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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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212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彌彌彌彌彌彌彌彌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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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章章章章章章章章下下下下下下下下--1212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1.1.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告耶和華的審判開始帶進耶和華的救告耶和華的審判開始帶進耶和華的救告耶和華的審判開始帶進耶和華的救告耶和華的審判開始帶進耶和華的救告耶和華的審判開始帶進耶和華的救告耶和華的審判開始帶進耶和華的救告耶和華的審判開始帶進耶和華的救告耶和華的審判開始帶進耶和華的救恩恩恩恩恩恩恩恩

2.2.從從從從從從從從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和華的怒氣還未轉和華的怒氣還未轉和華的怒氣還未轉和華的怒氣還未轉和華的怒氣還未轉和華的怒氣還未轉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消消消消消消消到到到到到到到到你你你你你你你你的怒氣卻已轉的怒氣卻已轉的怒氣卻已轉的怒氣卻已轉的怒氣卻已轉的怒氣卻已轉的怒氣卻已轉的怒氣卻已轉消消消消消消消消

3.3.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外邦國家被興起懲罰以色列外邦國家被興起懲罰以色列外邦國家被興起懲罰以色列外邦國家被興起懲罰以色列外邦國家被興起懲罰以色列外邦國家被興起懲罰以色列外邦國家被興起懲罰以色列外邦國家被興起懲罰以色列民民民民民民民民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外邦人一同稱謝上帝的救恩仰望彌賽亞君外邦人一同稱謝上帝的救恩仰望彌賽亞君外邦人一同稱謝上帝的救恩仰望彌賽亞君外邦人一同稱謝上帝的救恩仰望彌賽亞君外邦人一同稱謝上帝的救恩仰望彌賽亞君外邦人一同稱謝上帝的救恩仰望彌賽亞君外邦人一同稱謝上帝的救恩仰望彌賽亞君外邦人一同稱謝上帝的救恩仰望彌賽亞君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4.4.4.4.這段經文啟示彌這段經文啟示彌這段經文啟示彌這段經文啟示彌這段經文啟示彌這段經文啟示彌這段經文啟示彌這段經文啟示彌賽賽賽賽賽賽賽賽亞亞亞亞亞亞亞亞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根源根源根源根源：：：：彌彌彌彌根源根源根源根源：：：：彌彌彌彌賽亞出於耶西賽亞出於耶西賽亞出於耶西賽亞出於耶西賽亞出於耶西賽亞出於耶西賽亞出於耶西賽亞出於耶西
的家室的家室的家室的家室的家室的家室的家室的家室，，，，是大是大是大是大，，，，是大是大是大是大衛的後裔衛的後裔衛的後裔衛的後裔衛的後裔衛的後裔衛的後裔衛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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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的心與奇妙的帝憐憫的心與奇妙的帝憐憫的心與奇妙的帝憐憫的心與奇妙的帝憐憫的心與奇妙的帝憐憫的心與奇妙的帝憐憫的心與奇妙的帝憐憫的心與奇妙的救恩救恩救恩救恩救恩救恩救恩救恩

�� 明白彌明白彌明白彌明白彌明白彌明白彌明白彌明白彌賽賽賽賽賽賽賽賽亞根源的預言亞根源的預言亞根源的預言亞根源的預言、、、、應驗與盼望應驗與盼望應驗與盼望應驗與盼望亞根源的預言亞根源的預言亞根源的預言亞根源的預言、、、、應驗與盼望應驗與盼望應驗與盼望應驗與盼望

22



責備責備責備責備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安慰安慰安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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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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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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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212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經文段落經文段落經文段落經文段落經文段落經文段落經文段落經文段落

�� 9:8 9:8 –– 10:410:4 宣判以色列的刑宣判以色列的刑宣判以色列的刑宣判以色列的刑宣判以色列的刑宣判以色列的刑宣判以色列的刑宣判以色列的刑罰罰罰罰罰罰罰罰

�� 10:5 10:5 –– 1919 亞亞亞亞亞亞亞亞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

�� 10:20 10:20 –– 3434 餘民歸回全能上餘民歸回全能上餘民歸回全能上餘民歸回全能上餘民歸回全能上餘民歸回全能上餘民歸回全能上餘民歸回全能上帝帝帝帝帝帝帝帝

�� 11:1 11:1 –– 1616 彌彌彌彌彌彌彌彌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招聚餘民歸回的招聚餘民歸回的招聚餘民歸回的招聚餘民歸回的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招聚餘民歸回的招聚餘民歸回的招聚餘民歸回的招聚餘民歸回的主主主主主主主主

�� 12:1 12:1 –– 66 稱稱稱稱稱稱稱稱謝歸謝歸謝歸謝歸謝歸謝歸謝歸謝歸於錫安的主於錫安的主於錫安的主於錫安的主於錫安的主於錫安的主於錫安的主於錫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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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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9:8 –– 10:410:4
9:8 9:8 –– 10:410:4 宣判以色列的刑罰宣判以色列的刑罰宣判以色列的刑罰宣判以色列的刑罰宣判以色列的刑罰宣判以色列的刑罰宣判以色列的刑罰宣判以色列的刑罰，，，，，，，，

但但但但但但但但「「「「「「「「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 ))
�� 9:89:8––1212 以法蓮和撒瑪利亞的驕傲以法蓮和撒瑪利亞的驕傲以法蓮和撒瑪利亞的驕傲以法蓮和撒瑪利亞的驕傲以法蓮和撒瑪利亞的驕傲以法蓮和撒瑪利亞的驕傲以法蓮和撒瑪利亞的驕傲以法蓮和撒瑪利亞的驕傲，，，，，，，，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興起外邦攻擊以色帝興起外邦攻擊以色帝興起外邦攻擊以色帝興起外邦攻擊以色帝興起外邦攻擊以色帝興起外邦攻擊以色帝興起外邦攻擊以色帝興起外邦攻擊以色列列列列列列列列
11-12 耶和華要高舉利汛的敵人耶和華要高舉利汛的敵人耶和華要高舉利汛的敵人耶和華要高舉利汛的敵人（（（（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來攻擊以來攻擊以來攻擊以來攻擊以 色色色色

9:12, 17, 21; 9:12, 17, 21; 10:4; 10:4; 5:255:25

4x

四四四四

重重重重 11-12 耶和華要高舉利汛的敵人耶和華要高舉利汛的敵人耶和華要高舉利汛的敵人耶和華要高舉利汛的敵人（（（（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來攻擊以來攻擊以來攻擊以來攻擊以 色色色色
列列列列、、、、並要激動以色列的仇敵並要激動以色列的仇敵並要激動以色列的仇敵並要激動以色列的仇敵、、、、 … 他們張口要吞吃他們張口要吞吃他們張口要吞吃他們張口要吞吃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 9:139:13––1717 百姓行惡百姓行惡百姓行惡百姓行惡，，，，沒有歸向尋求耶和華沒有歸向尋求耶和華沒有歸向尋求耶和華沒有歸向尋求耶和華百姓行惡百姓行惡百姓行惡百姓行惡，，，，沒有歸向尋求耶和華沒有歸向尋求耶和華沒有歸向尋求耶和華沒有歸向尋求耶和華，，，，，，，，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要擊打長老到平民帝要擊打長老到平民帝要擊打長老到平民帝要擊打長老到平民帝要擊打長老到平民帝要擊打長老到平民帝要擊打長老到平民帝要擊打長老到平民

1414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此此此此、、、、耶和華一日之間耶和華一日之間耶和華一日之間耶和華一日之間、、、、必從以色列中剪除頭與尾必從以色列中剪除頭與尾必從以色列中剪除頭與尾必從以色列中剪除頭與尾此此此此、、、、耶和華一日之間耶和華一日之間耶和華一日之間耶和華一日之間、、、、必從以色列中剪除頭與尾必從以色列中剪除頭與尾必從以色列中剪除頭與尾必從以色列中剪除頭與尾
、、、、棕枝與蘆葦棕枝與蘆葦棕枝與蘆葦棕枝與蘆葦、、、、棕枝與蘆葦棕枝與蘆葦棕枝與蘆葦棕枝與蘆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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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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9:8 –– 10:410:4
�� 9:189:18––2121 邪惡蔓延如火邪惡蔓延如火邪惡蔓延如火邪惡蔓延如火，，，，各人搶奪侵吞各人搶奪侵吞各人搶奪侵吞各人搶奪侵吞邪惡蔓延如火邪惡蔓延如火邪惡蔓延如火邪惡蔓延如火，，，，各人搶奪侵吞各人搶奪侵吞各人搶奪侵吞各人搶奪侵吞，，，，，，，，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的刑罰也像火臨到焚帝的刑罰也像火臨到焚帝的刑罰也像火臨到焚帝的刑罰也像火臨到焚帝的刑罰也像火臨到焚帝的刑罰也像火臨到焚帝的刑罰也像火臨到焚帝的刑罰也像火臨到焚燒燒燒燒燒燒燒燒
19 因萬軍之耶和華的烈怒因萬軍之耶和華的烈怒因萬軍之耶和華的烈怒因萬軍之耶和華的烈怒、、、、地都燒遍地都燒遍地都燒遍地都燒遍．．．．百姓成為火柴百姓成為火柴百姓成為火柴百姓成為火柴

、、、、無人憐愛弟兄無人憐愛弟兄無人憐愛弟兄無人憐愛弟兄

�� 10:110:1––44 設立不義律法設立不義律法設立不義律法設立不義律法、、、、審判屈枉窮乏的審判屈枉窮乏的審判屈枉窮乏的審判屈枉窮乏的設立不義律法設立不義律法設立不義律法設立不義律法、、、、審判屈枉窮乏的審判屈枉窮乏的審判屈枉窮乏的審判屈枉窮乏的，，，，，，，，

四四四四

重重重重

上上上上

帝帝帝帝 �� 10:110:1––44 設立不義律法設立不義律法設立不義律法設立不義律法、、、、審判屈枉窮乏的審判屈枉窮乏的審判屈枉窮乏的審判屈枉窮乏的設立不義律法設立不義律法設立不義律法設立不義律法、、、、審判屈枉窮乏的審判屈枉窮乏的審判屈枉窮乏的審判屈枉窮乏的，，，，，，，，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要使他們被擄被殺帝要使他們被擄被殺帝要使他們被擄被殺帝要使他們被擄被殺帝要使他們被擄被殺帝要使他們被擄被殺帝要使他們被擄被殺帝要使他們被擄被殺

11 禍禍禍禍禍禍禍禍哉哉哉哉、、、、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和記錄奸詐之判語和記錄奸詐之判語和記錄奸詐之判語和記錄奸詐之判語哉哉哉哉、、、、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和記錄奸詐之判語和記錄奸詐之判語和記錄奸詐之判語和記錄奸詐之判語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44 他們只得屈身在被擄的人以下他們只得屈身在被擄的人以下他們只得屈身在被擄的人以下他們只得屈身在被擄的人以下、、、、仆倒在被殺的人以仆倒在被殺的人以仆倒在被殺的人以仆倒在被殺的人以他們只得屈身在被擄的人以下他們只得屈身在被擄的人以下他們只得屈身在被擄的人以下他們只得屈身在被擄的人以下、、、、仆倒在被殺的人以仆倒在被殺的人以仆倒在被殺的人以仆倒在被殺的人以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雖雖雖雖雖雖雖雖然如此然如此然如此然如此、、、、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他的手仍伸不縮他的手仍伸不縮他的手仍伸不縮他的手仍伸不縮然如此然如此然如此然如此、、、、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他的手仍伸不縮他的手仍伸不縮他的手仍伸不縮他的手仍伸不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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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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0:5 –– 1919
10:5 10:5 –– 1919 亞亞亞亞亞亞亞亞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述自大必遭神懲

�� 10:510:5––66 亞述本來是上帝用以懲罰列國的工具亞述本來是上帝用以懲罰列國的工具亞述本來是上帝用以懲罰列國的工具亞述本來是上帝用以懲罰列國的工具亞述本來是上帝用以懲罰列國的工具亞述本來是上帝用以懲罰列國的工具亞述本來是上帝用以懲罰列國的工具亞述本來是上帝用以懲罰列國的工具

5 亞亞亞亞述是我怒氣的棍述是我怒氣的棍述是我怒氣的棍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拿我惱恨的杖手中拿我惱恨的杖手中拿我惱恨的杖手中拿我惱恨的杖

�� 10:710:7––1414 亞述征服毀滅之意亞述征服毀滅之意亞述征服毀滅之意亞述征服毀滅之意，，，，自誇高傲之自誇高傲之自誇高傲之自誇高傲之亞述征服毀滅之意亞述征服毀滅之意亞述征服毀滅之意亞述征服毀滅之意，，，，自誇高傲之自誇高傲之自誇高傲之自誇高傲之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7 他他他他心裏倒想毀滅心裏倒想毀滅心裏倒想毀滅心裏倒想毀滅、、、、剪除不少的剪除不少的剪除不少的剪除不少的國國國國7 他他他他心裏倒想毀滅心裏倒想毀滅心裏倒想毀滅心裏倒想毀滅、、、、剪除不少的剪除不少的剪除不少的剪除不少的國國國國

13 他他他他說說說說、、、、我所成就的事我所成就的事我所成就的事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是靠我手的能力是靠我手的能力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和我的和我的和我的智智智智
慧慧慧慧．．．．我本有聰明我本有聰明我本有聰明我本有聰明．．．．我挪移列國的地界我挪移列國的地界我挪移列國的地界我挪移列國的地界、、、、搶奪他們搶奪他們搶奪他們搶奪他們所所所所
積積積積蓄的財寶蓄的財寶蓄的財寶蓄的財寶、、、、並且我像勇士並且我像勇士並且我像勇士並且我像勇士、、、、使坐寶座的降為使坐寶座的降為使坐寶座的降為使坐寶座的降為卑卑卑卑

�� 10:1510:15––1919上帝要懲罰亞上帝要懲罰亞上帝要懲罰亞上帝要懲罰亞上帝要懲罰亞上帝要懲罰亞上帝要懲罰亞上帝要懲罰亞述自述自述自述自述自述自述自述自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焚毀她的榮焚毀她的榮焚毀她的榮焚毀她的榮焚毀她的榮焚毀她的榮焚毀她的榮焚毀她的榮華華華華華華華華

15 斧斧斧斧、、、、豈可向用斧砍木的自誇呢豈可向用斧砍木的自誇呢豈可向用斧砍木的自誇呢豈可向用斧砍木的自誇呢．．．．鋸鋸鋸鋸、、、、豈可向用鋸豈可向用鋸豈可向用鋸豈可向用鋸的的的的
自自自自大呢大呢大呢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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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的馬兵亞述的馬兵亞述的馬兵亞述的馬兵亞述的馬兵亞述的馬兵亞述的馬兵亞述的馬兵



亞述的步兵亞述的步兵亞述的步兵亞述的步兵亞述的步兵亞述的步兵亞述的步兵亞述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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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10:20 –– 3434
10:20 10:20 –– 3434餘民歸回全能上帝餘民歸回全能上帝餘民歸回全能上帝餘民歸回全能上帝餘民歸回全能上帝餘民歸回全能上帝餘民歸回全能上帝餘民歸回全能上帝，「，「，「，「，「，「，「，「還還還還還還還還有一點點有一點點有一點點有一點點有一點點有一點點有一點點有一點點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向向向向候候候候、、、、向向向向你們發的忿恨就要完你們發的忿恨就要完你們發的忿恨就要完你們發的忿恨就要完你們發的忿恨就要完你們發的忿恨就要完你們發的忿恨就要完你們發的忿恨就要完畢畢畢畢畢畢畢畢」」」」」」」」(10:25)(10:25)

�� 10:2010:20––2727百姓歸回上帝百姓歸回上帝百姓歸回上帝百姓歸回上帝，，，，侵略者受神怒氣侵略者受神怒氣侵略者受神怒氣侵略者受神怒氣百姓歸回上帝百姓歸回上帝百姓歸回上帝百姓歸回上帝，，，，侵略者受神怒氣侵略者受神怒氣侵略者受神怒氣侵略者受神怒氣

20 到到到到那日那日那日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以色列所剩下的以色列所剩下的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脫的和雅各家所逃脫的和雅各家所逃脫的和雅各家所逃脫的、、、、
要要要要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者者者要要要要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者者者

27 到到到到那日那日那日那日、、、、亞述王的重擔必離開你的肩頭亞述王的重擔必離開你的肩頭亞述王的重擔必離開你的肩頭亞述王的重擔必離開你的肩頭、、、、他的軛他的軛他的軛他的軛必必必必
離離離離開你的頸項開你的頸項開你的頸項開你的頸項

�� 10:2810:28––3434亞述王攻擊猶大必被上帝阻止亞述王攻擊猶大必被上帝阻止亞述王攻擊猶大必被上帝阻止亞述王攻擊猶大必被上帝阻止亞述王攻擊猶大必被上帝阻止亞述王攻擊猶大必被上帝阻止亞述王攻擊猶大必被上帝阻止亞述王攻擊猶大必被上帝阻止 (36(36--373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7 亞述王要在挪伯歇兵亞述王要在挪伯歇兵亞述王要在挪伯歇兵亞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錫安女子的山向錫安女子的山向錫安女子的山向錫安女子的山、、、、就是耶就是耶就是耶就是耶路路路路
撒撒撒撒冷的山冷的山冷的山冷的山、、、、掄手攻他掄手攻他掄手攻他掄手攻他。。。。看看看看哪哪哪哪、、、、主萬軍之耶和華主萬軍之耶和華主萬軍之耶和華主萬軍之耶和華、、、、以以以以
驚驚驚驚嚇削去樹枝嚇削去樹枝嚇削去樹枝嚇削去樹枝．．．．長高的必被砍下長高的必被砍下長高的必被砍下長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高大的必被伐高大的必被伐高大的必被伐倒倒倒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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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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報傳報傳報傳報傳報傳報傳報傳報亞述行軍動態亞述行軍動態亞述行軍動態亞述行軍動態亞述行軍動態亞述行軍動態亞述行軍動態亞述行軍動態
�� 以賽亞似乎在做亞述軍隊行軍的實況報導以賽亞似乎在做亞述軍隊行軍的實況報導以賽亞似乎在做亞述軍隊行軍的實況報導以賽亞似乎在做亞述軍隊行軍的實況報導以賽亞似乎在做亞述軍隊行軍的實況報導以賽亞似乎在做亞述軍隊行軍的實況報導以賽亞似乎在做亞述軍隊行軍的實況報導以賽亞似乎在做亞述軍隊行軍的實況報導

��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10:28 10:28 –– 3232，，，，，，，，亞述大軍進攻耶路撒冷的路線亞述大軍進攻耶路撒冷的路線亞述大軍進攻耶路撒冷的路線亞述大軍進攻耶路撒冷的路線亞述大軍進攻耶路撒冷的路線亞述大軍進攻耶路撒冷的路線亞述大軍進攻耶路撒冷的路線亞述大軍進攻耶路撒冷的路線

•• 亞葉亞葉亞葉亞葉、、、、米磯崙米磯崙米磯崙米磯崙，，，，亞葉亞葉亞葉亞葉、、、、米磯崙米磯崙米磯崙米磯崙，，，，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東北東北東北東北3030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 密抹密抹密抹密抹，，，，密抹密抹密抹密抹，，，，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77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 迦巴迦巴迦巴迦巴、、、、拉瑪拉瑪拉瑪拉瑪，，，，迦巴迦巴迦巴迦巴、、、、拉瑪拉瑪拉瑪拉瑪，，，，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66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 基比亞基比亞基比亞基比亞，，，，基比亞基比亞基比亞基比亞，，，，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44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 迦琳迦琳迦琳迦琳、、、、亞拿突亞拿突亞拿突亞拿突、、、、基柄基柄基柄基柄，，，，迦琳迦琳迦琳迦琳、、、、亞拿突亞拿突亞拿突亞拿突、、、、基柄基柄基柄基柄，，，，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22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 挪伯挪伯挪伯挪伯，，，，挪伯挪伯挪伯挪伯，，，， 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11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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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攻擊耶路撒冷行軍路線圖亞述攻擊耶路撒冷行軍路線圖亞述攻擊耶路撒冷行軍路線圖亞述攻擊耶路撒冷行軍路線圖亞述攻擊耶路撒冷行軍路線圖亞述攻擊耶路撒冷行軍路線圖亞述攻擊耶路撒冷行軍路線圖亞述攻擊耶路撒冷行軍路線圖

（（（（（（（（賽賽賽賽賽賽賽賽 10:28 10:28 10:28 10:28 10:28 10:28 10:28 10:28 –––––––– 323232323232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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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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1 –– 1616
11:1 11:1 –– 1616 彌彌彌彌彌彌彌彌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招聚餘民歸回的主招聚餘民歸回的主招聚餘民歸回的主招聚餘民歸回的主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賽亞的根源，，，，招聚餘民歸回的主招聚餘民歸回的主招聚餘民歸回的主招聚餘民歸回的主

�� 11:1, 1011:1, 10 出於耶西出於耶西出於耶西出於耶西，，，，又是耶西的根的君王又是耶西的根的君王又是耶西的根的君王又是耶西的根的君王出於耶西出於耶西出於耶西出於耶西，，，，又是耶西的根的君王又是耶西的根的君王又是耶西的根的君王又是耶西的根的君王，，，，，，，，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是大衛王的後裔是大衛王的後裔是大衛王的後裔是大衛王的後裔、、、、眾所期待的王眾所期待的王眾所期待的王眾所期待的王是大衛王的後裔是大衛王的後裔是大衛王的後裔是大衛王的後裔、、、、眾所期待的王眾所期待的王眾所期待的王眾所期待的王

4 從耶西的本從耶西的本從耶西的本從耶西的本〔〔〔〔原文作橔原文作橔原文作橔原文作橔〕〕〕〕必發一條必發一條必發一條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從他根生的從他根生的從他根生的枝枝枝枝

子子子子必結果必結果必結果必結果實實實實子子子子必結果必結果必結果必結果實實實實

11 到到到到那日那日那日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外邦外邦外邦人必人必人必人必尋尋尋尋求求求求
他他他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

�� 11:211:2 被神的靈充滿的君王被神的靈充滿的君王被神的靈充滿的君王被神的靈充滿的君王被神的靈充滿的君王被神的靈充滿的君王被神的靈充滿的君王被神的靈充滿的君王

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明明明
的的的的靈靈靈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靈靈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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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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1 –– 1616
�� 11:311:3--55 公義正直信實的君公義正直信實的君公義正直信實的君公義正直信實的君公義正直信實的君公義正直信實的君公義正直信實的君公義正直信實的君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3-4 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 … … … 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公義審判貧窮人、、、、

以以以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以口中的杖擊以口中的杖擊以口中的杖擊以口中的杖擊打打打打世界世界世界世界．．．．
以以以以嘴嘴嘴嘴裏的氣殺裏的氣殺裏的氣殺裏的氣殺戮惡戮惡戮惡戮惡人人人人

�� 11:611:6--99 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 11:611:6--99 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君王治理的太平世界，，，，，，，，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天新地的和平景天新地的和平景天新地的和平景天新地的和平景天新地的和平景天新地的和平景天新地的和平景天新地的和平景象象象象象象象象（（（（參賽參賽參賽參賽（（（（參賽參賽參賽參賽65:2565:25））））））））

6 豺豺豺豺狼狼狼狼必與必與必與必與綿羊羔同居綿羊羔同居綿羊羔同居綿羊羔同居、、、、豹豹豹豹子與山子與山子與山子與山羊羔同羊羔同羊羔同羊羔同臥臥臥臥 …………

7 牛牛牛牛必與必與必與必與熊同食熊同食熊同食熊同食．．．．牛犢牛犢牛犢牛犢必與必與必與必與小熊同臥小熊同臥小熊同臥小熊同臥 …………

8 吃吃吃吃奶奶奶奶的的的的孩孩孩孩子必子必子必子必玩耍玩耍玩耍玩耍在在在在虺蛇虺蛇虺蛇虺蛇的的的的洞洞洞洞口口口口、、、、斷斷斷斷奶奶奶奶的的的的嬰兒嬰兒嬰兒嬰兒必必必必按按按按
手手手手在在在在毒蛇毒蛇毒蛇毒蛇的的的的穴穴穴穴上上上上

9 在我聖山的遍在我聖山的遍在我聖山的遍在我聖山的遍處處處處、、、、這這這這一一一一切切切切都不都不都不都不傷傷傷傷人不人不人不人不害物害物害物害物．．．．因因因因為為為為認認認認
識識識識耶和華的知識要耶和華的知識要耶和華的知識要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充滿充滿充滿遍地遍地遍地遍地、、、、好好好好像像像像水充滿洋海水充滿洋海水充滿洋海水充滿洋海一一一一般般般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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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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1 –– 1616
�� 11:1111:11--1616大能的上帝招聚百姓大能的上帝招聚百姓大能的上帝招聚百姓大能的上帝招聚百姓大能的上帝招聚百姓大能的上帝招聚百姓大能的上帝招聚百姓大能的上帝招聚百姓，，，，如如如如，，，，如如如如昔日昔日昔日昔日昔日昔日昔日昔日領以色領以色領以色領以色領以色領以色領以色領以色

列人出列人出列人出列人出列人出列人出列人出列人出埃及一埃及一埃及一埃及一埃及一埃及一埃及一埃及一般般般般（（（（稱稱稱稱般般般般（（（（稱稱稱稱為為為為：：：：新出埃新出埃新出埃新出埃為為為為：：：：新出埃新出埃新出埃新出埃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11 當當當當那日那日那日那日、、、、主必主必主必主必二次二次二次二次伸手伸手伸手伸手救回救回救回救回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百姓中所百姓中所百姓中所百姓中所餘餘餘餘剩的剩的剩的剩的

12 他他他他必向列國必向列國必向列國必向列國豎豎豎豎立大旗立大旗立大旗立大旗、、、、招回招回招回招回以色列被以色列被以色列被以色列被趕散趕散趕散趕散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又又又又從地的從地的從地的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四方聚集分散四方聚集分散四方聚集分散的的的的猶猶猶猶大大大大人人人人又又又又從地的從地的從地的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四方聚集分散四方聚集分散四方聚集分散的的的的猶猶猶猶大大大大人人人人

13 以以以以法蓮法蓮法蓮法蓮的的的的嫉妒嫉妒嫉妒嫉妒就必消就必消就必消就必消散散散散、、、、擾害猶擾害猶擾害猶擾害猶大的必被剪除大的必被剪除大的必被剪除大的必被剪除．．．．
以以以以法蓮法蓮法蓮法蓮必不必不必不必不嫉妒猶嫉妒猶嫉妒猶嫉妒猶大大大大、、、、猶猶猶猶大大大大也也也也不不不不擾害擾害擾害擾害以以以以法法法法蓮蓮蓮蓮

15 耶耶耶耶和華必使和華必使和華必使和華必使埃及海汊枯乾埃及海汊枯乾埃及海汊枯乾埃及海汊枯乾．．．．掄手用掄手用掄手用掄手用暴熱暴熱暴熱暴熱的的的的風風風風、、、、使使使使大大大大
河河河河分分分分為為為為七七七七條條條條

16 為主為主為主為主餘餘餘餘剩的百姓剩的百姓剩的百姓剩的百姓、、、、就是從亞述剩下就是從亞述剩下就是從亞述剩下就是從亞述剩下回回回回來的來的來的來的、、、、必有必有必有必有一一一一
條條條條大大大大道道道道、、、、如如如如當當當當日以色列從日以色列從日以色列從日以色列從埃及埃及埃及埃及地上來一地上來一地上來一地上來一樣樣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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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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2:1 –– 66
12:1 12:1 –– 66 稱謝頌讚歸於錫安的主稱謝頌讚歸於錫安的主稱謝頌讚歸於錫安的主稱謝頌讚歸於錫安的主稱謝頌讚歸於錫安的主稱謝頌讚歸於錫安的主稱謝頌讚歸於錫安的主稱謝頌讚歸於錫安的主

�� 12:112:1--33 個人因耶和華的拯救而稱個人因耶和華的拯救而稱個人因耶和華的拯救而稱個人因耶和華的拯救而稱個人因耶和華的拯救而稱個人因耶和華的拯救而稱個人因耶和華的拯救而稱個人因耶和華的拯救而稱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1 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你必說你必說你必說你必說、、、、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阿阿阿阿、、、、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稱謝稱謝稱謝稱謝你你你你．．．．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你你你你

雖雖雖雖然向我發怒然向我發怒然向我發怒然向我發怒、、、、你的怒氣你的怒氣你的怒氣你的怒氣卻已卻已卻已卻已轉消轉消轉消轉消、、、、你你你你又又又又安安安安慰了慰了慰了慰了我我我我

3 所以你們必從所以你們必從所以你們必從所以你們必從救恩救恩救恩救恩的的的的泉源歡泉源歡泉源歡泉源歡然然然然取水取水取水取水3 所以你們必從所以你們必從所以你們必從所以你們必從救恩救恩救恩救恩的的的的泉源歡泉源歡泉源歡泉源歡然然然然取水取水取水取水

�� 12:412:4--66 團體要稱謝傳揚救贖主團體要稱謝傳揚救贖主團體要稱謝傳揚救贖主團體要稱謝傳揚救贖主團體要稱謝傳揚救贖主團體要稱謝傳揚救贖主團體要稱謝傳揚救贖主團體要稱謝傳揚救贖主

4 在那日在那日在那日在那日、、、、你們要說你們要說你們要說你們要說、、、、當稱謝當稱謝當稱謝當稱謝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求求求求告告告告他的他的他的他的名名名名、、、、
將將將將他所他所他所他所行行行行的的的的傳揚傳揚傳揚傳揚在萬民中在萬民中在萬民中在萬民中、、、、提提提提說他的說他的說他的說他的名已名已名已名已被被被被尊崇尊崇尊崇尊崇

5 你們要向耶和華你們要向耶和華你們要向耶和華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因他所因他所因他所因他所行行行行的的的的甚甚甚甚是是是是美美美美好好好好

6 錫安的錫安的錫安的錫安的居居居居民哪民哪民哪民哪、、、、當揚聲歡呼當揚聲歡呼當揚聲歡呼當揚聲歡呼．．．．因為在你們中間的因為在你們中間的因為在你們中間的因為在你們中間的以以以以
色色色色列聖者列聖者列聖者列聖者、、、、乃乃乃乃為為為為至至至至大大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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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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章下至章下至章下至章下至章下至章下至章下至章下至1010章表章表章表章表章表章表章表章表達上帝的怒氣達上帝的怒氣達上帝的怒氣達上帝的怒氣達上帝的怒氣達上帝的怒氣達上帝的怒氣達上帝的怒氣，，，，並宣並宣並宣並宣，，，，並宣並宣並宣並宣告對以色列國的刑告對以色列國的刑告對以色列國的刑告對以色列國的刑告對以色列國的刑告對以色列國的刑告對以色列國的刑告對以色列國的刑
罰與猶大國的危難罰與猶大國的危難罰與猶大國的危難罰與猶大國的危難，，，，以色以色以色以色罰與猶大國的危難罰與猶大國的危難罰與猶大國的危難罰與猶大國的危難，，，，以色以色以色以色列會被列會被列會被列會被列會被列會被列會被列會被亞述滅亡擄走亞述滅亡擄走亞述滅亡擄走亞述滅亡擄走，，，，但上帝但上帝但上帝但上帝亞述滅亡擄走亞述滅亡擄走亞述滅亡擄走亞述滅亡擄走，，，，但上帝但上帝但上帝但上帝
要懲罰亞述的殘暴自大要懲罰亞述的殘暴自大要懲罰亞述的殘暴自大要懲罰亞述的殘暴自大，，，，阻擋亞述對猶大的進阻擋亞述對猶大的進阻擋亞述對猶大的進阻擋亞述對猶大的進要懲罰亞述的殘暴自大要懲罰亞述的殘暴自大要懲罰亞述的殘暴自大要懲罰亞述的殘暴自大，，，，阻擋亞述對猶大的進阻擋亞述對猶大的進阻擋亞述對猶大的進阻擋亞述對猶大的進攻攻攻攻攻攻攻攻

��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對餘帝對餘帝對餘帝對餘帝對餘帝對餘帝對餘帝對餘民有憐民有憐民有憐民有憐民有憐民有憐民有憐民有憐憫與恩典憫與恩典憫與恩典憫與恩典。。。。祂要拯救他們祂要拯救他們祂要拯救他們祂要拯救他們，，，，領他們領他們領他們領他們憫與恩典憫與恩典憫與恩典憫與恩典。。。。祂要拯救他們祂要拯救他們祂要拯救他們祂要拯救他們，，，，領他們領他們領他們領他們歸回歸回歸回歸回歸回歸回歸回歸回
1)1)歸歸回上帝，餘民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回上帝，餘民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

2)2)歸歸回故土，餘回故土，餘民要蒙神領民要蒙神領他們回到故土，他們回到故土，像領像領以色列人出埃以色列人出埃及及2)2)歸歸回故土，餘回故土，餘民要蒙神領民要蒙神領他們回到故土，他們回到故土，像領像領以色列人出埃以色列人出埃及及

�� ((1111章章章章章章章章))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將興起一位王帝將興起一位王帝將興起一位王帝將興起一位王，，，，從耶西的枝條而從耶西的枝條而從耶西的枝條而從耶西的枝條而帝將興起一位王帝將興起一位王帝將興起一位王帝將興起一位王，，，，從耶西的枝條而從耶西的枝條而從耶西的枝條而從耶西的枝條而出如出如出如出如出如出如出如出如大衛大衛大衛大衛大衛大衛大衛大衛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被上帝的靈充滿被上帝的靈充滿被上帝的靈充滿被上帝的靈充滿，，，，行公義按正直審判治理帶來和行公義按正直審判治理帶來和行公義按正直審判治理帶來和行公義按正直審判治理帶來和被上帝的靈充滿被上帝的靈充滿被上帝的靈充滿被上帝的靈充滿，，，，行公義按正直審判治理帶來和行公義按正直審判治理帶來和行公義按正直審判治理帶來和行公義按正直審判治理帶來和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 11:111:1, , 1010：：：：：：：：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彌賽亞君王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於耶西的一枝也是大衛的後於耶西的一枝也是大衛的後於耶西的一枝也是大衛的後於耶西的一枝也是大衛的後於耶西的一枝也是大衛的後於耶西的一枝也是大衛的後於耶西的一枝也是大衛的後於耶西的一枝也是大衛的後裔裔裔裔裔裔裔裔

�� 11:1111:11「「「「「「「「主必主必主必主必二次二次二次二次伸手伸手伸手伸手救回救回救回救回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百姓中所百姓中所百姓中所百姓中所餘餘餘餘剩的剩的剩的剩的主必主必主必主必二次二次二次二次伸手伸手伸手伸手救回救回救回救回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百姓中所百姓中所百姓中所百姓中所餘餘餘餘剩的剩的剩的剩的」」」」指指指指」」」」指指指指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末後猶太人回末後猶太人回末後猶太人回末後猶太人回末後猶太人回末後猶太人回末後猶太人回末後猶太人回歸歸歸歸。。。。歸歸歸歸。。。。19481948年年年年年年年年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立國立國立國立國，，，，有有有有立國立國立國立國，，，，有有有有數百萬人回數百萬人回數百萬人回數百萬人回數百萬人回數百萬人回數百萬人回數百萬人回歸歸歸歸歸歸歸歸

�� (12(12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當當當當當當當當「「「「那日那日那日那日」」」」蒙恩的子民要感謝稱頌救恩的主蒙恩的子民要感謝稱頌救恩的主蒙恩的子民要感謝稱頌救恩的主蒙恩的子民要感謝稱頌救恩的主，，，，傳傳傳傳「「「「那日那日那日那日」」」」蒙恩的子民要感謝稱頌救恩的主蒙恩的子民要感謝稱頌救恩的主蒙恩的子民要感謝稱頌救恩的主蒙恩的子民要感謝稱頌救恩的主，，，，傳傳傳傳
揚歌頌救贖主的作為與偉大揚歌頌救贖主的作為與偉大揚歌頌救贖主的作為與偉大揚歌頌救贖主的作為與偉大揚歌頌救贖主的作為與偉大揚歌頌救贖主的作為與偉大揚歌頌救贖主的作為與偉大揚歌頌救贖主的作為與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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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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 以色列阿以色列阿以色列阿以色列阿、、、、你的百姓你的百姓你的百姓你的百姓、、、、雖多如海沙雖多如海沙雖多如海沙雖多如海沙、、、、惟有惟有惟有惟有
剩下的歸回剩下的歸回剩下的歸回剩下的歸回．．．．

羅馬書9:27

11:1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從他根生的枝子必從他根生的枝子必從他根生的枝子必
結果實結果實結果實結果實
（（（（枝子枝子枝子枝子 Netzer））））

拿撒勒人

Nazarene
馬太福音2:23（（（（枝子枝子枝子枝子 Netzer））））

11:4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以正直判斷世上以正直判斷世上以正直判斷世上
的謙卑人的謙卑人的謙卑人的謙卑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裏以嘴裏以嘴裏以嘴裏
的氣殺戮惡人的氣殺戮惡人的氣殺戮惡人的氣殺戮惡人。。。。

啟示錄19:15

11:10 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外邦外邦外邦
人必尋求他人必尋求他人必尋求他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

羅馬書15:12

12:3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約翰福音7: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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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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 從耶西的本從耶西的本從耶西的本從耶西的本從耶西的本從耶西的本從耶西的本從耶西的本〔〔〔〔〔〔〔〔原文作橔原文作橔原文作橔原文作橔原文作橔原文作橔原文作橔原文作橔〕〕〕〕〕〕〕〕必發一條必發一條必發一條必發一條、、、、從他從他從他從他必發一條必發一條必發一條必發一條、、、、從他從他從他從他根根根根根根根根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的枝子必結果實的枝子必結果實的枝子必結果實的枝子必結果實的枝子必結果實的枝子必結果實的枝子必結果實的枝子必結果實。。。。。。。。

��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從耶西的樹橔而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從耶西的樹橔而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從耶西的樹橔而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從耶西的樹橔而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從耶西的樹橔而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從耶西的樹橔而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從耶西的樹橔而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從耶西的樹橔而出的一條出的一條出的一條出的一條，，，，出的一條出的一條出的一條出的一條，，，，從他從他從他從他從他從他從他從他
的樹根而的樹根而的樹根而的樹根而的樹根而的樹根而的樹根而的樹根而生的一枝生的一枝生的一枝生的一枝生的一枝生的一枝生的一枝生的一枝

��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他就是大衛的後他就是大衛的後他就是大衛的後他就是大衛的後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他就是大衛的後他就是大衛的後他就是大衛的後他就是大衛的後裔裔裔裔裔裔裔裔這這這這這這這這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他就是大衛的後他就是大衛的後他就是大衛的後他就是大衛的後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是說到彌賽亞的確是從耶西而來，，，，他就是大衛的後他就是大衛的後他就是大衛的後他就是大衛的後裔裔裔裔裔裔裔裔

��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位彌賽亞將帶來公義和位彌賽亞將帶來公義和位彌賽亞將帶來公義和位彌賽亞將帶來公義和位彌賽亞將帶來公義和位彌賽亞將帶來公義和位彌賽亞將帶來公義和位彌賽亞將帶來公義和平平平平（（（（賽賽賽賽平平平平（（（（賽賽賽賽11:31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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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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就是使他有智就是使他有智就是使他有智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就是使他有智就是使他有智就是使他有智慧慧慧慧慧慧慧慧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聰明的靈聰明的靈聰明的靈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知識和敬知識和敬知識和敬聰明的靈聰明的靈聰明的靈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知識和敬知識和敬知識和敬畏畏畏畏畏畏畏畏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和華的靈和華的靈和華的靈和華的靈和華的靈和華的靈和華的靈和華的靈。。。。。。。。

�� 這裡有七靈住在彌賽亞身上這裡有七靈住在彌賽亞身上這裡有七靈住在彌賽亞身上這裡有七靈住在彌賽亞身上：：：：這裡有七靈住在彌賽亞身上這裡有七靈住在彌賽亞身上這裡有七靈住在彌賽亞身上這裡有七靈住在彌賽亞身上：：：：耶和華的靈耶和華的靈耶和華的靈耶和華的靈、、、、智慧和聰明智慧和聰明智慧和聰明智慧和聰明耶和華的靈耶和華的靈耶和華的靈耶和華的靈、、、、智慧和聰明智慧和聰明智慧和聰明智慧和聰明
的靈的靈的靈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的靈的靈的靈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 參照參照參照參照參照參照參照參照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1:41:4「「「「「「「「昔昔昔昔在在在在今今今今在以在以在以在以後永後永後永後永在的在的在的在的昔昔昔昔在在在在今今今今在以在以在以在以後永後永後永後永在的在的在的在的 神神神神．．．．和他寶座和他寶座和他寶座和他寶座神神神神．．．．和他寶座和他寶座和他寶座和他寶座
前前前前的的的的七七七七靈靈靈靈前前前前的的的的七七七七靈靈靈靈」」」」」」」」

��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們明白這裡說到上帝的靈全然與彌賽亞同在們明白這裡說到上帝的靈全然與彌賽亞同在們明白這裡說到上帝的靈全然與彌賽亞同在們明白這裡說到上帝的靈全然與彌賽亞同在，，，，所以這所以這所以這所以這們明白這裡說到上帝的靈全然與彌賽亞同在們明白這裡說到上帝的靈全然與彌賽亞同在們明白這裡說到上帝的靈全然與彌賽亞同在們明白這裡說到上帝的靈全然與彌賽亞同在，，，，所以這所以這所以這所以這
位彌賽亞不只是出生於大衛家的後裔位彌賽亞不只是出生於大衛家的後裔位彌賽亞不只是出生於大衛家的後裔位彌賽亞不只是出生於大衛家的後裔，，，，耶和華的靈住在耶和華的靈住在耶和華的靈住在耶和華的靈住在位彌賽亞不只是出生於大衛家的後裔位彌賽亞不只是出生於大衛家的後裔位彌賽亞不只是出生於大衛家的後裔位彌賽亞不只是出生於大衛家的後裔，，，，耶和華的靈住在耶和華的靈住在耶和華的靈住在耶和華的靈住在
他身上顯出他與神同在的身份他身上顯出他與神同在的身份他身上顯出他與神同在的身份他身上顯出他與神同在的身份他身上顯出他與神同在的身份他身上顯出他與神同在的身份他身上顯出他與神同在的身份他身上顯出他與神同在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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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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邦邦邦邦邦邦邦邦人必人必人必人必人必人必人必人必尋求他尋求他尋求他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尋求他尋求他尋求他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

�� 彌彌彌彌彌彌彌彌賽賽賽賽賽賽賽賽亞是亞是亞是亞是亞是亞是亞是亞是從耶西的枝從耶西的枝從耶西的枝從耶西的枝從耶西的枝從耶西的枝從耶西的枝從耶西的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11:111:1) ) 而出而出而出而出，，，，但但但但而出而出而出而出，，，，但但但但同時同時同時同時同時同時同時同時又又又又又又又又是耶西的是耶西的是耶西的是耶西的是耶西的是耶西的是耶西的是耶西的
根根根根，，，，這似乎矛盾的出身卻帶出道成肉身的奧這似乎矛盾的出身卻帶出道成肉身的奧這似乎矛盾的出身卻帶出道成肉身的奧這似乎矛盾的出身卻帶出道成肉身的奧根根根根，，，，這似乎矛盾的出身卻帶出道成肉身的奧這似乎矛盾的出身卻帶出道成肉身的奧這似乎矛盾的出身卻帶出道成肉身的奧這似乎矛盾的出身卻帶出道成肉身的奧秘秘秘秘秘秘秘秘

��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西的枝條是彌賽亞西的枝條是彌賽亞西的枝條是彌賽亞西的枝條是彌賽亞「「「「人人人人」」」」的出生的出生的出生的出生，，，，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西的枝條是彌賽亞西的枝條是彌賽亞西的枝條是彌賽亞西的枝條是彌賽亞「「「「人人人人」」」」的出生的出生的出生的出生，，，，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西的枝條是彌賽亞西的枝條是彌賽亞西的枝條是彌賽亞西的枝條是彌賽亞「「「「人人人人」」」」的出生的出生的出生的出生，，，，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西的枝條是彌賽亞西的枝條是彌賽亞西的枝條是彌賽亞西的枝條是彌賽亞「「「「人人人人」」」」的出生的出生的出生的出生，，，，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西的根是祂本來耶西的根是祂本來
就在耶就在耶就在耶就在耶就在耶就在耶就在耶就在耶西之西之西之西之西之西之西之西之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因在因在因在因在因在因在因在因在萬有以先萬有以先萬有以先萬有以先，，，，是他是他是他是他「「「「神神神神」」」」的本的本的本的本萬有以先萬有以先萬有以先萬有以先，，，，是他是他是他是他「「「「神神神神」」」」的本的本的本的本體體體體體體體體

�� 這節預言彌賽亞要成為萬民的大旗這節預言彌賽亞要成為萬民的大旗這節預言彌賽亞要成為萬民的大旗這節預言彌賽亞要成為萬民的大旗、、、、外邦人的仰望外邦人的仰望外邦人的仰望外邦人的仰望，，，，這這這這這節預言彌賽亞要成為萬民的大旗這節預言彌賽亞要成為萬民的大旗這節預言彌賽亞要成為萬民的大旗這節預言彌賽亞要成為萬民的大旗、、、、外邦人的仰望外邦人的仰望外邦人的仰望外邦人的仰望，，，，這這這這
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參路參路參路參路。。。。參路參路參路參路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2:282:28--3232

�� 保羅用保羅用保羅用保羅用保羅用保羅用保羅用保羅用羅羅羅羅羅羅羅羅馬書馬書馬書馬書馬書馬書馬書馬書15:815:8--1212節羅馬將彌節羅馬將彌節羅馬將彌節羅馬將彌節羅馬將彌節羅馬將彌節羅馬將彌節羅馬將彌賽亞的預言與耶穌基督賽亞的預言與耶穌基督賽亞的預言與耶穌基督賽亞的預言與耶穌基督賽亞的預言與耶穌基督賽亞的預言與耶穌基督賽亞的預言與耶穌基督賽亞的預言與耶穌基督
直接畫上等號直接畫上等號直接畫上等號直接畫上等號，，，，證實耶穌就是外邦人仰望的彌賽證實耶穌就是外邦人仰望的彌賽證實耶穌就是外邦人仰望的彌賽證實耶穌就是外邦人仰望的彌賽直接畫上等號直接畫上等號直接畫上等號直接畫上等號，，，，證實耶穌就是外邦人仰望的彌賽證實耶穌就是外邦人仰望的彌賽證實耶穌就是外邦人仰望的彌賽證實耶穌就是外邦人仰望的彌賽亞亞亞亞亞亞亞亞

�� 節彌賽亞被又稱為節彌賽亞被又稱為節彌賽亞被又稱為節彌賽亞被又稱為「「「「耶西耶西耶西耶西節彌賽亞被又稱為節彌賽亞被又稱為節彌賽亞被又稱為節彌賽亞被又稱為「「「「耶西耶西耶西耶西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枝枝枝枝枝枝枝枝，，，，，，，，The rod of JesseThe rod of Jesse」」」」」」」」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耶西的根耶西的根耶西的根耶西的根，，，，耶西的根耶西的根耶西的根耶西的根，，，，The root of JesseThe root of J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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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
�� 查考以賽亞查考以賽亞查考以賽亞查考以賽亞查考以賽亞查考以賽亞查考以賽亞查考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11:111:1--1010，，，，，，，，找出彌賽亞名字或稱謂找出彌賽亞名字或稱謂找出彌賽亞名字或稱謂找出彌賽亞名字或稱謂找出彌賽亞名字或稱謂找出彌賽亞名字或稱謂找出彌賽亞名字或稱謂找出彌賽亞名字或稱謂

�� （（（（不必繳不必繳不必繳不必繳））））（（（（不必繳不必繳不必繳不必繳））））寫寫寫寫寫寫寫寫下您對這些彌賽亞名字或稱謂的下您對這些彌賽亞名字或稱謂的下您對這些彌賽亞名字或稱謂的下您對這些彌賽亞名字或稱謂的下您對這些彌賽亞名字或稱謂的下您對這些彌賽亞名字或稱謂的下您對這些彌賽亞名字或稱謂的下您對這些彌賽亞名字或稱謂的
解釋與理解釋與理解釋與理解釋與理解釋與理解釋與理解釋與理解釋與理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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