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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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3535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彌賽亞的復活與神蹟彌賽亞的復活與神蹟彌賽亞的復活與神蹟彌賽亞的復活與神蹟彌賽亞的復活與神蹟彌賽亞的復活與神蹟彌賽亞的復活與神蹟彌賽亞的復活與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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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章章章章章章章章3535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1.1.這些篇章雖這些篇章雖這些篇章雖這些篇章雖這些篇章雖這些篇章雖這些篇章雖這些篇章雖是向列國宣告的刑罰是向列國宣告的刑罰是向列國宣告的刑罰是向列國宣告的刑罰，，，，但先知信息但先知信息但先知信息但先知信息是向列國宣告的刑罰是向列國宣告的刑罰是向列國宣告的刑罰是向列國宣告的刑罰，，，，但先知信息但先知信息但先知信息但先知信息
的對象仍是對猶大的對象仍是對猶大的對象仍是對猶大的對象仍是對猶大，，，，目的是要百姓明白上帝是目的是要百姓明白上帝是目的是要百姓明白上帝是目的是要百姓明白上帝是的對象仍是對猶大的對象仍是對猶大的對象仍是對猶大的對象仍是對猶大，，，，目的是要百姓明白上帝是目的是要百姓明白上帝是目的是要百姓明白上帝是目的是要百姓明白上帝是
掌管歷史進程的掌管歷史進程的掌管歷史進程的掌管歷史進程的掌管歷史進程的掌管歷史進程的掌管歷史進程的掌管歷史進程的主主主主主主主主

2.2.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國的命國的命國的命國的命國的命國的命國的命國的命運和審運和審運和審運和審運和審運和審運和審運和審判在上帝的手中判在上帝的手中判在上帝的手中判在上帝的手中，，，，猶大不要懼猶大不要懼猶大不要懼猶大不要懼判在上帝的手中判在上帝的手中判在上帝的手中判在上帝的手中，，，，猶大不要懼猶大不要懼猶大不要懼猶大不要懼
怕愚怕愚怕愚怕愚怕愚怕愚怕愚怕愚昧地投昧地投昧地投昧地投昧地投昧地投昧地投昧地投靠外邦強權靠外邦強權靠外邦強權靠外邦強權，，，，唯要依靠耶和唯要依靠耶和唯要依靠耶和唯要依靠耶和靠外邦強權靠外邦強權靠外邦強權靠外邦強權，，，，唯要依靠耶和唯要依靠耶和唯要依靠耶和唯要依靠耶和華華華華華華華華怕愚怕愚怕愚怕愚怕愚怕愚怕愚怕愚昧地投昧地投昧地投昧地投昧地投昧地投昧地投昧地投靠外邦強權靠外邦強權靠外邦強權靠外邦強權，，，，唯要依靠耶和唯要依靠耶和唯要依靠耶和唯要依靠耶和靠外邦強權靠外邦強權靠外邦強權靠外邦強權，，，，唯要依靠耶和唯要依靠耶和唯要依靠耶和唯要依靠耶和華華華華華華華華

3.3.雖有雖有雖有雖有雖有雖有雖有雖有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的話語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的話語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的話語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的話語，，，，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的話語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的話語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的話語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的話語，，，，但上但上但上但上但上但上但上但上帝不斷發帝不斷發帝不斷發帝不斷發帝不斷發帝不斷發帝不斷發帝不斷發
出安慰憐憫拯救的慈聲出安慰憐憫拯救的慈聲出安慰憐憫拯救的慈聲出安慰憐憫拯救的慈聲，，，，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出安慰憐憫拯救的慈聲出安慰憐憫拯救的慈聲出安慰憐憫拯救的慈聲出安慰憐憫拯救的慈聲，，，，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
的言辭中的言辭中的言辭中的言辭中，，，，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的言辭中的言辭中的言辭中的言辭中，，，，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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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掌管歷史列國的主帝是掌管歷史列國的主帝是掌管歷史列國的主帝是掌管歷史列國的主帝是掌管歷史列國的主帝是掌管歷史列國的主帝是掌管歷史列國的主帝是掌管歷史列國的主

�� 認識彌認識彌認識彌認識彌認識彌認識彌認識彌認識彌賽賽賽賽賽賽賽賽亞吞滅死亡亞吞滅死亡亞吞滅死亡亞吞滅死亡、、、、帶來復活帶來復活帶來復活帶來復活、、、、醫治拯救醫治拯救醫治拯救醫治拯救亞吞滅死亡亞吞滅死亡亞吞滅死亡亞吞滅死亡、、、、帶來復活帶來復活帶來復活帶來復活、、、、醫治拯救醫治拯救醫治拯救醫治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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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章章章章章章章章3535章章章章章章章章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

�� 13 13 –– 2323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發出對列國的審判帝發出對列國的審判帝發出對列國的審判帝發出對列國的審判帝發出對列國的審判帝發出對列國的審判帝發出對列國的審判帝發出對列國的審判，，，，，，，，
唯唯唯唯唯唯唯唯有上帝是掌權的拯救有上帝是掌權的拯救有上帝是掌權的拯救有上帝是掌權的拯救有上帝是掌權的拯救有上帝是掌權的拯救有上帝是掌權的拯救有上帝是掌權的拯救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 24 24 ––272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 24 24 ––272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以色列餘民的救以色列餘民的救以色列餘民的救以色列餘民的救以色列餘民的救以色列餘民的救以色列餘民的救以色列餘民的救贖贖贖贖贖贖贖贖

�� 28 28 –– 3535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人人人人人人人人謀略的愚謀略的愚謀略的愚謀略的愚謀略的愚謀略的愚謀略的愚謀略的愚昧昧昧昧，，，，昧昧昧昧，，，，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救恩的大能帝救恩的大能帝救恩的大能帝救恩的大能帝救恩的大能帝救恩的大能帝救恩的大能帝救恩的大能

44

經文篇幅略長經文篇幅略長經文篇幅略長經文篇幅略長，，，，提綱挈領探討提綱挈領探討提綱挈領探討提綱挈領探討經文篇幅略長經文篇幅略長經文篇幅略長經文篇幅略長，，，，提綱挈領探討提綱挈領探討提綱挈領探討提綱挈領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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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2323審判的列國審判的列國審判的列國審判的列國審判的列國審判的列國審判的列國審判的列國
1)1) 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 （（（（（（（（13:113:1--14:2314:23；；；；；；；；21:121:1--1010））））））））
2)2) 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 （（（（（（（（14:2414:24--2727））））））））
3)3) 非利士非利士非利士非利士非利士非利士非利士非利士 （（（（（（（（14:2814:28--3232））））））））
4)4) 摩押摩押摩押摩押摩押摩押摩押摩押 （（（（（（（（1515--1616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5)5) 大馬色大馬色大馬色大馬色大馬色大馬色大馬色大馬色 （（（（（（（（171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5)5) 大馬色大馬色大馬色大馬色大馬色大馬色大馬色大馬色 （（（（（（（（171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6)6) 古實古實古實古實古實古實古實古實 （（（（（（（（1818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7)7) 埃及埃及埃及埃及埃及埃及埃及埃及 （（（（（（（（1919--2020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8)8) 度瑪度瑪度瑪度瑪度瑪度瑪度瑪度瑪 （（（（（（（（21:1121:11--1212））））））））
9)9) 亞拉伯亞拉伯亞拉伯亞拉伯亞拉伯亞拉伯亞拉伯亞拉伯 （（（（（（（（21:1321:13--1717））））））））
10)10)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2222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11)11) 推羅推羅推羅推羅推羅推羅推羅推羅 （（（（（（（（2323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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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帝國亞述帝國亞述帝國亞述帝國亞述帝國亞述帝國亞述帝國亞述帝國

手下戰敗國手下戰敗國手下戰敗國手下戰敗國手下戰敗國手下戰敗國手下戰敗國手下戰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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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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2323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13:1 13:1 –– 14:2314:23論論論論論論論論巴比巴比巴比巴比巴比巴比巴比巴比倫倫倫倫倫倫倫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上帝全然毀上帝全然毀上帝全然毀上帝全然毀上帝全然毀上帝全然毀上帝全然毀上帝全然毀滅滅滅滅滅滅滅滅

�� 14:24 14:24 –– 2727 論論論論論論論論亞亞亞亞亞亞亞亞述述述述述述述述，，，，，，，，召召召召召召召召示對示對示對示對示對示對示對示對萬國的旨意萬國的旨意萬國的旨意萬國的旨意萬國的旨意萬國的旨意萬國的旨意萬國的旨意

�� 14:28 14:28 –– 3232 論論論論論論論論非利非利非利非利非利非利非利非利士士士士士士士士，，，，，，，，被攻擊而消被攻擊而消被攻擊而消被攻擊而消被攻擊而消被攻擊而消被攻擊而消被攻擊而消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 15:115:1––16:1416:14 論論論論論論論論摩摩摩摩摩摩摩摩押押押押押押押押，，，，為歸為歸為歸為歸，，，，為歸為歸為歸為歸於無有而哀於無有而哀於無有而哀於無有而哀於無有而哀於無有而哀於無有而哀於無有而哀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 17:117:1––1414 論論論論論論論論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色色色色色色色色，，，，，，，，以法蓮以法蓮以法蓮以法蓮以法蓮以法蓮以法蓮以法蓮與與與與與與與與之之之之之之之之同災同災同災同災同災同災同災同災

�� 18:118:1––1414 論論論論論論論論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實實實實實實實實，，，，，，，，末末末末末末末末後奉後奉後奉後奉後奉後奉後奉後奉禮物到錫禮物到錫禮物到錫禮物到錫禮物到錫禮物到錫禮物到錫禮物到錫安安安安安安安安

�� 19:119:1––20:620:6 論論論論論論論論埃埃埃埃埃埃埃埃及及及及及及及及，，，，末後要末後要末後要末後要，，，，末後要末後要末後要末後要歸向耶和歸向耶和歸向耶和歸向耶和歸向耶和歸向耶和歸向耶和歸向耶和華華華華華華華華

�� 21:1121:11––1717 論論論論論論論論度馬與亞拉度馬與亞拉度馬與亞拉度馬與亞拉度馬與亞拉度馬與亞拉度馬與亞拉度馬與亞拉伯伯伯伯，，，，榮榮榮榮伯伯伯伯，，，，榮榮榮榮耀必歸於無耀必歸於無耀必歸於無耀必歸於無耀必歸於無耀必歸於無耀必歸於無耀必歸於無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 22:122:1––2525 論論論論論論論論異象異象異象異象異象異象異象異象谷谷谷谷，，，，城城城城谷谷谷谷，，，，城城城城被被被被被被被被圍百圍百圍百圍百圍百圍百圍百圍百姓官長的信姓官長的信姓官長的信姓官長的信姓官長的信姓官長的信姓官長的信姓官長的信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 23:123:1––2525 論論論論論論論論推推推推推推推推羅羅羅羅，，，，因因因因羅羅羅羅，，，，因因因因審判和攻擊使她敗落審判和攻擊使她敗落審判和攻擊使她敗落審判和攻擊使她敗落審判和攻擊使她敗落審判和攻擊使她敗落審判和攻擊使她敗落審判和攻擊使她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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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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272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地上萬國的審判地上萬國的審判地上萬國的審判地上萬國的審判地上萬國的審判地上萬國的審判地上萬國的審判，，，，對對對對，，，，對對對對以色列餘民的救贖以色列餘民的救贖以色列餘民的救贖以色列餘民的救贖以色列餘民的救贖以色列餘民的救贖以色列餘民的救贖以色列餘民的救贖

��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重重重重「「「「那日那日那日那日」」」」的信的信的信的信重重重重「「「「那日那日那日那日」」」」的信的信的信的信息息息息息息息息

1)1) 24:2124:21 到那日到那日

2)2) 25:925:9 到那日到那日2)2) 25:925:9 到那日到那日

3)3) 26:126:1 當那日當那日

4)4) 27:127:1 到那日到那日

5)5) 27:227:2 當那日當那日

6)6) 27:1227:12 到那日到那日

7)7) 27:1327:13 當那日當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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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的啟示錄以賽亞的啟示錄以賽亞的啟示錄以賽亞的啟示錄以賽亞的啟示錄以賽亞的啟示錄以賽亞的啟示錄以賽亞的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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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272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那日那日那日那日那日那日那日那日
24:21 到到到到那日那日那日那日耶和華在高處必懲罰高處的眾軍耶和華在高處必懲罰高處的眾軍耶和華在高處必懲罰高處的眾軍耶和華在高處必懲罰高處的眾軍、、、、在地上必懲罰地在地上必懲罰地在地上必懲罰地在地上必懲罰地

上的列王上的列王上的列王上的列王。。。。

25:9 到到到到那日那日那日那日人必說人必說人必說人必說、、、、看哪看哪看哪看哪、、、、這是我們的這是我們的這是我們的這是我們的 神神神神．．．．我們素來等候我們素來等候我們素來等候我們素來等候他他他他

他他他他必拯救我們必拯救我們必拯救我們必拯救我們、、、、這是耶和華這是耶和華這是耶和華這是耶和華、、、、我們素來等候他我們素來等候他我們素來等候他我們素來等候他、、、、我們必因我們必因我們必因我們必因

他的救恩他的救恩他的救恩他的救恩．．．．歡喜快樂歡喜快樂歡喜快樂歡喜快樂。。。。

26:1 當當當當那日那日那日那日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我們有堅固的城我們有堅固的城我們有堅固的城我們有堅固的城．．．．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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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當當當當那日那日那日那日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我們有堅固的城我們有堅固的城我們有堅固的城我們有堅固的城．．．．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

要將救恩定為城牆要將救恩定為城牆要將救恩定為城牆要將救恩定為城牆、、、、為外郭為外郭為外郭為外郭。。。。

27:1 到到到到那日那日那日那日、、、、耶和華必用他剛硬有力的大刀耶和華必用他剛硬有力的大刀耶和華必用他剛硬有力的大刀耶和華必用他剛硬有力的大刀、、、、刑罰鱷魚刑罰鱷魚刑罰鱷魚刑罰鱷魚、、、、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那快行的蛇那快行的蛇那快行的蛇那快行的蛇、、、、刑罰鱷魚就是那曲行的蛇刑罰鱷魚就是那曲行的蛇刑罰鱷魚就是那曲行的蛇刑罰鱷魚就是那曲行的蛇．．．．並殺海中的大並殺海中的大並殺海中的大並殺海中的大魚魚魚魚

27:2 當當當當那日那日那日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園有出酒的葡萄園有出酒的葡萄園有出酒的葡萄園．．．．你們要指這園唱歌你們要指這園唱歌你們要指這園唱歌你們要指這園唱歌、、、、說說說說、、、、

27:12 以以以以色列人哪色列人哪色列人哪色列人哪、、、、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耶和華必從大河耶和華必從大河耶和華必從大河耶和華必從大河、、、、直到埃及小河直到埃及小河直到埃及小河直到埃及小河、、、、

將你們一一地收集將你們一一地收集將你們一一地收集將你們一一地收集、、、、如同人打樹拾果一樣如同人打樹拾果一樣如同人打樹拾果一樣如同人打樹拾果一樣。。。。

27:13 當當當當那日那日那日那日、、、、必大發角聲必大發角聲必大發角聲必大發角聲．．．．在亞述地將要滅亡的在亞述地將要滅亡的在亞述地將要滅亡的在亞述地將要滅亡的、、、、並在埃及地並在埃及地並在埃及地並在埃及地

被趕散的被趕散的被趕散的被趕散的、、、、都要來都要來都要來都要來．．．．他們就在耶路撒冷聖山上敬拜耶和他們就在耶路撒冷聖山上敬拜耶和他們就在耶路撒冷聖山上敬拜耶和他們就在耶路撒冷聖山上敬拜耶和華華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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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272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24:124:1––2323 萬萬萬萬萬萬萬萬民污穢有罪民污穢有罪民污穢有罪民污穢有罪，，，，全地受審衰全地受審衰全地受審衰全地受審衰民污穢有罪民污穢有罪民污穢有罪民污穢有罪，，，，全地受審衰全地受審衰全地受審衰全地受審衰殘殘殘殘殘殘殘殘

�� 24:1824:18--2323 比擬啟示錄的災難比擬啟示錄的災難

�� 25:125:1––1212 贖民贖民贖民贖民贖民贖民贖民贖民歌頌救主歌頌救主歌頌救主歌頌救主，，，，上上上上歌頌救主歌頌救主歌頌救主歌頌救主，，，，上上上上帝潔帝潔帝潔帝潔帝潔帝潔帝潔帝潔淨拯淨拯淨拯淨拯淨拯淨拯淨拯淨拯救救救救救救救救

�� 25:125:1 個人頌讚個人頌讚�� 25:125:1 個人頌讚個人頌讚

�� 25:925:9 團體頌讚團體頌讚

�� 26:126:1––27:127:1 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恩成為堅固之城恩成為堅固之城恩成為堅固之城恩成為堅固之城恩成為堅固之城恩成為堅固之城恩成為堅固之城恩成為堅固之城，，，，，，，，
贖民得贖民得贖民得贖民得贖民得贖民得贖民得贖民得嚐復活之恩嚐復活之恩嚐復活之恩嚐復活之恩嚐復活之恩嚐復活之恩嚐復活之恩嚐復活之恩

�� 27:227:2––1313 上帝真葡萄園之歌上帝真葡萄園之歌上帝真葡萄園之歌上帝真葡萄園之歌上帝真葡萄園之歌上帝真葡萄園之歌上帝真葡萄園之歌上帝真葡萄園之歌，，，，，，，，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色色色色色色色色列蒙列蒙列蒙列蒙列蒙列蒙列蒙列蒙憐憐憐憐憐憐憐憐恤收聚恤收聚恤收聚恤收聚恤收聚恤收聚恤收聚恤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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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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5, 275, 2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賽賽賽賽5:1–7 賽賽賽賽27:2–6

上帝上帝上帝上帝是是是是園主園主園主園主 上帝上帝上帝上帝是是是是園主園主園主園主

以色列是葡萄園以色列是葡萄園以色列是葡萄園以色列是葡萄園 以色列是葡萄園以色列是葡萄園以色列是葡萄園以色列是葡萄園

責罪的控告責罪的控告責罪的控告責罪的控告 安慰的應許安慰的應許安慰的應許安慰的應許

命雲不降雨命雲不降雨命雲不降雨命雲不降雨 神按時澆灌神按時澆灌神按時澆灌神按時澆灌

荊棘生長荊棘生長荊棘生長荊棘生長 荊棘被焚燒荊棘被焚燒荊棘被焚燒荊棘被焚燒

結出野葡萄結出野葡萄結出野葡萄結出野葡萄 生產出美酒生產出美酒生產出美酒生產出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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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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8--3535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世人謀略的愚昧與上帝救恩的大能世人謀略的愚昧與上帝救恩的大能世人謀略的愚昧與上帝救恩的大能世人謀略的愚昧與上帝救恩的大能世人謀略的愚昧與上帝救恩的大能世人謀略的愚昧與上帝救恩的大能世人謀略的愚昧與上帝救恩的大能世人謀略的愚昧與上帝救恩的大能

��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重重重重「「「「禍哉禍哉禍哉禍哉」」」」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重重重重「「「「禍哉禍哉禍哉禍哉」」」」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的咒詛

1)1) 28:128:1 禍哉禍哉

2)2) 29:129:1 唉唉 ((禍哉禍哉))2)2) 29:129:1 唉唉 ((禍哉禍哉))

3)3) 29:1529:15 禍哉禍哉

4)4) 30:130:1 禍哉禍哉

5)5) 31:131:1 禍哉禍哉

6)6) 33:133:1 禍哉禍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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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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8--3535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28:128:1––29:2429:2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責備以色列與猶大首帝責備以色列與猶大首帝責備以色列與猶大首帝責備以色列與猶大首帝責備以色列與猶大首帝責備以色列與猶大首帝責備以色列與猶大首帝責備以色列與猶大首領領領領領領領領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愚愚愚愚愚愚愚愚昧昧昧昧昧昧昧昧

�� 30:130:1––31:931:9 警告勿警告勿警告勿警告勿警告勿警告勿警告勿警告勿投靠埃及投靠埃及投靠埃及投靠埃及投靠埃及投靠埃及投靠埃及投靠埃及，，，，，，，，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要要要要要要要要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等候耶和華

�� 32:132:1––33:2433:24 公義的王公義的王公義的王公義的王，，，，澆灌的靈澆灌的靈澆灌的靈澆灌的靈公義的王公義的王公義的王公義的王，，，，澆灌的靈澆灌的靈澆灌的靈澆灌的靈，，，，，，，，
蒙蒙蒙蒙蒙蒙蒙蒙拯救的錫安拯救的錫安拯救的錫安拯救的錫安拯救的錫安拯救的錫安拯救的錫安拯救的錫安

�� 34:134:1––171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對列國的忿怒與審判帝對列國的忿怒與審判帝對列國的忿怒與審判帝對列國的忿怒與審判帝對列國的忿怒與審判帝對列國的忿怒與審判帝對列國的忿怒與審判帝對列國的忿怒與審判

�� 35:135:1––1010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蒙上帝贖者歡欣的樂蒙上帝贖者歡欣的樂蒙上帝贖者歡欣的樂蒙上帝贖者歡欣的樂蒙上帝贖者歡欣的樂蒙上帝贖者歡欣的樂蒙上帝贖者歡欣的樂蒙上帝贖者歡欣的樂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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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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13章至章至章至章至章至章至章至章至2323章對章對章對章對章對章對章對章對1111國發出審判的預言國發出審判的預言國發出審判的預言國發出審判的預言國發出審判的預言國發出審判的預言國發出審判的預言國發出審判的預言，，，，以以以以，，，，以以以以巴比倫為首巴比倫為首巴比倫為首巴比倫為首巴比倫為首巴比倫為首巴比倫為首巴比倫為首
以推羅為終以推羅為終以推羅為終以推羅為終，，，，在地在地在地在地以推羅為終以推羅為終以推羅為終以推羅為終，，，，在地在地在地在地理理理理、、、、政治政治政治政治、、、、歷歷歷歷理理理理、、、、政治政治政治政治、、、、歷歷歷歷史上這些國史上這些國史上這些國史上這些國史上這些國史上這些國史上這些國史上這些國家都與家都與家都與家都與家都與家都與家都與家都與
猶大有關猶大有關猶大有關猶大有關猶大有關猶大有關猶大有關猶大有關

��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知將知將知將知將知將知將知將知將眼光向前展望眼光向前展望眼光向前展望眼光向前展望，，，，眼光向前展望眼光向前展望眼光向前展望眼光向前展望，，，，2424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2727章的預言指向末後上章的預言指向末後上章的預言指向末後上章的預言指向末後上章的預言指向末後上章的預言指向末後上章的預言指向末後上章的預言指向末後上
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言言言言言言言言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帝對地上萬國的審判，，，，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並發出對餘民救贖的預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 28 28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3535章的信息針章的信息針章的信息針章的信息針章的信息針章的信息針章的信息針章的信息針對猶大面臨亞述對猶大面臨亞述對猶大面臨亞述對猶大面臨亞述對猶大面臨亞述對猶大面臨亞述對猶大面臨亞述對猶大面臨亞述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威脅威脅威脅威脅，，，，考考考考威脅威脅威脅威脅，，，，考考考考驗君驗君驗君驗君驗君驗君驗君驗君
王首領的智慧和信心王首領的智慧和信心王首領的智慧和信心王首領的智慧和信心。。。。以賽亞指出靠人的謀以賽亞指出靠人的謀以賽亞指出靠人的謀以賽亞指出靠人的謀王首領的智慧和信心王首領的智慧和信心王首領的智慧和信心王首領的智慧和信心。。。。以賽亞指出靠人的謀以賽亞指出靠人的謀以賽亞指出靠人的謀以賽亞指出靠人的謀略愚蠢略愚蠢略愚蠢略愚蠢略愚蠢略愚蠢略愚蠢略愚蠢
，，，，帶來與死帶來與死帶來與死帶來與死，，，，帶來與死帶來與死帶來與死帶來與死亡立亡立亡立亡立亡立亡立亡立亡立約約約約。。。。不不不不約約約約。。。。不不不不要投靠埃及的力量馬匹要投靠埃及的力量馬匹要投靠埃及的力量馬匹要投靠埃及的力量馬匹，，，，只只只只要投靠埃及的力量馬匹要投靠埃及的力量馬匹要投靠埃及的力量馬匹要投靠埃及的力量馬匹，，，，只只只只
要等候耶和要等候耶和要等候耶和要等候耶和要等候耶和要等候耶和要等候耶和要等候耶和華華華華華華華華

�� 篇章中雖有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篇章中雖有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篇章中雖有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篇章中雖有許多責備審判咒詛，，，，但上帝不斷發出安但上帝不斷發出安但上帝不斷發出安但上帝不斷發出安篇章中雖有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篇章中雖有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篇章中雖有許多責備審判咒詛篇章中雖有許多責備審判咒詛，，，，但上帝不斷發出安但上帝不斷發出安但上帝不斷發出安但上帝不斷發出安
慰憐憫拯救的慈聲慰憐憫拯救的慈聲慰憐憫拯救的慈聲慰憐憫拯救的慈聲，，，，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的言辭中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的言辭中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的言辭中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的言辭中慰憐憫拯救的慈聲慰憐憫拯救的慈聲慰憐憫拯救的慈聲慰憐憫拯救的慈聲，，，，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的言辭中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的言辭中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的言辭中交替在上帝警告呼喚的言辭中
，，，，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是祂一次次的救贖歸回復興的應許。。。。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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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知每每傳遞上帝對的贖民的心意後先知每每傳遞上帝對的贖民的心意後先知每每傳遞上帝對的贖民的心意後先知每每傳遞上帝對的贖民的心意後，，，，不時將不時將不時將不時將先知每每傳遞上帝對的贖民的心意後先知每每傳遞上帝對的贖民的心意後先知每每傳遞上帝對的贖民的心意後先知每每傳遞上帝對的贖民的心意後，，，，不時將不時將不時將不時將
頌讚詩歌獻與主頌讚詩歌獻與主頌讚詩歌獻與主頌讚詩歌獻與主頌讚詩歌獻與主頌讚詩歌獻與主頌讚詩歌獻與主頌讚詩歌獻與主

�� 25:1, 925:1, 9 贖民的讚美；贖民的讚美；

�� 2626章章 「耶和華為救恩」「耶和華為救恩」

�� 27:227:2--66 「新葡萄園之歌」「新葡萄園之歌」�� 27:227:2--66 「新葡萄園之歌」「新葡萄園之歌」

�� 3535章章 「贖民歸回之歌」「贖民歸回之歌」

�� 兩處關於彌賽亞的經文兩處關於彌賽亞的經文兩處關於彌賽亞的經文兩處關於彌賽亞的經文，，，，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兩處關於彌賽亞的經文兩處關於彌賽亞的經文兩處關於彌賽亞的經文兩處關於彌賽亞的經文，，，，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 廢除死亡而復活（廢除死亡而復活（25:825:8；；26:1926:19））

�� 祂到世上行的神蹟（祂到世上行的神蹟（35:535:5--66））

這兩處都應驗在耶穌身上這兩處都應驗在耶穌身上這兩處都應驗在耶穌身上這兩處都應驗在耶穌身上。。。。這兩處都應驗在耶穌身上這兩處都應驗在耶穌身上這兩處都應驗在耶穌身上這兩處都應驗在耶穌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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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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我必將我必將我必將我必將大衛家的鑰匙大衛家的鑰匙大衛家的鑰匙大衛家的鑰匙放在他肩頭上放在他肩頭上放在他肩頭上放在他肩頭上．．．．他開他開他開他開、、、、無無無無
人能關人能關人能關人能關．．．．他關他關他關他關、、、、無人能開無人能開無人能開無人能開。。。。

啟示錄3:7

25:8 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遠遠遠 哥林多前書15:54

28:11 先知說先知說先知說先知說、、、、不然不然不然不然、、、、主要藉異邦人的嘴唇主要藉異邦人的嘴唇主要藉異邦人的嘴唇主要藉異邦人的嘴唇、、、、和外邦和外邦和外邦和外邦
人的舌頭人的舌頭人的舌頭人的舌頭、、、、對這百姓說話對這百姓說話對這百姓說話對這百姓說話．．．．

哥林多前書14:21
人的舌頭人的舌頭人的舌頭人的舌頭、、、、對這百姓說話對這百姓說話對這百姓說話對這百姓說話．．．．

28:16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在錫安放一塊我在錫安放一塊我在錫安放一塊我在錫安放一塊
石頭石頭石頭石頭、、、、作為根基作為根基作為根基作為根基、、、、是試驗過的石頭是試驗過的石頭是試驗過的石頭是試驗過的石頭、、、、是穩固根是穩固根是穩固根是穩固根
基基基基、、、、寶貴的房角石寶貴的房角石寶貴的房角石寶貴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著急信靠的人必不著急信靠的人必不著急信靠的人必不著急。。。。

羅馬書9:33；
彼得前書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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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3 主說主說主說主說、、、、因為這百姓親近我因為這百姓親近我因為這百姓親近我因為這百姓親近我、、、、用嘴唇尊敬我用嘴唇尊敬我用嘴唇尊敬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心心心
卻遠離我卻遠離我卻遠離我卻遠離我．．．．他們敬畏我他們敬畏我他們敬畏我他們敬畏我、、、、不過是領受人的吩咐不過是領受人的吩咐不過是領受人的吩咐不過是領受人的吩咐。。。。

馬太福音 15:8；
馬可福音 7:6

29:14 他他他他們智慧人的智慧們智慧人的智慧們智慧人的智慧們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滅必然消滅必然消滅必然消滅、、、、聰明人的聰明聰明人的聰明聰明人的聰明聰明人的聰明、、、、
必然隱藏必然隱藏必然隱藏必然隱藏。。。。

哥林多前書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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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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25:8 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主耶和主耶和主耶和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主耶和主耶和主耶和華華華華華華華華
必必必必必必必必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去各去各去各去各去各去各去各去各人臉上的眼淚人臉上的眼淚人臉上的眼淚人臉上的眼淚、、、、又除掉普又除掉普又除掉普又除掉普人臉上的眼淚人臉上的眼淚人臉上的眼淚人臉上的眼淚、、、、又除掉普又除掉普又除掉普又除掉普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他百姓他百姓他百姓他百姓他百姓他百姓他百姓他百姓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羞辱羞辱羞辱羞辱羞辱羞辱羞辱羞辱．．．．因為這是耶和華說因為這是耶和華說因為這是耶和華說因為這是耶和華說．．．．因為這是耶和華說因為這是耶和華說因為這是耶和華說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吞滅死亡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吞滅死亡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吞滅死亡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吞滅死亡、、、、從死裡復活從死裡復活從死裡復活從死裡復活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吞滅死亡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吞滅死亡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吞滅死亡節經文預言彌賽亞是吞滅死亡、、、、從死裡復活從死裡復活從死裡復活從死裡復活
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的一位，，，，，，，，

��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止如此止如此止如此止如此，，，，因他戰勝死亡直到永遠因他戰勝死亡直到永遠因他戰勝死亡直到永遠因他戰勝死亡直到永遠，，，，我們不再我們不再我們不再我們不再止如此止如此止如此止如此，，，，因他戰勝死亡直到永遠因他戰勝死亡直到永遠因他戰勝死亡直到永遠因他戰勝死亡直到永遠，，，，我們不再我們不再我們不再我們不再
有死亡的悲哀有死亡的悲哀有死亡的悲哀有死亡的悲哀、、、、因死亡的恐懼因死亡的恐懼因死亡的恐懼因死亡的恐懼、、、、受死亡的威受死亡的威受死亡的威受死亡的威有死亡的悲哀有死亡的悲哀有死亡的悲哀有死亡的悲哀、、、、因死亡的恐懼因死亡的恐懼因死亡的恐懼因死亡的恐懼、、、、受死亡的威受死亡的威受死亡的威受死亡的威脅脅脅脅脅脅脅脅

�� 所所所所所所所所以保羅向死誇勝以保羅向死誇勝以保羅向死誇勝以保羅向死誇勝：：：：以保羅向死誇勝以保羅向死誇勝以保羅向死誇勝以保羅向死誇勝：：：：死阿死阿死阿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你得勝的權勢在那你得勝的權勢在那你得勝的權勢在那死阿死阿死阿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你得勝的權勢在那你得勝的權勢在那你得勝的權勢在那
裡裡裡裡．．．．死阿死阿死阿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裡你的毒鉤在那裡你的毒鉤在那裡你的毒鉤在那裡裡裡裡裡．．．．死阿死阿死阿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裡你的毒鉤在那裡你的毒鉤在那裡你的毒鉤在那裡????????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15:5515:55－－－－－－－－575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因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帶來的確據與盼望因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帶來的確據與盼望因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帶來的確據與盼望因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帶來的確據與盼望。。。。因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帶來的確據與盼望因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帶來的確據與盼望因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帶來的確據與盼望因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帶來的確據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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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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628:16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在錫我在錫我在錫我在錫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在錫我在錫我在錫我在錫

安放一塊石頭安放一塊石頭安放一塊石頭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作為根基作為根基作為根基、、、、是試驗過是試驗過是試驗過是試驗過安放一塊石頭安放一塊石頭安放一塊石頭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作為根基作為根基作為根基、、、、是試驗過是試驗過是試驗過是試驗過
的石頭的石頭的石頭的石頭、、、、是穩固根基是穩固根基是穩固根基是穩固根基、、、、寶貴的房角石寶貴的房角石寶貴的房角石寶貴的房角石的石頭的石頭的石頭的石頭、、、、是穩固根基是穩固根基是穩固根基是穩固根基、、、、寶貴的房角石寶貴的房角石寶貴的房角石寶貴的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著急信靠的人必不著急信靠的人必不著急信靠的人必不著急。。。。、、、、信靠的人必不著急信靠的人必不著急信靠的人必不著急信靠的人必不著急。。。。

�� 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9:339:33；；；；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2:42:4--66））））））））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保羅與彼得（（（（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9:339:33；；；；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2:42:4--66））））））））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用用用用以以以以說說說說明耶穌明耶穌明耶穌明耶穌就就就就是這是這是這是這寶貴寶貴寶貴寶貴的的的的房角石房角石房角石房角石用用用用以以以以說說說說明耶穌明耶穌明耶穌明耶穌就就就就是這是這是這是這寶貴寶貴寶貴寶貴的的的的房角石房角石房角石房角石

�� 但這但這但這但這塊石頭也塊石頭也塊石頭也塊石頭也是是是是絆腳石絆腳石絆腳石絆腳石（（（（賽賽賽賽但這但這但這但這塊石頭也塊石頭也塊石頭也塊石頭也是是是是絆腳石絆腳石絆腳石絆腳石（（（（賽賽賽賽8:148:14），），），），），），），），因猶因猶因猶因猶太人太人太人太人因猶因猶因猶因猶太人太人太人太人
不信不信不信不信，，，，這位這位這位這位可可可可以靠以靠以靠以靠著著著著得救的得救的得救的得救的房角石就成房角石就成房角石就成房角石就成為他們為他們為他們為他們不信不信不信不信，，，，這位這位這位這位可可可可以靠以靠以靠以靠著著著著得救的得救的得救的得救的房角石就成房角石就成房角石就成房角石就成為他們為他們為他們為他們
的的的的絆腳石絆腳石絆腳石絆腳石。。。。的的的的絆腳石絆腳石絆腳石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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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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6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時瞎子的眼必睜開時瞎子的眼必睜開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聾子的聾子的聾子的時瞎子的眼必睜開時瞎子的眼必睜開時瞎子的眼必睜開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聾子的聾子的聾子的耳必開耳必開耳必開耳必開耳必開耳必開耳必開耳必開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 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巴巴巴巴巴巴巴巴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舌舌舌舌舌舌舌舌頭必能歌唱頭必能歌唱頭必能歌唱頭必能歌唱頭必能歌唱頭必能歌唱頭必能歌唱頭必能歌唱。。。。。。。。

�� 預預預預預預預預言彌賽亞將使言彌賽亞將使言彌賽亞將使言彌賽亞將使瞎子看見瞎子看見瞎子看見瞎子看見、、、、聾子聽見聾子聽見聾子聽見聾子聽見、、、、瘸子行瘸子行瘸子行瘸子行言彌賽亞將使言彌賽亞將使言彌賽亞將使言彌賽亞將使瞎子看見瞎子看見瞎子看見瞎子看見、、、、聾子聽見聾子聽見聾子聽見聾子聽見、、、、瘸子行瘸子行瘸子行瘸子行
走走走走、、、、啞啞啞啞巴巴巴巴說說說說話話話話走走走走、、、、啞啞啞啞巴巴巴巴說說說說話話話話，，，，，，，，在在在在四福音四福音四福音四福音書中書中書中書中記載記載記載記載在在在在四福音四福音四福音四福音書中書中書中書中記載記載記載記載這這這這這這這這段段段段經文經文經文經文準準準準段段段段經文經文經文經文準準準準走走走走、、、、啞啞啞啞巴巴巴巴說說說說話話話話走走走走、、、、啞啞啞啞巴巴巴巴說說說說話話話話，，，，，，，，在在在在四福音四福音四福音四福音書中書中書中書中記載記載記載記載在在在在四福音四福音四福音四福音書中書中書中書中記載記載記載記載這這這這這這這這段段段段經文經文經文經文準準準準段段段段經文經文經文經文準準準準
確地應驗在耶穌身確地應驗在耶穌身確地應驗在耶穌身確地應驗在耶穌身確地應驗在耶穌身確地應驗在耶穌身確地應驗在耶穌身確地應驗在耶穌身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11:211:2--66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路路路路路路路路7:187:18--2323，，，，施洗約翰差人施洗約翰差人施洗約翰差人施洗約翰差人來來來來問問問問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施洗約翰差人施洗約翰差人施洗約翰差人施洗約翰差人來來來來問問問問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那將要來那將要來那將要來那將要來那將要來那將要來那將要來那將要來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你麼你麼你麼你麼你麼你麼你麼你麼？？？？？？？？耶耶耶耶耶耶耶耶穌穌穌穌就用就用就用就用這這這這穌穌穌穌就用就用就用就用這這這這
些些些些神蹟神蹟神蹟神蹟來來來來證證證證明明明明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是彌賽是彌賽是彌賽是彌賽些些些些神蹟神蹟神蹟神蹟來來來來證證證證明明明明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是彌賽是彌賽是彌賽是彌賽亞亞亞亞亞亞亞亞

��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些些些些神蹟神蹟神蹟神蹟不不不不只只只只是是是是彰顯神奇妙彰顯神奇妙彰顯神奇妙彰顯神奇妙的的的的能力能力能力能力，，，，更彰顯行更彰顯行更彰顯行更彰顯行些些些些神蹟神蹟神蹟神蹟不不不不只只只只是是是是彰顯神奇妙彰顯神奇妙彰顯神奇妙彰顯神奇妙的的的的能力能力能力能力，，，，更彰顯行更彰顯行更彰顯行更彰顯行
奇妙神蹟奇妙神蹟奇妙神蹟奇妙神蹟的的的的那那那那位是位是位是位是神神神神，，，，他他他他奇妙神蹟奇妙神蹟奇妙神蹟奇妙神蹟的的的的那那那那位是位是位是位是神神神神，，，，他他他他是預是預是預是預是預是預是預是預表表表表中的彌賽中的彌賽中的彌賽中的彌賽表表表表中的彌賽中的彌賽中的彌賽中的彌賽亞亞亞亞亞亞亞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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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

�� 查查查查查查查查考考考考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考考考考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28:1628:16，，，，找找找找出彌賽亞出彌賽亞出彌賽亞出彌賽亞名字或稱謂名字或稱謂名字或稱謂名字或稱謂，，，，找找找找出彌賽亞出彌賽亞出彌賽亞出彌賽亞名字或稱謂名字或稱謂名字或稱謂名字或稱謂

�� 查查查查查查查查考考考考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考考考考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25:825:8；；；；；；；；35:535:5--66，，，，，，，，

找找找找找找找找出彌賽亞為我們出彌賽亞為我們出彌賽亞為我們出彌賽亞為我們成就成就成就成就的的的的奇事奇事奇事奇事。。。。出彌賽亞為我們出彌賽亞為我們出彌賽亞為我們出彌賽亞為我們成就成就成就成就的的的的奇事奇事奇事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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