守嚴肅會又守嚴肅會、、、、我也不能容忍我也不能容忍我也不能容忍我也不能容忍作罪孽作罪孽作罪孽作罪孽、、、、又守嚴肅會又守嚴肅會又守嚴肅會又守嚴肅會、、、、我也不能容忍我也不能容忍我也不能容忍我也不能容忍

�� 1:18 1:18 –– 20 20 最後的警告最後的警告最後的警告最後的警告，，，，最後的警告最後的警告最後的警告最後的警告，，，，

1818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你們的罪雖雖雖雖雖雖雖雖像硃紅像硃紅像硃紅像硃紅、、、、像硃紅像硃紅像硃紅像硃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變成雪白變成雪白變成雪白變成雪白．．．．變成雪白變成雪白變成雪白變成雪白．．．．雖雖雖雖雖雖雖雖紅如丹顏紅如丹顏紅如丹顏紅如丹顏、、、、紅如丹顏紅如丹顏紅如丹顏紅如丹顏、、、、必必必必必必必必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如羊毛如羊毛如羊毛如羊毛如羊毛如羊毛如羊毛如羊毛

2020若不聽從若不聽從若不聽從若不聽從、、、、反倒悖逆反倒悖逆反倒悖逆反倒悖逆、、、、必被刀劍吞滅必被刀劍吞滅必被刀劍吞滅必被刀劍吞滅．．．．這是耶和華親這是耶和華親這是耶和華親這是耶和華親若不聽從若不聽從若不聽從若不聽從、、、、反倒悖逆反倒悖逆反倒悖逆反倒悖逆、、、、必被刀劍吞滅必被刀劍吞滅必被刀劍吞滅必被刀劍吞滅．．．．這是耶和華親這是耶和華親這是耶和華親這是耶和華親
口說的口說的口說的口說的。。。。口說的口說的口說的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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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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 2:52:5
�� 1:21 1:21 –– 31 31 錫安的淨化錫安的淨化錫安的淨化錫安的淨化，，，，錫安的淨化錫安的淨化錫安的淨化錫安的淨化，，，，

2121可歎忠信的城可歎忠信的城可歎忠信的城可歎忠信的城、、、、變為妓女變為妓女變為妓女變為妓女．．．．從前充滿了公平從前充滿了公平從前充滿了公平從前充滿了公平、、、、公義居公義居公義居公義居可歎忠信的城可歎忠信的城可歎忠信的城可歎忠信的城、、、、變為妓女變為妓女變為妓女變為妓女．．．．從前充滿了公平從前充滿了公平從前充滿了公平從前充滿了公平、、、、公義居公義居公義居公義居
在其中在其中在其中在其中、、、、現今卻有凶手居住現今卻有凶手居住現今卻有凶手居住現今卻有凶手居住在其中在其中在其中在其中、、、、現今卻有凶手居住現今卻有凶手居住現今卻有凶手居住現今卻有凶手居住

2525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煉盡你的渣滓煉盡你的渣滓煉盡你的渣滓煉盡你的渣滓、、、、除淨你的雜質除淨你的雜質除淨你的雜質除淨你的雜質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煉盡你的渣滓煉盡你的渣滓煉盡你的渣滓煉盡你的渣滓、、、、除淨你的雜質除淨你的雜質除淨你的雜質除淨你的雜質

2626你必稱為公義之城你必稱為公義之城你必稱為公義之城你必稱為公義之城、、、、忠信之邑忠信之邑忠信之邑忠信之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你必稱為公義之城你必稱為公義之城你必稱為公義之城你必稱為公義之城、、、、忠信之邑忠信之邑忠信之邑忠信之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

錫錫錫錫
安安安安
得得得得
潔潔潔潔
淨淨淨淨

2626你必稱為公義之城你必稱為公義之城你必稱為公義之城你必稱為公義之城、、、、忠信之邑忠信之邑忠信之邑忠信之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你必稱為公義之城你必稱為公義之城你必稱為公義之城你必稱為公義之城、、、、忠信之邑忠信之邑忠信之邑忠信之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
贖贖贖贖贖贖贖贖

�� 2:1 2:1 –– 4 4 上主的聖上上主的聖上上主的聖上上主的聖上，，，，上主的聖上上主的聖上上主的聖上上主的聖上，，，，

22 末後的日子末後的日子末後的日子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超乎諸山超乎諸山超乎諸山、、、、高舉高舉高舉高舉末後的日子末後的日子末後的日子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超乎諸山超乎諸山超乎諸山、、、、高舉高舉高舉高舉
過於萬嶺過於萬嶺過於萬嶺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萬民都要流歸這山萬民都要流歸這山萬民都要流歸這山過於萬嶺過於萬嶺過於萬嶺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萬民都要流歸這山萬民都要流歸這山萬民都要流歸這山

33 訓誨必出於錫安訓誨必出於錫安訓誨必出於錫安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耶和華的言語耶和華的言語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必出於耶路撒冷必出於耶路撒冷必出於耶路撒冷訓誨必出於錫安訓誨必出於錫安訓誨必出於錫安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耶和華的言語耶和華的言語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必出於耶路撒冷必出於耶路撒冷必出於耶路撒冷

44 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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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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5 –– 4:14:1
2:5 2:5 –– 4:14:1 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詳述責備與審判

�� 2:5 2:5 –– 2020 審判一審判一審判一審判一，，，，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耶和華降罰的日子審判一審判一審判一審判一，，，，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耶和華降罰的日子
1111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
．．．．惟獨耶和華被尊崇惟獨耶和華被尊崇惟獨耶和華被尊崇惟獨耶和華被尊崇。。。。．．．．惟獨耶和華被尊崇惟獨耶和華被尊崇惟獨耶和華被尊崇惟獨耶和華被尊崇。。。。

1818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
4X日子日子日子日子，，，，那日那日那日那日日子日子日子日子，，，，那日那日那日那日

1818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偶像必全然廢棄

�� 2:22 2:22 –– 4:14:1審判二審判二審判二審判二，，，，官長眾民都受審判官長眾民都受審判官長眾民都受審判官長眾民都受審判審判二審判二審判二審判二，，，，官長眾民都受審判官長眾民都受審判官長眾民都受審判官長眾民都受審判，，，，，，，，
1111惡人有禍了惡人有禍了惡人有禍了惡人有禍了．．．．他必遭災難他必遭災難他必遭災難他必遭災難．．．．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惡人有禍了惡人有禍了惡人有禍了惡人有禍了．．．．他必遭災難他必遭災難他必遭災難他必遭災難．．．．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
報應報應報應報應報應報應報應報應

1212至於我的百姓至於我的百姓至於我的百姓至於我的百姓、、、、孩童欺壓他們孩童欺壓他們孩童欺壓他們孩童欺壓他們、、、、婦女轄管他們婦女轄管他們婦女轄管他們婦女轄管他們。。。。引導引導引導引導至於我的百姓至於我的百姓至於我的百姓至於我的百姓、、、、孩童欺壓他們孩童欺壓他們孩童欺壓他們孩童欺壓他們、、、、婦女轄管他們婦女轄管他們婦女轄管他們婦女轄管他們。。。。引導引導引導引導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使你走錯使你走錯使你走錯使你走錯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使你走錯使你走錯使你走錯使你走錯

1414耶和華起來辯論耶和華起來辯論耶和華起來辯論耶和華起來辯論、、、、站著審判眾民站著審判眾民站著審判眾民站著審判眾民，，，，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審問他民中的長老耶和華起來辯論耶和華起來辯論耶和華起來辯論耶和華起來辯論、、、、站著審判眾民站著審判眾民站著審判眾民站著審判眾民，，，，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審問他民中的長老
……………………女子女子女子女子女子女子女子女子……………………男丁男丁男丁男丁男丁男丁男丁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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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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5 –– 4:14:1
�� 4:24:2--66 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詳述安慰與救恩

22 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必華美尊榮必華美尊榮必華美尊榮必華美尊榮。。。。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必華美尊榮必華美尊榮必華美尊榮必華美尊榮。。。。

33 主以公義的靈主以公義的靈主以公義的靈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和焚燒的靈和焚燒的靈和焚燒的靈、、、、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主以公義的靈主以公義的靈主以公義的靈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和焚燒的靈和焚燒的靈和焚燒的靈、、、、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

55 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山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山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山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山、、、、並各會眾以上並各會眾以上並各會眾以上並各會眾以上、、、、使白日有煙使白日有煙使白日有煙使白日有煙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山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山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山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山、、、、並各會眾以上並各會眾以上並各會眾以上並各會眾以上、、、、使白日有煙使白日有煙使白日有煙使白日有煙
雲雲雲雲、、、、黑夜有火焰的光黑夜有火焰的光黑夜有火焰的光黑夜有火焰的光雲雲雲雲、、、、黑夜有火焰的光黑夜有火焰的光黑夜有火焰的光黑夜有火焰的光雲雲雲雲、、、、黑夜有火焰的光黑夜有火焰的光黑夜有火焰的光黑夜有火焰的光雲雲雲雲、、、、黑夜有火焰的光黑夜有火焰的光黑夜有火焰的光黑夜有火焰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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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 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

公義和焚燒的靈公義和焚燒的靈公義和焚燒的靈公義和焚燒的靈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

煙雲火焰中降臨的耶和華煙雲火焰中降臨的耶和華煙雲火焰中降臨的耶和華煙雲火焰中降臨的耶和華 聖父聖父聖父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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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1 –– 3030
5:1 5:1 –– 3030 無價值的葡萄園無價值的葡萄園無價值的葡萄園無價值的葡萄園、「、「、「、「禍哉禍哉禍哉禍哉」」」」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無價值的葡萄園無價值的葡萄園無價值的葡萄園無價值的葡萄園、「、「、「、「禍哉禍哉禍哉禍哉」」」」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

�� 5:1 5:1 –– 77 葡萄園之歌葡萄園之歌葡萄園之歌葡萄園之歌葡萄園之歌葡萄園之歌葡萄園之歌葡萄園之歌
77 葡萄園葡萄園葡萄園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愛的樹他所喜愛的樹他所喜愛的樹他所喜愛的樹、、、、就是就是就是就是猶大猶大猶大猶大人人人人葡萄園葡萄園葡萄園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愛的樹他所喜愛的樹他所喜愛的樹他所喜愛的樹、、、、就是就是就是就是猶大猶大猶大猶大人人人人

44 我為葡萄園我為葡萄園我為葡萄園我為葡萄園還還還還有有有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可作的可作的可作的可作的？？？？我我我我指望結好指望結好指望結好指望結好葡萄葡萄葡萄葡萄、、、、怎麼怎麼怎麼怎麼我為葡萄園我為葡萄園我為葡萄園我為葡萄園還還還還有有有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可作的可作的可作的可作的？？？？我我我我指望結好指望結好指望結好指望結好葡萄葡萄葡萄葡萄、、、、怎麼怎麼怎麼怎麼
倒倒倒倒結結結結了了了了野野野野葡萄葡萄葡萄葡萄呢呢呢呢？？？？倒倒倒倒結結結結了了了了野野野野葡萄葡萄葡萄葡萄呢呢呢呢？？？？倒倒倒倒結結結結了了了了野野野野葡萄葡萄葡萄葡萄呢呢呢呢？？？？倒倒倒倒結結結結了了了了野野野野葡萄葡萄葡萄葡萄呢呢呢呢？？？？

77 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指望指望指望指望的是公平的是公平的是公平的是公平、、、、誰知誰知誰知誰知倒有倒有倒有倒有暴虐暴虐暴虐暴虐．．．．指望指望指望指望的是公義的是公義的是公義的是公義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指望指望指望指望的是公平的是公平的是公平的是公平、、、、誰知誰知誰知誰知倒有倒有倒有倒有暴虐暴虐暴虐暴虐．．．．指望指望指望指望的是公義的是公義的是公義的是公義
、、、、誰知誰知誰知誰知倒有倒有倒有倒有冤聲冤聲冤聲冤聲？？？？、、、、誰知誰知誰知誰知倒有倒有倒有倒有冤聲冤聲冤聲冤聲？？？？

�� 5:8 5:8 –– 2424 收成惡果子收成惡果子收成惡果子收成惡果子，，，，六個六個六個六個「「「「禍哉禍哉禍哉禍哉」」」」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收成惡果子收成惡果子收成惡果子收成惡果子，，，，六個六個六個六個「「「「禍哉禍哉禍哉禍哉」」」」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
1010三十畝三十畝三十畝三十畝葡萄園葡萄園葡萄園葡萄園只只只只出出出出一罷特酒一罷特酒一罷特酒一罷特酒、、、、一賀梅珥穀一賀梅珥穀一賀梅珥穀一賀梅珥穀種種種種只結一伊只結一伊只結一伊只結一伊三十畝三十畝三十畝三十畝葡萄園葡萄園葡萄園葡萄園只只只只出出出出一罷特酒一罷特酒一罷特酒一罷特酒、、、、一賀梅珥穀一賀梅珥穀一賀梅珥穀一賀梅珥穀種種種種只結一伊只結一伊只結一伊只結一伊
法糧食法糧食法糧食法糧食法糧食法糧食法糧食法糧食

2424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根根根根必像必像必像必像朽朽朽朽物物物物、、、、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花花花花、、、、必像必像必像必像灰塵飛騰灰塵飛騰灰塵飛騰灰塵飛騰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根根根根必像必像必像必像朽朽朽朽物物物物、、、、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花花花花、、、、必像必像必像必像灰塵飛騰灰塵飛騰灰塵飛騰灰塵飛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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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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1 –– 3030
�� 5:8 5:8 –– 2424 收成惡果子收成惡果子收成惡果子收成惡果子，，，，六個六個六個六個「「「「禍哉禍哉禍哉禍哉」」」」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收成惡果子收成惡果子收成惡果子收成惡果子，，，，六個六個六個六個「「「「禍哉禍哉禍哉禍哉」」」」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

1.1. 貪婪搶地貪婪搶地貪婪搶地貪婪搶地貪婪搶地貪婪搶地貪婪搶地貪婪搶地 (5:8)(5:8)
2.2. 醉酒宴樂醉酒宴樂醉酒宴樂醉酒宴樂醉酒宴樂醉酒宴樂醉酒宴樂醉酒宴樂 (5:11(5:11--12)12)
3.3. 目中目中目中目中無神無神無神無神目中目中目中目中無神無神無神無神 (5:18(5:18--19)19)
4.4. 顛顛顛顛倒是非倒是非倒是非倒是非顛顛顛顛倒是非倒是非倒是非倒是非 (5:20)(5:20)

六六六六
個個個個
禍禍禍禍 4.4. 顛顛顛顛倒是非倒是非倒是非倒是非顛顛顛顛倒是非倒是非倒是非倒是非 (5:20)(5:20)

5.5. 自自自自負負負負自自自自大大大大自自自自負負負負自自自自大大大大 (5:21)(5:21)
6.6. 屈屈屈屈枉正枉正枉正枉正義義義義屈屈屈屈枉正枉正枉正枉正義義義義 (5:22(5:22--23)23)

�� 5:25 5:25 –– 3131外邦攻擊急速來臨外邦攻擊急速來臨外邦攻擊急速來臨外邦攻擊急速來臨外邦攻擊急速來臨外邦攻擊急速來臨外邦攻擊急速來臨外邦攻擊急速來臨
2525耶和華的耶和華的耶和華的耶和華的怒氣向怒氣向怒氣向怒氣向他的百姓發作他的百姓發作他的百姓發作他的百姓發作、、、、他的手他的手他的手他的手伸伸伸伸出出出出攻擊攻擊攻擊攻擊他們他們他們他們耶和華的耶和華的耶和華的耶和華的怒氣向怒氣向怒氣向怒氣向他的百姓發作他的百姓發作他的百姓發作他的百姓發作、、、、他的手他的手他的手他的手伸伸伸伸出出出出攻擊攻擊攻擊攻擊他們他們他們他們

2626遠方遠方遠方遠方的國民的國民的國民的國民急速奔急速奔急速奔急速奔來來來來、、、、箭快利弓箭快利弓箭快利弓箭快利弓上上上上弦弦弦弦．．．．蹄蹄蹄蹄如如如如石輪石輪石輪石輪如如如如風風風風遠方遠方遠方遠方的國民的國民的國民的國民急速奔急速奔急速奔急速奔來來來來、、、、箭快利弓箭快利弓箭快利弓箭快利弓上上上上弦弦弦弦．．．．蹄蹄蹄蹄如如如如石輪石輪石輪石輪如如如如風風風風

2929像像像像母獅咆哮母獅咆哮母獅咆哮母獅咆哮像像像像母獅咆哮母獅咆哮母獅咆哮母獅咆哮像像像像少壯獅少壯獅少壯獅少壯獅子子子子抓食抓食抓食抓食像像像像少壯獅少壯獅少壯獅少壯獅子子子子抓食抓食抓食抓食、、、、、、、、向向向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吼叫吼叫吼叫吼叫像像像像海浪海浪海浪海浪向向向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吼叫吼叫吼叫吼叫像像像像海浪海浪海浪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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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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1 –– 1313
6:1 6:1 –– 1313 聖潔的上主聖潔的上主聖潔的上主聖潔的上主、、、、蒙召的僕人蒙召的僕人蒙召的僕人蒙召的僕人聖潔的上主聖潔的上主聖潔的上主聖潔的上主、、、、蒙召的僕人蒙召的僕人蒙召的僕人蒙召的僕人

�� 6:1 6:1 –– 44 看見神看見神看見神看見神看見神看見神看見神看見神

33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萬萬萬軍軍軍軍之耶和華之耶和華之耶和華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他的榮光充滿全他的榮光充滿全他的榮光充滿全地地地地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萬萬萬軍軍軍軍之耶和華之耶和華之耶和華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他的榮光充滿全他的榮光充滿全他的榮光充滿全地地地地

�� 6:56:5 認罪認罪認罪認罪認罪認罪認罪認罪

55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嘴唇嘴唇嘴唇嘴唇不不不不潔潔潔潔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又住在又住在又住在又住在嘴唇嘴唇嘴唇嘴唇不不不不潔潔潔潔的民中的民中的民中的民中我是我是我是我是嘴唇嘴唇嘴唇嘴唇不不不不潔潔潔潔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又住在又住在又住在又住在嘴唇嘴唇嘴唇嘴唇不不不不潔潔潔潔的民中的民中的民中的民中55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嘴唇嘴唇嘴唇嘴唇不不不不潔潔潔潔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又住在又住在又住在又住在嘴唇嘴唇嘴唇嘴唇不不不不潔潔潔潔的民中的民中的民中的民中我是我是我是我是嘴唇嘴唇嘴唇嘴唇不不不不潔潔潔潔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又住在又住在又住在又住在嘴唇嘴唇嘴唇嘴唇不不不不潔潔潔潔的民中的民中的民中的民中

�� 6:6 6:6 –– 77 蒙潔淨蒙潔淨蒙潔淨蒙潔淨蒙潔淨蒙潔淨蒙潔淨蒙潔淨

77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這這這這炭沾炭沾炭沾炭沾了你的了你的了你的了你的嘴嘴嘴嘴．．．．你的罪孽你的罪孽你的罪孽你的罪孽便便便便除除除除掉掉掉掉、、、、你的罪惡你的罪惡你的罪惡你的罪惡看哪看哪看哪看哪、、、、這這這這炭沾炭沾炭沾炭沾了你的了你的了你的了你的嘴嘴嘴嘴．．．．你的罪孽你的罪孽你的罪孽你的罪孽便便便便除除除除掉掉掉掉、、、、你的罪惡你的罪惡你的罪惡你的罪惡
就就就就赦免赦免赦免赦免了了了了就就就就赦免赦免赦免赦免了了了了

�� 6:8 6:8 –– 1313 蒙差遣蒙差遣蒙差遣蒙差遣蒙差遣蒙差遣蒙差遣蒙差遣

88 我又聽我又聽我又聽我又聽見見見見主的主的主的主的聲音聲音聲音聲音說說說說、、、、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差遣誰呢差遣誰呢差遣誰呢差遣誰呢、、、、誰肯誰肯誰肯誰肯為我們為我們為我們為我們我又聽我又聽我又聽我又聽見見見見主的主的主的主的聲音聲音聲音聲音說說說說、、、、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差遣誰呢差遣誰呢差遣誰呢差遣誰呢、、、、誰肯誰肯誰肯誰肯為我們為我們為我們為我們
去去去去呢呢呢呢．．．．我說我說我說我說、、、、我在這我在這我在這我在這裏裏裏裏、、、、請差遣請差遣請差遣請差遣我我我我去去去去呢呢呢呢．．．．我說我說我說我說、、、、我在這我在這我在這我在這裏裏裏裏、、、、請差遣請差遣請差遣請差遣我我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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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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言分概述與詳述兩部分前言分概述與詳述兩部分前言分概述與詳述兩部分前言分概述與詳述兩部分，，，，第第第第前言分概述與詳述兩部分前言分概述與詳述兩部分前言分概述與詳述兩部分前言分概述與詳述兩部分，，，，第第第第11章為概述章為概述章為概述章為概述，，，，第第第第章為概述章為概述章為概述章為概述，，，，第第第第22--55章詳述章詳述章詳述章詳述章詳述章詳述章詳述章詳述
，，，，而第而第而第而第，，，，而第而第而第而第66章是先知的蒙召的見證章是先知的蒙召的見證章是先知的蒙召的見證章是先知的蒙召的見證。。。。章是先知的蒙召的見證章是先知的蒙召的見證章是先知的蒙召的見證章是先知的蒙召的見證。。。。

�� 兩個主題兩個主題兩個主題兩個主題：：：：責備與安慰責備與安慰責備與安慰責備與安慰、、、、審判與救恩一再交替出現審判與救恩一再交替出現審判與救恩一再交替出現審判與救恩一再交替出現，，，，先先先先兩個主題兩個主題兩個主題兩個主題：：：：責備與安慰責備與安慰責備與安慰責備與安慰、、、、審判與救恩一再交替出現審判與救恩一再交替出現審判與救恩一再交替出現審判與救恩一再交替出現，，，，先先先先
知宣布神責備審判的咒詛之後仍有救贖安慰的盼望知宣布神責備審判的咒詛之後仍有救贖安慰的盼望知宣布神責備審判的咒詛之後仍有救贖安慰的盼望知宣布神責備審判的咒詛之後仍有救贖安慰的盼望知宣布神責備審判的咒詛之後仍有救贖安慰的盼望知宣布神責備審判的咒詛之後仍有救贖安慰的盼望知宣布神責備審判的咒詛之後仍有救贖安慰的盼望知宣布神責備審判的咒詛之後仍有救贖安慰的盼望 ((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1:181:18雖雖雖雖雖雖雖雖……………………必必必必必必必必；；；；；；；；6:136:13雖雖雖雖雖雖雖雖……………………仍仍仍仍仍仍仍仍))

11 55��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11章與第章與第章與第章與第章與第章與第章與第章與第55章章章章，，，，神嘆息說出祂對以色列百姓的照顧卷愛神嘆息說出祂對以色列百姓的照顧卷愛神嘆息說出祂對以色列百姓的照顧卷愛神嘆息說出祂對以色列百姓的照顧卷愛章章章章，，，，神嘆息說出祂對以色列百姓的照顧卷愛神嘆息說出祂對以色列百姓的照顧卷愛神嘆息說出祂對以色列百姓的照顧卷愛神嘆息說出祂對以色列百姓的照顧卷愛
，，，，像父母像父母像父母像父母，，，，像父母像父母像父母像父母1:21:2、、、、像園主像園主像園主像園主、、、、像園主像園主像園主像園主5:15:1，，，，，，，，

�� 但百姓卻犯罪悖逆拜偶像但百姓卻犯罪悖逆拜偶像但百姓卻犯罪悖逆拜偶像但百姓卻犯罪悖逆拜偶像，，，，悖逆之後神雖責打但仍憐憫悖逆之後神雖責打但仍憐憫悖逆之後神雖責打但仍憐憫悖逆之後神雖責打但仍憐憫但百姓卻犯罪悖逆拜偶像但百姓卻犯罪悖逆拜偶像但百姓卻犯罪悖逆拜偶像但百姓卻犯罪悖逆拜偶像，，，，悖逆之後神雖責打但仍憐憫悖逆之後神雖責打但仍憐憫悖逆之後神雖責打但仍憐憫悖逆之後神雖責打但仍憐憫
(1:9)(1:9)，，，，犯罪污穢之後神要潔淨他們赦免他們犯罪污穢之後神要潔淨他們赦免他們犯罪污穢之後神要潔淨他們赦免他們犯罪污穢之後神要潔淨他們赦免他們，，，，犯罪污穢之後神要潔淨他們赦免他們犯罪污穢之後神要潔淨他們赦免他們犯罪污穢之後神要潔淨他們赦免他們犯罪污穢之後神要潔淨他們赦免他們 (1:25(1:25--26)26)，，，，，，，，
潔淨是從被擄之懲罰而來潔淨是從被擄之懲罰而來潔淨是從被擄之懲罰而來潔淨是從被擄之懲罰而來（（（（潔淨是從被擄之懲罰而來潔淨是從被擄之懲罰而來潔淨是從被擄之懲罰而來潔淨是從被擄之懲罰而來（（（（煉盡煉盡煉盡煉盡、、、、除淨除淨除淨除淨煉盡煉盡煉盡煉盡、、、、除淨除淨除淨除淨））））））））

�� 最終的赦罪潔淨要從最終的赦罪潔淨要從最終的赦罪潔淨要從最終的赦罪潔淨要從「「「「最終的赦罪潔淨要從最終的赦罪潔淨要從最終的赦罪潔淨要從最終的赦罪潔淨要從「「「「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而出而出而出而出，，，，洗去錫洗去錫洗去錫洗去錫」」」」而出而出而出而出，，，，洗去錫洗去錫洗去錫洗去錫
安女子的污穢安女子的污穢安女子的污穢安女子的污穢，，，，凡住耶路撒冷凡住耶路撒冷凡住耶路撒冷凡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冊上記名的都要在生命冊上記名的都要在生命冊上記名的都要在生命冊上記名的都要安女子的污穢安女子的污穢安女子的污穢安女子的污穢，，，，凡住耶路撒冷凡住耶路撒冷凡住耶路撒冷凡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冊上記名的都要在生命冊上記名的都要在生命冊上記名的都要在生命冊上記名的都要
被稱為聖潔被稱為聖潔被稱為聖潔被稱為聖潔被稱為聖潔被稱為聖潔被稱為聖潔被稱為聖潔 (4:2(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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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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若不是萬若不是萬若不是萬若不是萬軍軍軍軍之耶和華之耶和華之耶和華之耶和華給給給給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稍留餘稍留餘稍留餘稍留餘種種種種、、、、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早已早已早已早已像所多像所多像所多像所多瑪瑪瑪瑪、、、、蛾摩拉蛾摩拉蛾摩拉蛾摩拉的的的的樣樣樣樣子了子了子了子了。。。。

羅馬書9:29

4:3 那那那那時時時時、、、、剩剩剩剩在錫安在錫安在錫安在錫安留留留留在耶路撒冷的在耶路撒冷的在耶路撒冷的在耶路撒冷的、、、、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住耶路撒冷住耶路撒冷住耶路撒冷住耶路撒冷、、、、在生在生在生在生命冊命冊命冊命冊上上上上記名記名記名記名的的的的、、、、
必稱為必稱為必稱為必稱為聖聖聖聖

生命冊，參啟

示錄3:5；
20:12；21:27必稱為必稱為必稱為必稱為聖聖聖聖 20:12；21:27

5:1-7 （（（（葡萄園葡萄園葡萄園葡萄園之之之之歌歌歌歌）））） 馬太福音
21:33-41

6:9 

6:10

他說他說他說他說、、、、你去你去你去你去告訴告訴告訴告訴這百姓說這百姓說這百姓說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你們聽是要你們聽是要你們聽是要
聽聽聽聽見見見見、、、、卻不卻不卻不卻不明明明明白白白白．．．．看看看看是要是要是要是要看見看見看見看見、、、、卻不卻不卻不卻不曉曉曉曉
得得得得。。。。要使這百姓要使這百姓要使這百姓要使這百姓心心心心蒙蒙蒙蒙脂油脂油脂油脂油、、、、耳朵耳朵耳朵耳朵發發發發沉沉沉沉、、、、
眼眼眼眼睛昏迷睛昏迷睛昏迷睛昏迷．．．．恐怕恐怕恐怕恐怕眼眼眼眼睛看見睛看見睛看見睛看見、、、、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聽聽聽聽見見見見、、、、
心裏明心裏明心裏明心裏明白白白白、、、、回轉回轉回轉回轉過來過來過來過來、、、、便便便便得得得得醫治醫治醫治醫治。。。。

馬太福音
13:14-15；
約翰福音12:40；
使徒行傳
28:25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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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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 –– 44 末後的日子末後的日子末後的日子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超乎諸超乎諸超乎諸末後的日子末後的日子末後的日子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超乎諸超乎諸超乎諸
山山山山、、、、高舉過於萬嶺高舉過於萬嶺高舉過於萬嶺高舉過於萬嶺。。。。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往往往、、、、說說說說、、、、來來來來吧吧吧吧、、、、山山山山、、、、高舉過於萬嶺高舉過於萬嶺高舉過於萬嶺高舉過於萬嶺。。。。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往往往、、、、說說說說、、、、來來來來吧吧吧吧、、、、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登登登登耶和華的山耶和華的山耶和華的山耶和華的山、、、、奔雅奔雅奔雅奔雅各各各各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登登登登耶和華的山耶和華的山耶和華的山耶和華的山、、、、奔雅奔雅奔雅奔雅各各各各 神神神神的殿的殿的殿的殿．．．．主必將他的主必將他的主必將他的主必將他的道教道教道教道教神神神神的殿的殿的殿的殿．．．．主必將他的主必將他的主必將他的主必將他的道教道教道教道教
訓我們訓我們訓我們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我們也要行他的路我們也要行他的路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耶耶耶訓我們訓我們訓我們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我們也要行他的路我們也要行他的路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耶耶耶
和華的言語和華的言語和華的言語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必出於耶路撒冷必出於耶路撒冷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和華的言語和華的言語和華的言語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必出於耶路撒冷必出於耶路撒冷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
、、、、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他們要將刀他們要將刀他們要將刀打打打打成成成成犁頭犁頭犁頭犁頭、、、、把槍打把槍打把槍打把槍打、、、、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他們要將刀他們要將刀他們要將刀打打打打成成成成犁頭犁頭犁頭犁頭、、、、把槍打把槍打把槍打把槍打、、、、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他們要將刀他們要將刀他們要將刀打打打打成成成成犁頭犁頭犁頭犁頭、、、、把槍打把槍打把槍打把槍打、、、、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他們要將刀他們要將刀他們要將刀打打打打成成成成犁頭犁頭犁頭犁頭、、、、把槍打把槍打把槍打把槍打

成成成成鐮鐮鐮鐮刀刀刀刀．．．．這國不舉刀這國不舉刀這國不舉刀這國不舉刀攻擊攻擊攻擊攻擊那國那國那國那國、、、、他們也不再他們也不再他們也不再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學習戰事學習戰事學習戰事成成成成鐮鐮鐮鐮刀刀刀刀．．．．這國不舉刀這國不舉刀這國不舉刀這國不舉刀攻擊攻擊攻擊攻擊那國那國那國那國、、、、他們也不再他們也不再他們也不再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學習戰事學習戰事學習戰事。。。。。。。。

�� 對照明白賽對照明白賽對照明白賽對照明白賽對照明白賽對照明白賽對照明白賽對照明白賽 9:69:6；；；；；；；；11: 3 11: 3 –– 1010；；；；；；；；32:1 32:1 –– 22；；；；；；；；65: 17 65: 17 –– 2525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經文後經文後經文後經文後，，，，就發現這段就發現這段就發現這段就發現這段經文後經文後經文後經文後，，，，就發現這段就發現這段就發現這段就發現這段2:2 2:2 –– 44告訴我們告訴我們告訴我們告訴我們：：：：告訴我們告訴我們告訴我們告訴我們：：：：

�� 末後的日子主要在錫安山末後的日子主要在錫安山末後的日子主要在錫安山末後的日子主要在錫安山末後的日子主要在錫安山末後的日子主要在錫安山末後的日子主要在錫安山末後的日子主要在錫安山作王掌權作王掌權作王掌權作王掌權作王掌權作王掌權作王掌權作王掌權、、、、、、、、行審判斷是非行審判斷是非行審判斷是非行審判斷是非行審判斷是非行審判斷是非行審判斷是非行審判斷是非、、、、、、、、
行教導發訓誨行教導發訓誨行教導發訓誨行教導發訓誨行教導發訓誨行教導發訓誨行教導發訓誨行教導發訓誨

�� 因主被高舉要吸引萬人來歸向祂因主被高舉要吸引萬人來歸向祂因主被高舉要吸引萬人來歸向祂因主被高舉要吸引萬人來歸向祂，，，，這些都要應驗在彌賽這些都要應驗在彌賽這些都要應驗在彌賽這些都要應驗在彌賽因主被高舉要吸引萬人來歸向祂因主被高舉要吸引萬人來歸向祂因主被高舉要吸引萬人來歸向祂因主被高舉要吸引萬人來歸向祂，，，，這些都要應驗在彌賽這些都要應驗在彌賽這些都要應驗在彌賽這些都要應驗在彌賽
亞亞亞亞亞亞亞亞——耶穌基督的身上耶穌基督的身上耶穌基督的身上耶穌基督的身上耶穌基督的身上耶穌基督的身上耶穌基督的身上耶穌基督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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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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4 :2 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必華美尊榮必華美尊榮必華美尊榮必華美尊榮、、、、地地地地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必華美尊榮必華美尊榮必華美尊榮必華美尊榮、、、、地地地地
的出的出的出的出產產產產、、、、必為以色列必為以色列必為以色列必為以色列逃脫逃脫逃脫逃脫的人的人的人的人顯顯顯顯為榮華為榮華為榮華為榮華茂盛茂盛茂盛茂盛。。。。的出的出的出的出產產產產、、、、必為以色列必為以色列必為以色列必為以色列逃脫逃脫逃脫逃脫的人的人的人的人顯顯顯顯為榮華為榮華為榮華為榮華茂盛茂盛茂盛茂盛。。。。

��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23:523:5 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日子將到日子將到日子將到、、、、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給大衛興給大衛興給大衛興給大衛興起起起起一個一個一個一個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日子將到日子將到日子將到、、、、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給大衛興給大衛興給大衛興給大衛興起起起起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公義的苗公義的苗公義的苗公義的苗裔裔裔裔、、、、他必他必他必他必掌王權掌王權掌王權掌王權、、、、行行行行事事事事有有有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在在在在地地地地上施行公上施行公上施行公上施行公公義的苗公義的苗公義的苗公義的苗裔裔裔裔、、、、他必他必他必他必掌王權掌王權掌王權掌王權、、、、行行行行事事事事有有有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在在在在地地地地上施行公上施行公上施行公上施行公
平平平平、、、、和公義和公義和公義和公義。。。。平平平平、、、、和公義和公義和公義和公義。。。。

6:126:12�� 亞亞亞亞亞亞亞亞 6:126:12 對對對對他說他說他說他說、、、、萬萬萬萬軍軍軍軍之耶和華如之耶和華如之耶和華如之耶和華如此此此此說說說說、、、、看哪看哪看哪看哪、、、、那那那那名名名名對對對對他說他說他說他說、、、、萬萬萬萬軍軍軍軍之耶和華如之耶和華如之耶和華如之耶和華如此此此此說說說說、、、、看哪看哪看哪看哪、、、、那那那那名名名名
稱為稱為稱為稱為大衛大衛大衛大衛苗苗苗苗裔裔裔裔的的的的、、、、他要在他要在他要在他要在本處本處本處本處長起來長起來長起來長起來．．．．並要並要並要並要建造建造建造建造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稱為稱為稱為稱為大衛大衛大衛大衛苗苗苗苗裔裔裔裔的的的的、、、、他要在他要在他要在他要在本處本處本處本處長起來長起來長起來長起來．．．．並要並要並要並要建造建造建造建造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
的殿的殿的殿的殿。。。。的殿的殿的殿的殿。。。。

�� 比照以耶比照以耶比照以耶比照以耶比照以耶比照以耶比照以耶比照以耶 23:523:5；；；；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33:1533:15；；；；亞亞亞亞；；；；亞亞亞亞 3:83:8；；；；亞亞亞亞；；；；亞亞亞亞 6:126:12，，，，，，，，
便知道便知道便知道便知道「「「「便知道便知道便知道便知道「「「「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耶和華發生的苗」」」」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大衛大衛大衛大衛的後的後的後的後裔裔裔裔大衛大衛大衛大衛的後的後的後的後裔裔裔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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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末後的日子必為顯出祂的榮耀在末後的日子必為顯出祂的榮耀在末後的日子必為顯出祂的榮耀在末後的日子必為顯出祂的榮耀，，，，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殿，，，，賜福祂賜福祂賜福祂賜福祂在末後的日子必為顯出祂的榮耀在末後的日子必為顯出祂的榮耀在末後的日子必為顯出祂的榮耀在末後的日子必為顯出祂的榮耀，，，，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殿，，，，賜福祂賜福祂賜福祂賜福祂
的子民的子民的子民的子民。。。。的子民的子民的子民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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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
�� 查考耶查考耶查考耶查考耶查考耶查考耶查考耶查考耶23:523:5；；；；耶耶耶耶；；；；耶耶耶耶33:1533:15；；；；亞亞亞亞；；；；亞亞亞亞3:83:8；；；；亞亞亞亞；；；；亞亞亞亞6:126:12，，，，，，，，
�� 對照賽對照賽對照賽對照賽對照賽對照賽對照賽對照賽4:2 4:2 –– 66
�� 留意留意留意留意「「「「那日那日那日那日、、、、苗裔苗裔苗裔苗裔、、、、掌權掌權掌權掌權、、、、審判審判審判審判」」」」等字句等字句等字句等字句，，，，找找找找留意留意留意留意「「「「那日那日那日那日、、、、苗裔苗裔苗裔苗裔、、、、掌權掌權掌權掌權、、、、審判審判審判審判」」」」等字句等字句等字句等字句，，，，找找找找
出有關彌賽亞出有關彌賽亞出有關彌賽亞出有關彌賽亞出有關彌賽亞出有關彌賽亞出有關彌賽亞出有關彌賽亞——大衛的後裔末後要作王的預表大衛的後裔末後要作王的預表大衛的後裔末後要作王的預表大衛的後裔末後要作王的預表大衛的後裔末後要作王的預表大衛的後裔末後要作王的預表大衛的後裔末後要作王的預表大衛的後裔末後要作王的預表

�� （（（（不必繳不必繳不必繳不必繳））））（（（（不必繳不必繳不必繳不必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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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網頁課程網頁課程網頁課程網頁課程網頁課程網頁課程網頁課程網頁
www.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Messiahwww.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Mess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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