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十
｜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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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
安
的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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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耶路撒冷將來的榮光】圈出本章中的「榮耀」。興起    ！因為      已經

來到，耶和華的    發現照耀你(1)。    人必建築你的城牆；他們的王必     你。

我曾       你，現今卻       你(10)。他們要稱你為        」，為「以

色列聖者的    」(14)。你必稱你的牆為「    」，稱    為「讚美」(18)。你的

居民都成為    ，…是我種的    ，我手的    ，使我     (21)。 

六一【得釋之佳音】主耶和華的   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   膏我，叫我…報告耶

和華的     ，和我們神     的日子，    一切悲哀的人…使他們稱為     

樹…(1-3)。那時，外人必起來牧放你們的羊群，你們倒要稱為          ；人必

稱你們為           …(6)。我耶和華…要與我的百姓     。他們的    必

在列國中被人    ；…凡看見他們的必認他們是             (8-9)。 

六二【錫安的新名】先知：我因錫安必不    ，為耶路撒冷必不    ，直到祂的公

義如    發出，祂的    如明燈發亮。…你必得    的稱呼(1-2)： 

為「我所    的」；你的地也必稱為「有夫    」(4)；人必稱他們為「   民」，為

「耶和華的    」；你也必稱為「被     、不    的城」(12)。耶路撒冷啊！我

在你城上設立     ，他們晝夜必不    。       的，你們不要     ，也

不要使祂    ，直等祂    耶路撒冷…(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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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得勝諸仇敵之預言】因為    之日在     ，      之年已經來到。

我仰望，見無人    ；我    ，沒有人扶持。所以      膀臂         ；

我的    將我扶持。我發怒，踹下    ；發烈怒，使他們    ，又將他們的   倒

在地上(4-6)。 

【六三 7-六四】他們在一切    中，祂也     …祂以慈愛和憐憫    他們；在

古時的日子常    他們，    他們。他們竟    ，使      擔憂。祂就轉

作        ，親自    他們(六三 9-10)。求你從天上    ，從

你            觀看。你的    和你       在那裏呢？

你         和憐憫向我們    了(15)。願你      ，願山在你面前    (六

四 1)。我們都像      人；所有的義都像       。…我們的    好像風把

我們吹去。並且無人        ；無人       你。原來你      我們…

(6-7)。耶和華啊，    不要大發震怒，也不要永遠      ，求你    我們，我

們都是      (9)。 

學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 

華神學號：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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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1-7【悖逆的百姓被棄】素來沒有     的，現在     ；沒有     的，

我叫他們    ；沒有       的，我對他們說：            ！我整

天伸手招呼那     百姓；他們隨       行不善之道(1-2)。看哪！這都寫在

我面前。我必不    ，必      ，必將你們的    和你們列祖的罪孽，…一

同    在他們後人懷中，我先要          量給他們…(6-7)。 

六五 8-16【義者蒙福、惡者受罰】葡萄中尋得    ，人就說：不要    ，因

為      。我因     的緣故也必照樣而行，不將他們      (8)。但你們

這些    耶和華、    我的聖山、給時運     、給    盛滿調和酒的，我

要命定你們      …；因為我呼喚，你們沒有    ；我    ，你們沒有聽從；

反倒              ，    我所不喜悅的(11-12)。 

六五 17-25【新天新地】看哪！我造      ；從前的事不再     ，也不再 

     (17)。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      ；因我造      為人所喜， 

造其中的居民為人    (18)。他們尚未    ，我就    ；正說話的時候， 

我就     (24)。 

六六 1-6【心靈的敬拜遠勝徒有外表的宗教】但我所看顧的，就是        、 
           的人(2)。因為我    ，無人    ；我說話，他們(假冒為善

的)     ；反倒行           ，揀選我       (4)。有喧嘩的聲音

出自    ！有聲音出於    ！是耶和華             的聲音(6)！ 

六六 7-14【錫安之新民】你們            都要與她一同      ； 

你們        都要與她一同       (10)；母親怎樣    兒子，我就照

樣     你們；你們也必因耶路撒冷     (13)。 

六六 15-24【末世的預言】「我知道他們的    和他們的    。時候將到，我必

將      聚來，看見      ，我要顯    〔或譯：    〕在他們中間。

逃脫的，我要差到    去，就是…並素來沒有聽見     、沒有看見      遼

遠的海島；他們必將我的榮耀傳揚在列國中。他們必將       從列國中送回，

使他們…到我的    耶路撒冷，作為    獻給耶和華(18-20)。我也必從他們中間

取人為    ，為     (21)。每逢月朔、安息日，凡        必來在我面前下

拜。…他們必出去觀看那些      的屍首；因為他們的蟲      的；他們的

火     的；凡有血氣的都必    他們(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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