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建生命事奉的工程

撒迦利亞書研讀



4. 撒迦利亞書的大綱 -重整生命事奉的工程

1:1-6 重整的起點-轉向神

1:7-8:23 重整的層面- 重新經歷神的同在8個異象與神諭

9:1-11:17 末世：耶路撒冷與列國 (接受、倚靠及親近神)

12:1-14:21 末世：耶路撒冷的榮耀 (相信及期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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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7 關乎列國與猶大國的關係

10:1-12 耶和華對猶大慈愛眷顧的

預言

11:1-17 牧人與羊群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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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國受審（9:1~10）

應許加倍賜福（9:11~17）



耶和華要懲罰列
國

9:1-2 古亞蘭國-哈馬、
大馬色和哈得拉，哈
得拉覆蓋部分敘利亞
和瑪代波斯的地域

9:3-4 腓利基皇朝 -推
和西頓這兩個是大
城市，在腓利基中是
最具代表性的。

9:5-6 非利士皇朝 -這裡
提到的城市是亞實基倫

和迦薩。

耶和華要眷顧
祂自己的子民

9:8-10 親眼看顧
我的家這家指
神的百姓以色列

全族



列國受審（9:1~10）

和合本

9:1耶和華的默示、應驗在哈得拉地大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

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華）

9:2 和靠近的哈馬、並推羅、西頓、因為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

9:3 推羅為自己修築保障、積蓄銀子如塵沙、堆起精金如街上的

泥土。

9:4 主必趕出他、打敗他海上的權力‧他必被火燒滅。



NLT

9: 1  This is the message from the LORD against the land of Aram and the city of 

Damascus, for the eyes of humanity, including all the tribes of Israel, are on the 

LORD. 

9:2 Doom is certain for Hamath, near Damascus, and for the cities of Tyre and 

Sidon, though they are so clever. 

9:3 Tyre has built a strong fortress and has made silver and gold as plentiful as 

dust in the streets! 

9:4 But now the Lord will strip away Tyre’s possessions and hurl its fortifications 

into the sea, and it will be burned to the ground. 

現中
9:1 這是上主啟示的信息：他已經宣佈要懲罰哈得拉地和大馬士革城。不僅是
以色列各支族屬於上主，敘利亞的京城也屬於上主。
9:2 哈得拉邊境的哈馬也屬於他，泰爾、西頓兩城的人和他們的才智也屬於上
主。
9:3 泰爾為自己建築堡壘，堆積金銀，多得像街上的塵土。
9:4 但主一定要把它的一切拿走，把它的財富丟到海裏，這城要被燒毀。



默示 : 原文是: א ַמשָּׂ ; Transliteration: maśśāʾ ; 簡意是:  1) 負擔, 

承受, 重任, 重擔, 振作 2) 言詞, 神諭 MECD: 30x oracle, 

prophetic utterance, pronouncement, with the focus on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

NLT: This is the message

Berean Study Bible: This is the burden of the word of the LORD

JPS Tanakh (1917): The burden of the word of the LORD

注意：所有應譯本都把這字翻譯成單數; 名詞，跟據CBOL 舊
約 Parsing 系統,默示 : 這字是: 名詞，陽性單數
此重擔是單數的；所以若指先知一個人在神前領受負擔，
而向各處的人發出警告性的預言較為適合。而這些預言針對
各有關國家發出成為各種難當的重擔。



應驗: 原文是: ה ְמנּוחָּׂ ; Transliteration: menûh ̣â ; 簡意是: 安息之所, 休息; MECD: resting 

place

JPS Tanakh 1917: The burden of the word of the LORD. In the land of Hadrach, And in 

Damascus shall be His resting-place; 意思是這審判的訊息必定會臨到及施行在亞
蘭。
哈得拉(地) (Hadrach, Land of ) 黎巴嫩西北部一地，靠近哈馬，大馬色在該地，或
者在其附近。
大馬色/大馬士革 (Damascus) 敘利亞首都（賽7:8）。雖然有人把大馬色的名稱解
作「審判官」，但是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知大馬色（希臘：Damaskos；來：
Dammeseq；亞蘭文：Darmeseq；參代上18:5；代下28:5）這名的意思不詳。這城
位於逆黎巴嫩山脈（Anti-Lebanon）的東面，西南面有黑門山俯瞰（歌7:4）。此城
位於海拔超過七百公尺的古他平原（Ghuta plain）的西北面，在亞蘭──亞拉伯沙漠
以西。雖然位於沙漠邊緣，但有清澈的亞罷拿河（Abana；現代的巴拉達河
[Barada]）及鄰近的法珥法河（Pharpar）灌溉，令這地以其果園和花園見稱。這兩
條河比較那水流較慢、泥土較多的約但河（王下5:12）及幼發拉底河（賽8:5-8）還
要優勝。這城是天然的交通樞紐，西面連於通往地中海岸（向西約100公里）的旅商
隊路線，經過推羅（結27:18）直達埃及，另連於其他方向的路途，東面經過沙漠直
至亞述和巴比倫，南面直達亞拉伯，北面可達亞勒坡（Aleppo）。



哈馬: 原文是: ת ֲחמָּׂ ; Transliteration: ḥamāt; 簡意是:  "堡壘“ ; MECD: Hamath, 

“fortress” ; 創10:18，代上1:16哈馬是含之孫，迦南的第十一個兒子，其後
裔稱之為哈馬人，所居之地及國稱哈馬城和哈馬國。
參聖光地理資訊網: 位於大馬色城的北方約 183 公里，哈馬口以北約
112 公里，城大約是建於新石器時代，是腓尼基人所建惟一不在海濱的一
座城市，哈馬地則是其屬地，最南到達哈馬口，其他之邊界不明顯也不固
定。城位於奧倫提斯河之兩岸，四週有山環繞，城在 1750 BC 前後被喜克
索斯人所毀，1502 BC 埃及的法老杜得摩斯三世佔領此城，得以控制敘利
亞，900 BC 前後成為一赫人小國的首都，860 BC 前後，亞述王撒縵以色
三世南侵時，有大馬色、以色列及哈馬等十二國組成聯盟以對抗之，854 

BC 雙方在 Kar- kar大戰，兩方都宣稱得到勝利，其後十餘年間，哈馬仍
有數城被亞述所佔。亞述王提革拉毘色列三世在 730 BC 征服哈馬，迫其
納貢，720 BC 撒珥根二世再征服哈馬並毀其城，同時擄其人民至該國或其
所征服之地，如猶大、撒瑪利亞等，後則如聖經中所記，哈馬一再被敘利
亞，即亞蘭人所征服，又一再叛變。



推羅:  地中海東岸的一個重要海港城市，該地包括岸上的陸地和附近的島嶼，
南鄰亞設支派的屬地。約在西元前1200年，非利士人掠奪了推羅以北約32 

公里的另一個重要港口西頓。從那時起，推羅便成了第一港市，防衛堅固，
有「堅固城」之名。
• 聖經形容這兩城(推羅、西頓) 的人是大有智慧'城牆堅固' 和極其富有（2、

3節），他們真的擁有堅固的城牆“; 據學者研究，他們的城牆厚一百五十
呎。

• 推羅人善於經商，自古就與各地有貿易往來，其黃金時期是大衛和所羅
門時。推羅王希蘭差遣工匠，提供香柏木、檀香木和金子、寶石，為大
衛和所羅門建造宮殿及耶路撒冷的聖殿；所羅門將加利利的二十座城回
贈推羅王，由於這些地方貧瘠，希蘭很不高興，給城邑之地起名叫「迦
步勒」。

• 以色列南北分裂時，北國的亞哈王娶了推羅王的女兒。《詩篇》和先知
書中常提到該城，斥責它的狂傲和奢華，預言其災難。

• 西元前 8世紀，推羅受到亞述的壓力，被迫繳納很重的歲貢。
• 亞述失勢後，推羅重新獨立，並再度繁榮。



• 西元前 6世紀，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圍困該城十三年後終於攻破，但
推羅王早將財寶轉移至海島上，尼布甲尼撒一無所獲，盛怒之下將城
完全拆毀。

• 西元前332年，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填海築路，使海島與陸地連接，
攻下了小島。推羅很快又成為繁華的城市，人口和商業勢力均與耶路
撒冷齊名，甚至超過耶路撒冷。

• 新約時代，耶穌曾到推羅和西頓地區，在那裡傳道、治病。保羅第三
次外出宣教時，在推羅住了七天。西元6一12世紀，推羅為阿拉伯人
佔領，而後又屬於十字軍東征時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國。13世紀末毀於
戰爭。(書19:24-31；撒下5:11；24:7；王上5:1；7:13；9:l0-14，代上
14:1；代下2:3，11-16；詩45:12，83:7；賽23:3,8；結22:8；26-27章；
珥3:4-7；摩1:9-10；太15:21-28；可7:24-31；路6:17； 19:13-14；徒
21:3-7等)

資料來源: 以斯拉培訓網



西頓 (Sidon) -地中海邊的著名港口，南距推羅約40公里，是古代迦南的北部邊界。西元前9世
紀，亞述統治西頓地區。
• 三百年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攻佔該地。
• 其後波斯、希臘、敘利亞、埃及相繼統治這一地區。
• 西元前64年，西頓落入羅馬手中。西元637年阿拉伯人佔據西頓，此後又數度易手，歸土
耳其管轄。

•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劃歸黎巴嫩。今名「賽伊達」。
• 以色列人進軍迦南途中，約書亞率眾擊殺當地諸王和原住民，追趕他們到西頓大城、米斯
利弗瑪音，直到東面的米斯巴平原，大獲全勝，所有原住民被殺。但沒有實際佔領西頓。

• 以色列人分配地業時，劃歸亞設支派，他們也沒能趕出西頓的居民。士師時代，西頓人屢
屢侵犯以色列，他們的文化也開始滲入，以色列人開始敬拜西頓的巴力和亞斯他祿神。

• 大衛統計全國人口時，將西頓和推羅二城計算在內。所羅門的諸多妻子中有西頓人，她們
把自己的信仰帶到以色列。

• 王國分裂時期，北方以色列王亞哈娶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為妻，並在撒瑪利亞建造巴力神
廟，信奉女神亞舍拉，犯下極大罪惡。西元前6世紀末，以色列人從流放地巴比倫返回耶
路撒冷、重修聖殿時，西頓人提供木料，換取糧食、油和酒。

• 許多先知都預言該城的沒落。新約時代，西頓的居民大部分是希臘人，有很多人去到加利
利，聽耶穌講道；耶穌也往西頓、推羅宣講福音，醫病趕鬼。使徒保羅去羅馬途中，所乘
船只在西頓停靠，百夫長猶流允許保羅上岸看望朋友。



Source: https://www.bible-

history.com/maps/phoenici

a.html

古腓尼基王國幾乎佔據了整個現在
的敘利亞海岸。它的最北部城市名
叫阿爾瓦得，南至加爾默耳山 (Mt 

Carmel) ，西有地中海，東有黎巴嫩
大山，故此它的領域祇是一個長形
的地帶，東西山海
之間最寬的地方，也不過是五十公
里而已，向東部的山區可說沒有發
展的可能，全區可耕種的土地，祇
有兩個小小的平原位於南北兩個極
端。基於這種地勢所迫，自古以來，
他們唯一的出路祇有海洋一途，是
以他們成了歷史上最著名的航海民
族，而他們的城市，也大
都以海邊的港口為限。
Source:聖經辭典



和合本
9:5 亞實基倫看見必懼怕‧迦薩看見甚痛苦‧以革倫因失了盼望蒙羞‧迦薩必
不再有君王‧亞實基倫也不再有居民。
9:6私生子〔或作外族人〕必住在亞實突‧我必除滅非利士人的驕傲。
9:7我必除去他口中帶血之肉、和牙齒內可憎之物‧他必作為餘剩的人、歸
與我們的 神‧必在猶大像族長、以革倫人必如耶布斯人。
NLT

9:5 The city of Ashkelon will see Tyre fall and will be filled with fear. Gaza 

will shake with terror, as will Ekron, for their hopes will be dashed. Gaza’s 

king will be killed, and Ashkelon will be deserted. 

9:6 Foreigners will occupy the city of Ashdod. I will destroy the pride of the 

Philistines. 

9:7 I will grab the bloody meat from their mouths and snatch the detestable 

sacrifices from their teeth. Then the surviving Philistines will worship our God 

and become like a clan in Judah. The Philistines of Ekron will join my people, 

as the ancient Jebusites once did. 



現中
9:5 亞實基倫城將看見這情形而懼怕；迦薩城看見了將痛苦難堪；以革倫
也一樣，它的希望都將破滅。迦薩將失去君王；亞實基倫將人煙絕跡。
9:6 混雜的種族將住滿亞實突。上主說：「我要使高傲的非利士人卑微。
9:7 他們不再吃帶血的肉，或其他可憎的食物。所有殘存的人都將成為我
的子民，像猶大支族中的一族。以革倫人將成為我的子民，正如耶布斯
人一樣。



Source: 

參聖光
地理資
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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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實基倫(Askelon,Ashkelon)

靠近地中海海邊的一座古城，位於約帕和迦薩之間，其年代相當久遠。該城靠
山臨海，地勢險要，與約帕、迦薩、亞實突、迦特並稱為舊約時代非利士人的
五大要塞之一，扼守著由埃及經海邊通往亞蘭、亞述的要道。因其地當要衝，
歷代都是兵家必爭之地。以色列人奪取迦南時，猶大支派攻佔了迦撒、亞實基
倫、以革倫等城和城的四境，此後又被非利士人奪回。力士參孫在婚宴上與人
打賭猜謎輸了，突襲該城，殺死三十個非利士人，剝取他們的衣服，將衣服給
了猜中謎語者。此後數世紀中，亞基實倫分別受亞述、巴比倫及推羅的統治，
居民信仰五花八門。王國南北分裂時，北國以色列王比加聯合大馬色王和亞實
基倫王共同抗擊亞述，亞述王提革拉毗尼色三世發動三次戰役以懲，亞實基倫
首當其衝。而後，巴比倫王進攻猶大國時，又兵加亞實基倫，屠城焚邑，將大
批居民擄往埃及。此後，西古提人、迦勒底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等等，
先後成為該城的主人。西元1270年徹底毀於戰亂。先知阿摩斯、耶利米、西番
雅都曾指責該地的假神之罪。《新約》中的大希律出生於此。(士1:18；14:19；
撒上6:17；撒下1:20；耶25:20；47:5，7；摩1:8；番2:7；亞9:6)其遺址在今特拉
維夫市以南約50公里處，考古學家發掘出許多文物。



迦薩 (Gaza): 

• 迦薩位於迦南中部的沿岸平原，距地中海只有5公里，因地處敘利亞和埃及沙漠的交通要道
上，是兩國軍隊和商旅沿岸必經的據點，被視為迦南地南面界線的標誌（創10:19）。

• 迦薩亦是非利士的5個主要城市之一，「迦薩」此名代表「強壯」，現今譯作「加沙」。自
主後1967年，加沙一直在以色列的軍事管制之下，也是以色列加沙和北西奈軍管區行政中
心。

• 歷年來，迦薩都是兵家必爭之地，以色列、亞述、希臘、埃及、敘利亞、羅馬、阿拉伯等
相繼成為此地的統治者。

• 在先知撒母耳的時代，非利士人把約櫃擄走的時候，迦薩及其他城市皆受到淋巴腺鼠疫之
害。當地居民於是獻上金痔瘡及金老鼠給耶和華，希望藉以擋災（撒上5:1-7, 6:1-4, 

6:17）。
• 迦薩的統治者哈努（Hanno）逃亡去了埃及，而提革拉毘列色三世就豎立一個自己的像在王
宮中。到了希西家作猶大王的時期，希西家曾起來攻擊非利士人，直到迦薩和它的四境
（王下18:5-8）。

• 後來，哈努又回到迦薩支持由哈馬（Hamath）領導的叛變，以致亞述王撒珥根（Sargon）
在主前722年再攻打迦薩，並將哈努俘據往亞述。自此，迦薩一直忠於亞述。

• 公元前63年羅馬征服了迦南。主前57年，羅馬方伯加比紐（Gabinius）在迦薩舊址的南面，
較為接近海的地點，重建迦薩。或許就是為了要將被遺棄了的舊迦薩城和新迦薩城分別出
來。無論如何，在卡魯貝廢丘內的種種遺蹟顯示，迦薩在希臘和羅馬時代，是個重要的城
市。



以革倫 (Ekron)

• 非利士的5個主要城市之一，是個防衛堅固的地方，有許多村落隸屬這
個城市（書15:45-46）。

• 以革倫的地名意思是「遷移」、「被拔根」、「滅絕」或「歸化」。
• 在分配迦南地業的時候，以革倫被置於猶大和但之間的邊界（書15:11, 

15:45-46, 19:43），但約書亞逝世時，以色列人仍未攻佔這個地方，最
後，才終於為猶大支派所攻佔（士1:18）。但這個城後來一定是再被非
利士人所佔領的，因為他們將約櫃搬離迦特之後，將它放置在以革倫
（撒上5:10），而約櫃被牛車運往伯示麥時，也是從這兒起程的（撒上
第六章）。

• 在先知撒母耳的時代，以革倫似乎再次時落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撒上
7:14），但是到了掃羅時代，非利士人已再度將它奪回（撒上17:52），
而且一直佔領這個地方，直到先知阿摩司時代（摩1:8）。



亞實突 (Ashdod): 要塞 Fortress，劫掠者 Ravager

• 位於耶路撒冷之西約 54 公里，希伯崙西北約 48 公里，今日的 Ashdod 新城
南方約 6 公里，距海岸約 4.5 公里，Wadi Qubeiba之西岸。據 1962 至
1970 年之間的考古發掘結果，其上城的面積約 7 公頃，下城約 36 公頃，土
丘高 22 公尺，在其附近另有 Ashdod-Yam、Tell Mor、Tell Abu Haraza、
Mesas Hashavyahu及 Yavneh 等廢墟，分別是它的商業和軍事的中心。

• 主廢墟共有廿二個層面，說明早在 1300 BC 已是一個設有重防的城市，發掘
出有迦南人和以色列人的防禦工事，及希臘人的工廠，因在古代即有大道南
通埃及，北通米所波大米，所以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軍事據點，一直是非利士
人的五個大城之一，也曾是非利士的首府。

• 在 711 BC，亞實突陷於亞述人的手中，成為亞述在該地區的省會，後來
(645 BC 前後)埃及王曾用了二十九年的時間來圍攻它，足見其重要性和防護
力量之強。

• 9:6 亞實突會變成各種人混合居住之地，被擄之後它已經開始如此（參︰尼
十三24）。在波斯期間，第五個省分的一區以此城為名，它四周的各區為撒
瑪利亞、耶戶德和易多買。



• 私生子(NIV: A mongrel people ) 特別是指亂倫的結果 (參信望愛專
卷註釋)。

• 我必除去他口中帶血之肉  律法禁止吃帶血的肉。
• 和牙齒內可憎之物  應該是指律法規定不潔之物。
 現在耶和華要說明祂將要做的事。祂要改變非利士人，破除他們的
頑固傲氣，除去可憎的宗教儀式，使他們成為祂「餘剩的子民」之
一部分。以色列人不可以吃血，他們也不可以。凡獻上不合律法的
供物，或以求魔法為目的而吃禁肉（賽六十五4，六十六3、17），
均不可與神的子民共進飲食；耶和華將除去這種習俗，以及它所招
致的罪；如此，非利士人便可融入猶大的子民中。

 以革倫、亞實突和迦薩，原先都劃歸猶大（書十五45～47）。以革
倫人必如耶布斯人，是指大衛在攻取耶路撒冷時，並未滅盡耶布斯
的居民，而讓他們同化歸猶大。



這三個王朝一直攻擊以色列人，然而聖經預言，神要處罰他們:

• 在大約二百年後’即公元前 333年，神使用亞歷山大，應驗了這預言
。亞歷山大首先滅了瑪代波斯，然後北上滅了敘利亞（即古 亞蘭王
朝），我們留意9:1b，提到世人和以色列人的眼目，仰望耶和華，意
思是他們看到神的審判。

• 滅了古亞蘭國之後，亞歷山大就攻打推羅和西頓，他只用了六個月
的

• 時間，攻陷了西頓，並且完全摧毀，就是到了今天, 西頓在國際舞台
上，已經不再重要。

• 滅了西頓後, 亞歷山大就來到迦薩，9:5-7描述了神將怎樣刑罰他們，
這也應驗了。當亞歷山大兵臨城下時，亞實基倫立即投降，但迦薩並
不投降’他用了五個月攻佔迦薩，並把其王釘死在樹上

先知講述這一段，是強調神的信實祂是言出 必行的，而祂這樣行，顯示
出祂必為其子民伸冤°



和合本
9: 8 我必在我家的四圍安營、使敵軍不得任意往來‧暴虐的人也不再經過‧因為
我親眼看顧我的家。
9:9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
你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9: 10 我必除滅以法蓮的戰車、和耶路撒冷的戰馬‧爭戰的弓也必除滅‧他必向列
國講和平‧他的權柄必從這海管到那海、從大河管到地極。
NLT

9:8 I will guard my Temple and protect it from invading armies. I am watching 

closely to ensure that no more foreign oppressors overrun my people’s land. 

9:9 Rejoice, O people of Zion! Shout in triumph, O people of Jerusalem! Look, your 

king is coming to you. He is righteous and victorious, yet he is humble, riding on a 

donkey— riding on a donkey’s colt. 

9:10 I will remove the battle chariots from Israel and the warhorses from 

Jerusalem. I will destroy all the weapons used in battle, and your king will bring 

peace to the nations. His realm will stretch from sea to sea and from the Euphrates 

River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現中
9:8 我要看守我的家園，不讓軍隊踐踏。我也不准暴君再壓迫我的子民。
我已經看見我的子民所受的痛苦。」
9;9 錫安的居民哪，要歡喜快樂！耶路撒冷的人民哪，要歡呼！看，你們
的君王來了！他得勝，凱旋而來，卻謙虛地騎著一匹驢─騎著一匹小驢。
9:10 上主說：我要拿走以色列的戰車，除滅耶路撒冷的戰馬；戰場上使
用的弓也要折斷。你們的王要在列國中促進和平；他要統治四海，從幼發
拉底河到地的盡頭。
這一節與第一至八章有兩處關聯，值得注意。’不得任意往來’ 的希伯來文，
與7:14 的 ‘甚至無人來往經過’ 完全相同。而 ‘耶和華的眼一語’，與 ’耶和
華的眼睛，遍察全地’（4:10b）相仿；這兩處耶和華無所不察的眼睛，都
是為要保護和供應祂的子民。



9:8 連接上文，說明當列國被敵人攻擊時，神必 會保護祂的子民，這預言
也在上述歷史中得到應驗。在亞歷山大攻打瑪代波斯之前，曾派人聯絡以
色列人，要求他們保護希臘軍隊的糧草，卻遭當時 猶太人的大祭司耶杜亞
拒絕，他說他們仍然效忠波斯。可是現在希臘大軍先攻陷波斯，進佔敘利
亞， 打敗推羅，滅了非利士，來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都甚害怕，他們在
神面前祈求，神就保護了他們， 正如經文所說：我親眼看顧我的家。
當希臘大軍兵臨城下時，耶杜亞打開城門，率領眾祭司和城內尊貴的人出
城迎接亞歷山大，並向他展 示但以理書的預言，講述神如何使用他完成神
的旨意，應驗了先知書所說的。亞歷山大接受了這解釋，並且進到聖殿，
向神獻祭，然後離開耶路撒冷， 去攻打埃及。這節經文的重點，就是神保
護祂的子 民，因為祂顧念祂們。



 9:9 先知要求耶路撒冷的百姓喜樂歡呼，因為彌賽亞來了。彌賽亞必除
去戰爭，帶來和平，擁有大權柄

 謙謙和和 (NIV: lowly) ：也可以翻譯為’貧窮的’、’困苦的’。
 騎著驢：在士師時代，王子騎驢並不希罕（士五10，十4，十二14），
因為驢是常用的座騎。大衛逃離耶路撒冷時，有人為他備驢（撒下十六
2）。我們知道，波斯時代有一位王是騎馬的，即亞哈隨魯王（斯六
8）；不過先知常譏諷對戰馬的倚賴（10節，參︰賽二7，三十一1；彌
五10；該二22），也許以色列人常用驢。對一位奉和平之名而來的人，
騎驢也很合適。太 21:1-11  約 12:14-15 也引用這一段。

 9:10 說到王要除去戰馬和打仗用的弓，強調祂的子民不再有戰爭，而第
10b節更清楚說明，要向列國講和平，這表示王來臨的目的，是要把和
平帶給祂的子民。



思想與反省
• 在舊約時代，神為以色列人伸冤。在現今的時代，神（基督）會為
信徒伸冤。

• 馬書12:19: 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祂必報應。
• 我們只管把你的冤情帶到主面前，祂明白、也體諒，由祂來主持公
道，千萬不要自己報復，這樣只會使自己的靈命受損，為自己製造
網羅。讓我們接受祂，讓祂來為我們伸冤。

• 當我們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而又未看到上帝為我們申冤時，我們該
怎樣做？



應許加倍賜福（9:11~17）

和合本

9:11 錫安哪、我因與你立約的血、將你中間被擄而囚的人、從無水的坑中釋放出來。

9:12 你們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轉回保障‧我今日說明、我必加倍賜福給你們。

NLT

9:11  BECAUSE OF THE COVENANT I MADE WITH YOU, SEALED WITH BLOOD, I WILL FREE YOUR PRISONERS 

FROM DEATH IN A WATERLESS DUNGEON. 

9: 12  COME BACK TO THE PLACE OF SAFETY, ALL YOU PRISONERS WHO STILL HAVE HOPE! I PROMISE THIS 

VERY DAY THAT I WILL REPAY TWO BLESSINGS FOR EACH OF YOUR TROUBLES. 

現中

9:11 上主說：由於我與你們立的約，就是用牲祭的血印證的約，我一定釋放你們這些流亡的人，從乾旱

的坑中釋放你們。

9:12 有盼望的流亡者啊，回來吧！回到你們的堡壘來。我現在告訴你們，我要加倍地補償你們。



錫安哪:似更偏重神對大衛之應許（或說神與大衛立的約）。按撒母耳記下七8~16

神應許大衛的國位必堅定直到永遠。按歷史看並未應驗，但路加福音第一章卅二
至卅三節明說基督才是真正承接大衛的王位直到永遠的，所以福音第一章一節稱
基督為“大衛的子孫”（可譯作大衛的兒子）。
立約的血: 本句中的“約”指舊約，就是神藉摩西在西乃山下所立的約。當時摩西將
牲畜之血灑在壇上，又灑在百姓身上（出廿四6~8）。但舊約實際上是預表新約，
因牛羊的血並不能真正贖罪，也不能真正保證什麼，卻表明那以後來的神的羔羊，
他的血能真正使人潔淨，可以事奉神（來九14）。
無水的坑: 可能是當時最痛苦的牢獄，如先知耶利米曾被下在“沒有水’的淤泥獄中
（耶三十八4~13）。在此撒迦利亞可用可能借當時最令人害怕的這種牢獄，描寫
神怎樣把他的百姓從極端痛苦而絕望的景況中拯救出來。
一些反省:

• 本段顯示神始終未忘記他的約。背約的是以色列人，不是神。正如使徒保羅所
說的：“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後二13）。

• 罪惡也像一個淤泥深坑，所有在罪中的人都被魔鬼下淤泥坑中，陰暗、絕望、
孤單、不得安寧……。



被困而有指望的人: NLT all you prisoners who still have hope!與上節同指被
擄而得釋放回國的猶太人，他們雖作亡國奴如囚犯，卻是有盼望的囚犯，
因有神的應許。
都要轉回保障:指錫安的保障，即保壘城（撒下五7），象徵回到神的眷佑
中，神必加倍賜福給他們。這些話不但安慰當時已回國的猶大人，也鼓勵
仍留在巴比倫的猶大人應趕快回國，神不能加倍賜福給那些仍戀棧在巴比
倫的人，只能加倍賜福給那些願為神的旨意回國開墾播種，重建聖城聖殿
的人。
詩篇32:7 你是我藏身之處；你必保佑我脫離苦難，以得救的樂歌四面
環繞我。就是這節經文的註腳。
說明耶和華不但賜我們平安，更要拯救我們。
一些反省：
我們有重神而來的平安嗎？這平安有何特徵？



和合本
9:13 我拿猶大作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蓮為張弓的箭‧錫安哪、我要激發你的眾子
、攻擊希臘〔原文作雅完〕的眾子、使你如勇士的刀。
9:14 耶和華必顯現在他們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閃電‧主耶和華必吹角、乘南
方的旋風而行。
9:15 萬軍之耶和華必保護他們‧他們必吞滅仇敵、踐踏彈石‧他們必喝血吶喊
、猶如飲酒‧他們必像盛滿血的碗、又像壇的四角、滿了血。
NLT

13  Judah is my bow, and Israel is my arrow. Jerusalem is my sword, and like a 

warrior, I will brandish it against the Greeks. 

14  The LORD will appear above his people; his arrows will fly like lightning! The 

Sovereign LORD will sound the ram’s horn and attack like a whirlwind from the 

southern desert. 

15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will protect his people, and they will defeat their 

enemies by hurling great stones. They will shout in battle as though drunk with 

wine. They will be filled with blood like a bowl, drenched with blood like the 

corners of the altar. 



現中
9:13 我要使用猶大，像使用弓弩；我要使用以色列，像使用箭矢；我要
使用錫安的人民，像使用刀劍，去攻打希臘人。
9:14 上主要在他子民頭上顯現；他射箭有如閃電。至高的上主要吹號角；
他要在暴風雨中從南方而來。
9:15  上主─萬軍的統帥要保護他的子民；他們要消滅仇敵。他們要在戰
場呼喊，像酒醉的人；他們要使敵人的血湧流，像流祭牲的血，湧流在
祭壇四角。
有學者認為這裡是馬加比革命（西元前175-163年）時，以色列人掙脫
希臘統治的事情。在死海古卷中找到的一份希臘文十二先知書（大約西
元前75年），發現第八及九章之間沒有中斷（ 8:19-9:5 ），因此這裡
所說的應該是預言，而不太可能僅僅一百年的時間就翻譯成希臘文還被
當重要文獻保存下來。另有一份希伯來文的碎片，時間大約是西元前

150年，更說明了這裡記載的比較可能是一個預言，而非後人增補的。



雅完 (Javan, ן וָּׂ יָּׂ ;Transliteration: yāwān) -希臘 Greeks，Hellenic

雅完是挪亞之孫，雅弗的第四個兒子，雅完在希臘文聖經中就是希臘，在
希伯來文中即是愛奧尼亞人 Ionians，也就是希臘人。他們最初的領域包
括現今的希臘本土，以及小亞細亞西岸沿海和愛琴海邊之島嶼。他的四個
兒子另各自有其宗族和邦國。
創10:2，代上1:5雅弗的第四子雅完所居之地區及民族之名。
結27:13雅完人，土巴人和米設人用銅器和人口與推羅人兌換貨。
結27:19 威但人和雅完人拿紡成的線，亮鐵，桂皮，葛蒲與推羅交易。 ※
但 8:21，亞 9:21中之「希臘」其原文是「雅完」。
Source: 聖光地理資訊網



這幾節是應許選民將戰勝仇敵:

▪ 神要用他們像弓箭大勝敵人。
▪ 神要親自為他們爭戰，像“南方的旋風”（14節）。
▪ “他們必吞滅仇敵踐踏彈石”（15節）。彈石是古代兵器之一，如大衛
的彈石。

▪ 他們必喝血呐喊原文只有’喝’字，並沒有’血’字實際上以色列人
是不准喝血的（利十七10~16），但這些話只是描寫大勝仇敵及形容他
們慶祝勝利而喝飲的情形。

參原文翻譯:



參李振康博士所著-脫胎換骨， 從哈該書和撒迦利亞書看事奉的更新
(page 204-205):

• 9:13-15節是連接9:10的，當神除去以法蓮的戰馬時，他們可以得到平
安，若其他國家不放過他們，要攻擊他們，那又如何？神安慰以色 列
人說，不要害怕，因為神會為他們而戰。

留意這三節經文中的修辭:

• 9:13出現兩次 ‘我拿’表示神將採取主動。
• 9:14的: 耶和華必顯現、祂的箭、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風等，表示神
要幫助祂的子民。

• 9:15表達出當神為祂子民而戰時，他們必然得勝。



和合本
9:16 當那日耶和華他們的 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們‧因為他們必
像冠冕上的寶石、高舉在他的地以上。〔高舉云云或作在他的地上發光
輝〕
9:17 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榮美何其盛‧五穀健壯少男、新酒培養處女。
NLT

9:16 On that day the LORD their God will rescue his people, just as a 

shepherd rescues his sheep. They will sparkle in his land like jewels in a 

crown. 

9:17 How wonderful and beautiful they will be! The young men will thrive on 

abundant grain, and the young women will flourish on new wine. 

現中
9:16 在那日，上主─他們的上帝要拯救他們，像牧人救羊群脫離險境。他
們要在他的土地上發光，像王冠上的寶石一樣。
9:17 這土地將多麼美好，多麼繁盛！有五榖使少年強壯；有新酒使少女健
美。



• 9:16提到神要拯救他的子民，就像冠冕上的寶石被高舉起來 表示他
的子民像寶石般閃爍 。 這對國破家亡和長期受鄰國欺負的猶大人來說
，確實是很大的安慰。

• 注意：他們先作神的弓和箭，任憑神怎樣拉弓射箭，怎樣指向敵人，
在大爭戰中取得榮耀的勝利，然後才成為冠冕上的寶石。今日的基督
徒應當謹記，不願成為神的弓箭的，也不會成為冠冕上的寶石，逃避
神交付責任的就是逃避榮耀的賞賜。

• 9:17 五穀健壯少男，新酒培養處女 -（男女都是多數式的），則全節與
上節的下半同是描寫神的子民享受豐足尊貴的景況，豐收的程度，使
五穀與新酒充足，不止年長者能滿足享用，少男少女也可以自由享用。
以致少男健壯、少女容光煥發。少男少女的健康美麗、愉快、反映國
家富足太平，社會家庭的安寧祥和，這些話隱約的顯示基督平安國度
中的美好光景。

• 詩篇37:7：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祂。適切地反影了這段訊
息。



思想與反省:

• 對我們 來說，”神住在 我們 心裡”是屬於理性或是感性層
面？還是兩者？這對 我們的生活又有何影 響？

• 我們今天面對哪些屬靈爭戰？ 信徒可以置身事外嗎？
• 基督再臨對信徒有甚麼意義？
• 我們有否因不利的環境而變得自暴自棄? 在苦難中的我們是

否仍仍然對神堅定地存有指望呢？是否期待上帝將我們從
無水的坑中由囚犯搖身一變而成皇冠上的寶石呢？



撒迦利亞書第十章 -相信上帝，
因祂必幫助你
在撒迦利亞書的第九章當中我們看見先知撒迦利亞從上帝領受

啟示, 向那些歸回到猶大地的百姓發預言, 宣告以色列那些鄰邦, 

他們要敗落。

然後有一位和平的君王要來臨要使屬上帝的子民, 可以得到真

正的拯救。

第十章的經文的主題, 是繼續有關將來錫安的復興;然後指出什

麼才是真正復興的倚靠。



10:1 
•神聽禱告

10:2-7
•悉心牧養

10:8-12
•引領復興



和合本
10:1 當春雨的時候、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雨‧他必為眾人降下甘霖、使
田園生長菜蔬。
10:2 因為家神所言的是虛空、卜士所見的是虛假、作夢者所說的是假夢‧他們
白白的安慰人‧所以眾人如羊流離、因無牧人就受苦。
NLT 

10:1 Ask the LORD for rain in the spring, for he makes the storm clouds. And he 

will send showers of rain so every field becomes a lush pasture. 

10:2  Household gods give worthless advice, fortune-tellers predict only lies, and 

interpreters of dreams pronounce falsehoods that give no comfort. So my people 

are wandering like lost sheep; they are attacked because they have no shepherd. 

現中
10:1 在春季，你們要向上主求雨。上主賜烏雲降甘霖給萬人，使人人的田地青
綠。
10:2 人民向偶像和占卜者求問，所得到的回答是胡言亂語。有些人解夢，只是
哄騙你們；他們的安慰沒有用處。因此，人民流離失所，像迷失的羊。他們遭
受苦難，因為沒有牧羊人引導他們。



• 春雨的季節在每年四到五
月間，這時的雨水一般不
是小雨點，而是傾盆大雨，
大地經過乾旱之後，可以
得到足夠的水份滋潤。當
然，就算在雨季，大地也
不一定得到適切的雨水。
當時的以色列人，以務農
為生，每年的春季是他們
所倚重的。

• 被擄前以色列人拜巴力，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巴力掌
管雨水。所以去隨從迦南
人的風俗，去拜巴力，因
而觸怒了耶和華。



在這節經文，我們要留意:

• 神邀請祂的子民來倚靠祂，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雨，說明神是掌管大自然
的，雨水通常與雷電連在一起，神掌管雷電，就是掌管雨水，留意”要向…求” ，說
明神邀請祂的子民向祂祈求。為甚麼要向祂求雨？神要子民明白，雨水並不是必然
的，他們得到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神的。經文強調祂是閃電的主，是要子民清楚知
道，他們要相信神有能力做得到。

• 經文強調祂一定聽子民的禱告，不要忽略經文中的必字，這是肯定的意思 (賽30:23 

你將種子撒在地裏，主必降雨在其上，並使地所出的糧肥美豐盛。到那時，你的牲
畜必在寬闊的草場吃草。 );只要信徒帶著 ‘信心’ 祈求時，神一定聽禱告。

• 神應允禱告的結果，就是子民可以經歷到祂的祝福，對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說，這指
田產豐收。

• 這應許不單適用於昔曰的以色列人，也延伸至屬靈的層面，就是今天的每一位信
徒，也可以按這經文的信息，帶著信心來到主的面前，向祂禱告，祂一樣應允我
們，聽我們的傾訴，賜福我們。祂今天也向每一位信徒發出邀請，因此我們可以來
到祂的面前，把自己的需要向祂傾訴；把教會的需要告訴祂。當然，我們要帶著信
心，常常提醒自己，神一定聽我們的禱告，相信祂明白你的需要，並期望祂會把最
好的給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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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無牧人就受苦其實不是無牧人，因下節明說神要向“牧人”發怒。換
言之，牧人誤導眾人走入錯誤的信仰路上，在神看來有牧人等於“無牧人
”，有不按神真理引導群羊之牧人，就是無牧人了！這正是今日教會所以
荒涼的真正原因。

和合本 10:3 我的怒氣向牧人發作、我必懲罰公山羊‧因我萬軍之耶和華眷
顧自己的羊群、就是猶大家、必使他們如駿馬在陣上。
NLT 10:3 “My anger burns against your shepherds, and I will punish these 

leaders. For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has arrived to look after Judah, 

his flock. He will make them strong and glorious, like a proud warhorse in 

battle. 

現中 10:3 上主說：「我向那些統治我子民的外族人發怒；我要懲罰他們。
猶大人民是我的；我─上主、萬軍的統帥要照顧他們。他們將作為我強壯
的戰馬。



公山羊：就是”首領” (NLT: these leaders); 也就是前面 ‘牧人’的意思
。先知以西結把公山羊暗喻為假牧人; 結 34:17 「我的羊群哪，論到你
們，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在羊與羊中間、公綿羊與公山羊中間施行判
斷。
。
懲罰、眷顧原文是同一個字: 原文是: ַקד פָּׂ ; Transliteration: pāqad; 簡意

是: 照料, 造訪, 指派, 召集; MECD: A verb meaning to attend, to visit, and to 

search out. The word refers to someone (usually God) paying attention to 

persons, either to do them good (Gen. 50:24, 25; Ex. 3:16; 1 Sam. 2:21; Jer. 

23:2); or to bring punishment or harm (Ex. 20:5; Isa. 10:12; Jer. 23:2).



和合本
10:4 房角石、釘子、爭戰的弓、和一切掌權的、都從他而出。
10:5 他們必如勇士、在陣上將仇敵踐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們必爭戰、
因為耶和華與他們同在‧騎馬的也必羞愧。
NLT 

10:4 From Judah will come the cornerstone, the tent peg, the bow for 

battle, and all the rulers. 

10:5 They will be like mighty warriors in battle, trampling their enemies 

in the mud under their feet. Since the LORD is with them as they fight, 

they will overthrow even the enemy’s horsemen. 

現中
10:4 從他們當中要產生統治者、首領，和指揮官來治理我的子民。
10:5 猶大人民將像勇士制伏仇敵，有如踐踏街道上的塵土。因為上
主與他們同在，他們將勇敢爭戰，打垮敵人的騎兵。



• 房角石 (NLT: the cornerstone )：代表穩固、支撐大局的力量，整
個建築都依賴這塊石頭好的領導(牧養)能提供穩定性(good 

leadership is to provide stability)

• 釘子 (NLT: the tent peg): 帳篷的營釘或掛東西的釘子，跟房角石
一樣，也是著重於其穩固與支撐大局的角色好的領導(牧養)能
提供可靠性

• 爭戰的弓(NLT: the bow for battle)：代表軍事力量、率領軍隊的才
能好的領導(牧養)能保護疆域及打退敵人 (保護教會及力抗異
端的入侵）)

• 一切掌權的 (NLT: all the rulers )：用來解釋前面 ‘房角石’、’釘子’

、’爭戰的弓’ 的比喻The provision the Lord makes for the 

leadership of His people is one that is united, able to make joint action 

to achieve the goals.

以上解釋參信望愛專卷註釋及John L. Mackay page 236



和合本
10:6 我要堅固猶大家、拯救約瑟家、要領他們歸回‧我要憐恤他們‧他們必像未曾棄
絕的一樣‧都因我是耶和華他們的 神‧我必應允他們的禱告。
10:7 法蓮人必如勇士‧他們心中暢快如同喝酒‧他們的兒女必看見而快活‧他們的心
必因耶和華喜樂。
NLT

10:6 “I will strengthen Judah and save Israel; I will restore them because of my 

compassion. It will be as though I had never rejected them, for I am the LORD their God, 

who will hear their cries. 

10:7 The people of Israel will become like mighty warriors, and their hearts will be 

made happy as if by wine. Their children, too, will see it and be glad; their hearts will 

rejoice in the LORD. 

現中
10:6 我要使猶大人民強盛；我要使以色列家得勝。我要憐憫他們，把他們都帶回家
鄉。他們要像從未被我丟棄一樣。我就是上主─他們的上帝；我要垂聽他們的禱
告。
10:7 以色列人民要像勇士一樣強壯，他們的心暢快，像喝酒的人一樣。他們的子孫
將記住這次的勝利；他們將因上主的作為歡欣鼓舞。



領他們歸回: 包括“猶大家與約瑟家”，即全民族。
我要憐恤他們……像未曾棄絕一樣: 即神要重新復興耶路撒冷，就像他們
還沒亡國前那樣。
應允: 原文是: נָּׂה עָּׂ ;Transliteration: ʿānâ ; 簡意是: 回答, 回應, 作證, 說話, 

大喊; CDW: A verb meaning to answer, to respond, to reply, to testify. It 

refers to responding, answering a person

這兩節所提各點，也是個人信主得救的經歷：
• 因神的憐憫歸回父家，不作浪子。
• 他救我們成為神兒女的地步（約一12~13），仿佛未曾被神棄絕過一
樣，甚至勝過亞當未犯罪之前的光景。

• 禱告蒙應允：蒙恩得救的人，他們的禱告必蒙應允。神不聽罪人（約
九31），但信徒靠他救贖功勞，奉他的名求什麼，就必蒙應允（約十
四13~14；雅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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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神會懲罰那些假先知，這些就是經文裡提到

的惡劣的牧人

神會堅固自己的子民，使他們強如戰馬，結果就是無
所匹敵；必如勇士，結果是打敗敵人；神也應許會堅
固和拯救他們，並使他們歸回神

祂會賜我們喜樂，10:7他們的兒女必看見而快活；
他們的心必因耶和華喜樂。神牧養祂的子民，使他們
堅固，除去假先知，目的是要祂子民經歷喜樂。



10:8-12引領復興

和合本 10:8 我要發嘶聲、聚集他們‧因我已經救贖他們‧他們的人數必

加增、如從前加增一樣。

NLT 10:8 WHEN I WHISTLE TO THEM, THEY WILL COME RUNNING, FOR I 

HAVE REDEEMED THEM. FROM THE FEW WHO ARE LEFT, THEY WILL 

GROW AS NUMEROUS AS THEY WERE BEFORE. 

現中 10:8 我要召喚我的子民，聚集他們。我要拯救他們，使他們跟從

前一樣眾多。

發噝聲 (NLT: WHISTLE)即“吹哨聲”，NIV: 則譯作: SIGNAL打信號或暗號。

按當時背景而論，可能是指牧人吹哨聲，或特別暗號聲以招聚羊群或

牲畜讓人想起主耶穌說：他的羊認得他的聲音(約 10:5,16) 。



和合本
10:9 我雖然〔或作必〕播散他們在列國中、他們必在遠方記念我‧他們與兒女
都必存活、且得歸回。
和合本 10:10 我必再領他們出埃及地、招聚他們出亞述、領他們到基列和利
巴嫩‧這地尚且不彀他們居住。
NLT 

10:9 Though I have scattered them like seeds among the nations, they will still 

remember me in distant lands. They and their children will survive and return 

again to Israel.

10:10 I will bring them back from Egypt and gather them from Assyria. I will resettle 

them in Gilead and Lebanon until there is no more room for them all. 

現中
10:9 雖然我把他們分散在列國中，他們仍然要在遙遠的地方記念我。他們和
他們的子女將得以倖存，一起返回家園。
10:10我要從埃及把他們帶回家，從亞述領他們回來。我要把他們安置在基列
和黎巴嫩；整片土地將住滿了人。



記念: 原文是: זַָּׂכר ; Transliteration: zākar; 簡意是: 記得, 回想, 回
憶 CWD: A verb meaning to remember, to mention, to recall, to 

think about, to think on, to be remembered, to recall, to 

acknowledge, to mention, to make known. The basic meaning 

indicates a process of mentioning or recalling either silently, 

verbally, or by means of a memorial sign or symbol. The verb often 

means to mention, to think about. 

再領他們出埃及，招聚他們出亞述:本句重點在指神將施行之拯救，
如在埃及所行，正如先知哈巴谷曾求神復興他的作為-復興他曾行
于埃及的作為（哈三1~2）。



和合本
10:11 耶和華必經過苦海、擊打海浪、使尼羅河的深處都枯乾‧亞述的驕
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權柄、必然滅沒。
10:12 我必使他們倚靠我、得以堅固‧一舉一動、必奉我的名‧這是耶和
華說的。
NLT 

10:11 They will pass safely through the sea of distress, for the waves of the 

sea will be held back, and the waters of the Nile will dry up. The pride of 

Assyria will be crushed, and the rule of Egypt will end. 

10:12 By my power I will make my people strong, and by my authority they 

will go wherever they wish. I, the LORD, have spoken!” 

現中
10:11 他們經過苦海的時候，我要擊打浪濤，尼羅河將乾涸。高傲的亞
述要謙卑；強大的埃及要失去力量。
10:12 我要使我的子民強盛；他們要敬拜我，順從我。上主這樣宣佈了



• 摩根（Campbell Morgan ）曾經為復興下這定義：
復興不能靠組織而出現，而是當神選擇把靈風
（聖靈）吹向祂的子民時，我們卻可以像滑浪風
帆一樣，順著那靈風，經歷復興。

• 神有沒有把靈風吹向我們？答案是經常都有，每
主曰祂都這樣做，每次你讀經時祂都這樣做，問
題是我們有沒有迎接這風？當風吹來時，我們要
把帆升起，順著靈風，經歷復興（即如彭國良牧
師所說的：踏著聖靈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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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反省:

• 對每位信徒而言，要問自己是否需要復興？

• 我 們的教會是否需要復興？

• 我們是否真的滿意自己的信仰經歷？

• 是否常常經歷祂所應許的平安和喜樂？

• 是否按著祂的心意來發展教會和自己的信仰 生活？

• 我們在心意上是否經常都「更新而變化」？

讓我們一起打開心門，讓基督帶領我們復興，對祂 有更深的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