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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夏令會信息綱要 
主題：信的人要作比這更大的事 

 
第一篇 信的人要作比這更大的事 

 

經文：約 14:12~15；13:31~32；14:16~20，26~27；15:1~2；16:7~11，12~16，22，23~24， 

33；林前 12:12~14；15:45~57 

 

一、 信的人要作比這更大的事（約 14:12~15）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

為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你們若奉

我名求告甚麼，我必成就。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 14:12~15） 

（一）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 

1. 主所作的事是一切事的根基 

2. 時代的改變 

（1） 從肉身基督的時代成為復活基督的時代 

（2） 從肉身基督的時代成為升天基督的時代 

（3） 從肉身基督的時代成為聖靈的時代 

（4） 從福音書的時代成為使徒行傳的時代 

3. 教會要作比個人基督更大的事 

——教會已作了比肉身基督大得無法比的事 

（二）因為我往父那裏去 

教會——作的偉大工作都是復活升天基督所作的工作，也是聖靈所作的工作 

（三）奉主名禱告使父因子得榮耀 

1. 開啟奉主名的時代 

2.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3. 奉我名禱告使父因子得榮耀 

 

二、 主的榮耀和十架使主得著榮耀（約 13:31~32） 

『他既出去，耶穌就說：「如今人子得了榮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神要因自己

榮耀人子，並且要快快地榮耀祂。」』（約 13:31~32） 

（一）十架是使主得榮耀惟一的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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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架是使主得著擴大和擴充 

（三）福音書的一位基督成為行傳的無數位基督，使主得著榮耀 

 

三、 主自己的榮耀和聖靈使主得榮耀（約 16:12~16）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或譯：不能領會〕。只等真理的

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是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

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

的告訴你們。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等不

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約 16:12~16） 

（一）聖靈的職事就是為榮耀耶穌 

（二）聖靈的職事─搖不動的平安 

（三）聖靈的職事─奪不去的喜樂 

（四）聖靈來開啟了認罪的時代 

（五）聖靈來證明主己經審判了今世的君王 

 

四、 奥秘的基督和我是真葡萄樹（約 15:1~2）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

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約 15:1~2） 

（一）主最大的工作使個人的基督成為奥秘的基督 

（二）身體和葡萄樹的比喻 

（三）浸於一位聖靈，飲於一位聖靈，成了一個身體 

 

五、 主所作最傑出的工作和最大的事（林前 15:45~57）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靈：或譯血氣〕的活人」；末後的

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才有屬靈的。頭一個人是

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那屬土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屬天的怎

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弟兄們，我告

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我如今把一件奧祕

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

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壞的總要

變成〔變成：原文是穿；下同〕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既變成

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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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裏？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

法。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前 15:45~57） 

（一）首先的亞當與末後的亞當 

1. 首先的亞當成了活的魂——是神的傑作，為了神的居所作準備 

2. 末後的亞當成了叫人活的靈，預備我們成為神的居所 

（二）最大的事在於生命的改變，使我們從屬土的形狀改變成屬天的形狀 

（三）改變的途徑在於從死亡得生命 

——不死就不生—— 

1. 種的經歷 

2. 睡的經歷 

3. 安歇的經歷 

4. 改變的經歷 

5. 向死誇勝 

（四）教會靠著耶穌基督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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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復活基督與作更大的事 

 

經文：徒 1:1~5；太 28:5~7；路 24:1~7；徒 4:11；羅 8:11；林前 15:20；弗 4:8~10； 

詩 110:1~3；約 20:19~23；路 24:36~49；詩 116:3，13~17；118:17~24；徒 2:24~36；

3:1~10，14~16；17:31；來 11:35；啟 20:4~6 

 

一、 元首的兩個階段（徒 1:1~5） 

『提阿非羅啊，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直到他藉着聖靈吩

咐所揀選的使徒，以後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地

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 神國的事。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

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約翰是用

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徒 1:1~5） 

（一）從屬地等次進入屬靈屬天永遠的等次 

（二）宣告進入復活基督和升天基督的時代 

（三）宣告進入聖靈的時代 

（四）宣告神的國來到 

 

二、 主的復活斷開一切和舊造的關係（太 28:5~7；路 24:1~7） 

『天使對婦女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他不在這裏，照

他所說的，已經復活了。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訴他』（太 28:5~7） 

『七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帶着所預備的香料來到墳墓前，看見石頭已經

從墳墓滾開了，他們就進去，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

在旁邊，衣服放光。婦女們驚怕，將臉伏地。那兩個人就對她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

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當記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說：

『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路 24:1~7） 

（一）衪不在這裏，已經復活了——不能在死人中找活人 

（二）宣告復活的信息 

（三）主的復活是靈魂體全人的復活 

 

三、 復活基督的擴張與教會行更大的事（徒 2:25~28；3:1~10；17:31；4:11） 

『大衛指着他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邊，叫我不至於搖動。所以，我心裏

歡喜，我的靈〔原文是舌〕快樂；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 

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或 

譯：叫我在你面前〕得着滿足的快樂。』（徒 2: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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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有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來，

放在殿的一個門口（那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

殿，就求他們賙濟。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那人就留意看他們，

指望得着什麼。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

的名，叫你起來行走！」於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

就跳起來，站着，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走着，跳着，讚美 神。百姓都看見他行

走，讚美 神；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賙濟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滿心希

奇、驚訝。』（徒 3:1~10）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裏復活，

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徒 17:31） 

『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徒 4:11） 

（一）基督復活與成為生命的道路 

（二）教會第一次行神蹟、第一次奉主名與第一次作見證 

（三）第一次開啟信心的時代 

（四）藉衪所按立的人審判天下估量萬有 

（五）主復活成了建造教會的基石和房角石 

 

四、 主的復活使主藉著教會執掌最大的權柄 （詩 110:1~3；詩 116:3，13~17；118:17~24）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

伸出能力的杖來；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當你掌權的日子〔或譯：行軍的日子〕，你的

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或譯：以聖潔為妝飾〕，甘心犧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

露〔或譯：你少年時光耀如清晨的甘露〕。』（詩 110:1~3） 

『死亡的繩索纏繞我；陰間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難愁苦。』（詩 116:3）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在耶和 

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耶和華啊，我真是你的僕人；我是你的僕人，是你婢女 

的兒子。你已經解開我的綁索。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你，又要求告耶和華的名。』 

（詩 116:13~17） 

『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耶和華雖嚴嚴地懲治我，卻未曾將

我交於死亡。給我敞開義門；我要進去稱謝耶和華！這是耶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我

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

頭。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

高興歡喜！』（詩 118:17~24 ） 

（一）從錫安伸出衪能力的杖來——從教會彰顯主的能力和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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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主掌權的日子 

1. 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 

2. 甘心犧牲自己 

3. 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露 

（三）主的復活為教會完成偉大救恩 

1. 主的復活勝過死亡和陰間 

2. 完成偉大救恩——舉起救恩的杯，讚美主的名 

3. 開啟復活境界——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 

4. 在陰間開啟義門，義人都要進去 

5.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了房角的頭塊石頭 

 

五、 主復活成了聖徒復活的初熟果（林前 15: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 15:20） 

 

六、 主復活向教會吹聖靈賜給教會屬天的權柄（約 20:19~23）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穌

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

徒看見主，就喜樂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

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

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約 20:19~23） 

（一）內住聖靈與生命之靈 

（二）生命的平安與差遣的平安 

（三）教會的偉大權柄 

 

七、 主復活的應許和命令（路 24:36~49） 

『正說這話的時候，耶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說：「願你們平安！」他們卻驚慌害怕，

以為所看見的是魂。耶穌說：「你們為甚麼愁煩？為甚麼心裏起疑念呢？你們看我的

手，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說了

這話，就把手和腳給他們看。他們正喜得不敢信，並且希奇；耶穌就說：「你們這裏有

甚麼吃的沒有？」他們便給他一片燒魚。〔有古卷加：和一塊蜜房。〕他接過來，在他

們面前吃了。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

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着我的話都必須應驗。」於是耶穌開他們的

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又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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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你們就是這些

事的見證。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

頭來的能力。」』（路 24:36~49） 

（一）復活的應許 

            從上頭來的能力——澆灌的靈 

（二）主的命令 

            福音從耶路撒冷傳到萬邦 

 

八、 追求更美的復活（來 11:35；啟 20:4~6）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原文是贖〕，為要得

着更美的復活。』（來 11:35）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

給耶穌作見證，並為 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

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這是頭一次的復

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

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 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

同作王一千年。』（啟 20:4~6） 

（一）追求頭一次的復活 

（二）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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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基督升天與作更大的事 

 

經文：詩 47:1~9；路 12:49~50；約 3:13，31~36；20:17，19~23，詩 68:1~6，18，34~35； 

弗 4:8~10；徒 2:32~36；3:6~7，15~16；26:16~19；腓 2:9~11；路 24:46~49； 

徒 1:8~10；5:29~32；太 28:17~20；西 2:15；西 2:9 

 

一、 撒母耳的升天異象（詩 47:1~9） 

『〔可拉後裔的詩，交與伶長。〕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 神呼

喊！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萬民服在我們以下，又

叫列邦服在我們腳下。他為我們選擇產業，就是他所愛之雅各的榮耀。〔細拉〕 神上

升，有喊聲相送；耶和華上升，有角聲相送。你們要向 神歌頌，歌頌！向我們王歌

頌，歌頌！因為 神是全地的王；你們要用悟性歌頌。 神作王治理萬國； 神坐在他

的聖寶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作亞伯拉罕之 神的民。因為世界的盾牌是屬 神的；

他為至高！』（詩 47:1~9） 

（一）萬民拍掌，萬民呼喊！神以人的形狀上升 

（二）主升天使萬民、萬國服在我們腳下 

（三）祂為我們選擇產業，是祂所愛之雅各的榮耀 

（四）祂為全地的王，並要治理萬國 

（五）祂是我們的盾牌，衪為至高 

 

二、 大衛和保羅的升天異象（詩 68:18；弗 4:8~10；西 2:15） 

『你已經升上高天，擄掠仇敵；你在人間，就是在悖逆的人間，受了供獻，叫耶和華 

神可以與他們同住。』（詩 68:18）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既說升上，

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弗 4:8~10）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着十字架誇勝。』（另譯：擄掠

了那擄掠人者的能力，將祂示眾，就仗着十字架誇勝。）（西 2:15） 

（一）升上高天，擄掠了那擄掠人者的擄掠力量 

（二）將各樣恩賜賞給人 

（三）教會掌握萬人和萬有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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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奇妙的人子，聖靈奇妙的工作（西 2:9；約 3:13，31~36） 

『因為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西 2:9）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約 3:13） 

『「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從地上來的是屬乎地，他所說的也是屬乎地。從天上來

的是在萬有之上。他將所見所聞的見證出來，只是沒有人領受他的見證。那領受他見證

的，就印上印，證明 神是真的。 神所差來的就說 神的話，因為 神賜聖靈給他是

沒有限量的。父愛子，巳將萬有交在他手裏。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原文是不得見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 3:31~36） 

（一）雖然在地，仍舊在天——主是惟一超過時間、空間限制的人 

（二）從萬有之上來的人見證諸天之上的事 

（三）接受衪見證的人，聖靈就印上印，證明神是真的 

（四）承受聖靈無限量，父巳將萬有交在祂手中 

 

四、 升天成功無限救恩（約 20:17；20:19~23） 

『耶穌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

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 

（約 20:17）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穌

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

徒看見主，就喜樂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

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

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約 20:19~23） 

（一）以人的身分和形態上升成為萬民的盼望 

（二）與神的兒子同生命、同地位、同前途 

（三）生命的平安和差遣的平安──成為教會的美好腳踪 

 

五、 神用右手將衪高舉賜下大能聖靈（腓 2:9~11，詩 110:1~3）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

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腓 2:9~11） 

『〔大衛的詩。〕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耶和

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力的杖來；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當你掌權的日子〔或譯：行軍



 
10 

 

的日子〕，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或譯：以聖潔為妝飾〕，甘心犧牲自己；你的

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或譯：你少年時光耀如清晨的甘露〕。』（詩 110:1~3） 

（一）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萬膝跪拜，萬口承認 

（二） 使仇敵作祢的腳凳──從錫安伸出能力的杖來 

 

六、 主升天賜下聖靈與祂偉大的名——傳揚萬名之上的名（太 28:17~20；徒 2:32~36； 

啟 3:21~22）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祂，然而還有人疑惑。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

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或譯：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

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7~20） 

『這耶穌，神已經叫祂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祂既被神的右手高舉〔或譯：祂

既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

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

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

立祂為主，為基督了。」』（徒 2:32~36）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

般。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啟 3:21~22） 

（一）主的生命權柄都在主的名裏 

（二）主的名與最大的得勝 

（三）賜下永遠的聖靈和永遠的五旬節 

（四）聖靈掌握教會一切生命和行動 

 

七、 主升天的偉大宣告（路 12:49~50） 

『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倘若已經著起來，不也是我所願意的嗎？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

成就，我是何等地迫切呢？』（路 12:49~50） 

（一）把火丟在地上，若是著起來，豈不是我所願意的嗎 

（二）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我是何等地迫切呢 

 

八、 主最後的命令與教會完成主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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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主的再來與作更大的事 
 

經文：賽 40:3~8； 49:14~16，22~23；52:1~3；58:11~12；59:15~16；64:1~3，8 

 
一、 十架的工作與聖靈的工作（賽 40:3~8） 

『有人聲喊着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或譯：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當預備耶和

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 神的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

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

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有人聲說：你喊叫吧！有一個說：我喊叫甚麼呢？

說：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為耶和華

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草。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 神的話必永遠立

定。』（賽 40:3~8） 

 
二、 主使神的兒女從四方歸回（賽 49:14~16；22~23） 

『錫安說：耶和華離棄了我；主忘記了我。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她所生

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常在我

眼前。』（賽 49:14~16）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豎立大旗；他們必將你的眾子懷中抱來，

將你的眾女肩上扛來。列王必作你的養父；王后必作你的乳母。他們必將臉伏地，向你

下拜，並舔你腳上的塵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華；等候我的必不致羞愧。』 

（賽 49:22~23） 

 
三、 披上能力，穿上華美，解開鎖鍊（賽 52:1~2） 

『錫安哪，興起！興起！披上你的能力！聖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華美的衣服！因為從

今以後，未受割禮、不潔淨的必不再進入你中間。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塵土！起來坐在

位上！錫安被擄的居民〔原文是女子〕哪，要解開你頸項的鎖鍊！』（賽 52:1~2） 

 
四、 聖靈與神話語的工作（賽 55:1~3，8~13） 

『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都來，買了吃；不用銀

錢，不用價值，也來買酒和奶。你們為何花錢〔原文是平銀〕買那不足為食物的？用勞

碌得來的買那不使人飽足的呢？你們要留意聽我的話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

樂。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我必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

的恩典。』（賽 55:1~3）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

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

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吃的有糧。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

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發他去成就：或譯所命

定〕的事上必然亨通。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

前發聲歌唱；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松樹長出，代替荊棘；番石榴長出，代替蒺藜。這

要為耶和華留名，作為永遠的證據，不能剪除。』（賽 5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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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贖民救恩的歌（賽 58:11~12）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壯。你必像澆灌的園子，

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

基。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賽 58:11~12） 

 
六、 我要榮耀我榮耀的殿（賽 60:1~4，8~9，13，19~22）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看哪，黑暗遮蓋大

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萬國要來就你的

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你舉目向四方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裏。你的眾子

從遠方而來；你的眾女也被懷抱而來。』（賽 60:1~4） 

『那些飛來如雲、又如鴿子向窗戶飛回的是誰呢？眾海島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

隻，將你的眾子連他們的金銀從遠方一同帶來，都為耶和華─你 神的名，又為以色列

的聖者，因為他已經榮耀了你。』（賽 60:8~9） 

『黎巴嫩的榮耀，就是松樹、杉樹、黃楊樹，都必一同歸你，為要修飾我聖所之地；我

也要使我腳踏之處得榮耀。』（賽 60:13） 

『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月亮也不再發光照耀你。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你 神

要為你的榮耀。你的日頭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縮；因為耶和華必作你永遠的光。

你悲哀的日子也完畢了。你的居民都成為義人，永遠得地為業；是我種的栽子，我手的

工作，使我得榮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國必成為強盛。我─耶和華要按定期

速成這事。』（賽 60:19~22） 

 
七、 祢是我們的父，我們的救贖主（賽 63:16） 

『亞伯拉罕雖然不認識我們，以色列也不承認我們，你卻是我們的父。耶和華啊，你是

我們的父；從萬古以來，你名稱為「我們的救贖主」。』（賽 63:16） 

 
八、 祢是匠，我們是泥 

──我們是祢手中的傑作（賽 64:1~3，8） 

『願你裂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震動─好像火燒乾柴，又像火將水燒開，使你敵人知道

你的名，使列國在你面前發顫！你曾行我們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時你降臨，山嶺在你

面前震動。』（賽 64:1~3） 

『耶和華啊，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們是泥，你是窰匠；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 

（賽 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