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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経分章大要  章題背诵 ★舊約全書共 929 章 

●圣经共 66 卷书，旧约 39 卷书， 新约 27 卷书 

★舊約全書共 929 章 ★新約全書共 260 章 ★新舊約全書共 1189 章  

 

１５巻●以斯拉記共 10 章 簡易記憶法―重續 

01-05 重建聖殿 回國之人 築壇奠基 建殿受阻 再興殿工 

06-10 續建聖殿 巴比倫歸 回歸子民 獻祭認罪 對付罪惡 

1 古列元年（重建聖殿）―１段：①波斯王古列元年準許猶大人返國建殿 

2 回國之人―１段：①被虜帰回者名単 

3 築壇奠基―２段：①回復敬拝 神的生活②開始重建聖殿 

4 建殿受阻―２段：①建殿工程受阻②波斯王下令停止重建耶路撒冷 

5 再興殿工―１段：①回復重建聖殿 

6 續建聖殿―４段：①発現古列王原有的命令②大流士王下令継続建殿③聖殿奉献典礼④守逾越節 

7 以斯拉歸―３段：①以斯拉到達耶路撒冷②亞達薛西王賜給以斯拉諭旨③以斯拉稱頌耶和華 

8 回歸子民―５段：①従被虜之地帰回来的人②以斯拉為聖殿召集利未人③以斯拉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ー神面

前克苦己心④献給聖殿的礼物⑤返回耶路撒冷 

9 獻祭認罪―１段：①以斯拉因百姓與異族通婚認罪祈祷 

10 對付罪惡―２段：①終止異族通婚的措施②娶外邦女子為妻的人 

以斯拉記共 10 章―近東両河流域的勢力、主前 539 年有了大転変。「古列」励精図治二十年、小国「以拦」 

    、成為統治「馬代、呂底亜、亜述、 最後征服了「巴比倫」的 波斯大帝国．在主前 538年。 

          也就是犹大初次被「巴比倫」虜去的「主前６０５年」之後的７０年；波斯大帝国開国

之君「古列」、採取新宗教政策、許可被虜到「巴比倫」的各国人民回帰故土、特別許

可犹大人回復耶路撒冷的聖殿敬拝、帰還当年被奪的聖器（耶２５、３０章）。主前５

３７年―在「设巴萨」率領之下、四万余人（中国的春秋時代末期）、首次回帰到残破的家

園、重修聖殿。建設工作受到従他地移民到「巴 パレスチナ」統称「撒馬利亜人」的

反対、未能継続、一直到第２次回帰的所罗巴伯所帯的５万人、得到先知哈該和撒迦利亞

的激励、才能克服万難、予主前５１５年春完成新殿。半世紀後、精通律法的以斯拉携「波

斯王亚达薛西」的聖旨、率領又一匹人回帰、以斯拉整理「摩西律法」、編成法典、整理

整頓社会風気、納入正軌、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不準與外族雑婚、以保民族及信仰的

純一。本書在历代志之后、越過被虜的約５０年時期、継続説明一個新生民族如何進入

新生時代。犹大人輝皇的王国一去永不返、飽歴亡国苦痛之余、終能得到 神的允許、在

廃墟上重建家園。聖殿根基立定時、哭号與欢呼交織。３；１２～１３．然而有许多祭司，

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

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

音听到远处。又能記取歴史的教訓、立志改革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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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巻 尼希米記共 13 章 簡易記憶法―關大移 

01-05 關心耶京 施恩的手 分工合作 仇敵阻擾 應付危難 

06-10 大工告成 守望治理 培靈研經 禱告認罪 定意遵守 

11-13 移民耶京 盛大慶典 分別為聖 

1 關心耶京―１段：①尼希米関心耶路撒冷 

2 施恩的手―１段：①尼希米返耶路撒冷 

3 分工建城―４段：①重建耶路撒冷城牆②造城牆的利未人③造城牆的祭司④其他建造的人 

4 仇敵阻擾―１段：①尼希米勝過阻當他工作的人 

5 斥責貴冑―２段：①尼希米処理官長們的剥刈②尼希米大公無私 

6 大工告成―２段：①敵対尼希米的陰謀②工程結束 

7 守望治理―２段：①哈拿尼雅②被虜帰回者的名単 

8 培靈研經―２段：①以斯拉向民衆宣読律法書②七月住棚節 

9 禱告認罪―２段：①以色列人承認他門的罪②認罪的祷告 

10 簽名定意―２段：①在公約上簽名的人②公約的内容 

11 移民耶京―２段：①住在耶路撒冷的人②居住其他城鎮的人 

12 盛大慶典―２段：①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単②大祭司耶書亞的後代③作族長的祭司④祭司和利未家族的記録 

⑤聖殿供職的班次⑥城牆告成奉献典礼 

13 分別為聖―２段：①與外邦人隔絶②尼希米的改革 

 

http://dict.lambook.com/%E4%BB%A5%E8%89%B2%E5%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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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巻 以斯帖記共 10 章  簡易記憶法―廢賞 

01-05 廢瓦實提 立以斯帖 哈曼高升 為國祈禱 進宮見王 

06-10 賞末底改 處死哈曼 代替哈曼 定普珥日 高升宰租 1 廢瓦實提―１段：①瓦實提王后被廃 

2 立以斯帖―１段：①以斯帖被立為王后②末底改救王的命 

3 哈曼高升―１段：①亞甲族哈曼陰謀除滅猶大人 

4 為國祈禱―１段：①末底改向以斯帖求助 

5 進宮見王―２段：①以斯帖為王和哈曼設宴②哈曼図謀末底改 

6 賞末底改―１段：①王賜末底改名誉 ⑬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

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末底改面前始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7 處死哈曼―１段：①哈曼被処死 ③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

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④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

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 

8 代替哈曼―１段：①猶大人的反撃 

9 定普珥日―１段：①猶大人除滅他門的敵人 

10 高升宰租―１段：①亞哈隨魯王和末底改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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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巻 約伯記共 42 章  簡易記憶法―神約瑣約霊神十神鱷 

01-05 神與撤但 三友安慰 約伯開口 以利法說 苦難懲治 

06-10 求死責友 神前訴苦 比勒達說 誰能成義 示苦原因 

11-15 瑣法回答 反唇相譏 與神理論 生命之謎 責其妄言 

16-20 出言增苦 持守真道 惡人禍患 責友自誇 惡人必亡 

21-25 惡人享福 執迷不悟 求神伸冤 混亂世界 回答質問 

26-30 神的權能 神的公義 神的智慧 從前景況 現在苦難 

31-35 表白無辜 怒賁四友 神比人大 為神辯護 行義無益 

36-40 神的管教 神的奇妙 神的顯現 動物奧妙 神的光照 

41-42 鱷魚為題 苦盡甘來 

 

1 神與撒但―２段：①撒但試探約伯②約伯喪失兒女 

2 再被撃打―２段：①撒但再試探約伯②三個朋友来安慰約伯 3 約伯開口―１段：①約伯開口咒詛自己的生日

４～７まで ⑳受患難的人、為何有光賜給他呢．心中愁苦的人、為何有生命賜給他呢。㉑他們切望死、卻不得

死、求死勝於求隱藏的珍寶。㉒他們尋見墳墓就快樂、極其歡喜。㉓人的道路既然遮隱、 神又把他四面圍困、為何

有光賜給他呢。 

 

4 以利法說―１段：①第一輪対話 ③你素來教導許多的人、又堅固軟弱的手。④你的言語曾扶助那將要跌倒的人．你

又使軟弱的膝穩固。⑤但現在禍患臨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驚惶。⑥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 神麼．你的盼

望、不是在你行事純正麼。⑦請你追想、無辜的人、有誰滅亡．正直的人、在何處剪除。 

5 苦難懲治―１段：①以利法又説 

6 約伯反論―１段：①求死責友 

7 約伯訴苦―１段：①神前訴苦 

8 比勒達說―１段：①言語如狂風 

9 約伯正論―１段：①誰能成義神的造作 

10 約伯訴主―１段：①人的無力空虚 

11 瑣法回答―１段：①多嘴多舌的人 

12 約伯相譏―１段：① 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謀略和知識。 

13 與神理論―１段：①論友・問 神 

14 万物生命―１段：①潔淨之物・雇工人・藏在陰間隱密處・人若死了、豈能再活呢。 

我只要在我一切爭戰的日子、等我被釋放的時候來到。〔 

15 以責約狂（二輪対話）―１段：①以責約狂 

16 約伯增苦―１段：①向 神眼淚汪汪 ⑯我的臉、因哭泣發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蔭  

⑰我的手中、卻無強暴、我的祈禱、也是清潔。 

17 持守真道―１段：①約伯持守真道 

18 比勒論悪―１段：①書亞人比勒達悪人禍 

19 約伯責友―１段：①責友自誇 

20 瑣法二答―１段：①惡人必亡 

21 約伯再答―１段：①惡人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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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三輪対話―１段：①執迷不悟 

23 約伯求神―１段：①全能者使我惊惶 

24 混亂世界―１段：①混亂世界 

25 比勒論神―１段：①神的權能 

26 霊界奥秘―１段：①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陰魂戰兢・陰間顯露滅亡也不得遮掩・北極・大地 

          將水包在密雲中、雲卻不破裂・在水面的周圍劃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

子       ・          他以能力攪動大海・藉他的靈使天有妝飾．他的手刺殺快蛇 

27 神的公義―１段：①約伯論 神之 「神性」 

28 神的智慧―１段：①他對人說、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便是聰明。 

29 從前景況―１段：①約伯最後的申訴 

30 現在苦難―１段：①世人現実 

31 十件我若―１段：①約伯表白無辜 

32 怒責四友―１段：①以利戶的発言 

33 神比人大―１段：①千分之一天使 

34 以利戶説―１段：①為神辯護 

35 續責約伯―１段：①行義無益 

36 神的管教―１段：①神的大能所發的雷聲顯明他的作為、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風。 

37 神的奇妙―１段：①神轟轟的聲音、是他口中所發的響聲。．雷電・暴風出於南宮、寒冷出於北方神噓氣成冰、

寬闊之水也都凝結。他使密雲盛滿水氣．布散電光之雲 

38 神的顯現―１段：①耶和華回答約伯・尺度・準繩・地的根基安置在何處．地的角石是誰安放的 

39 動物奧妙―１段：①七様動物 

40 神造河馬―１段：①約伯在 神面前自卑② 神的権能和智慧 

41 鱷魚為題―１段：① 神 論鱷魚   約伯記 41：誰先給我甚麼、使我償還呢、天下萬物都是我的。 

 

42 苦盡甘來―１段：①約伯順服 耶和華 

 

１９巻●詩篇 150 篇（1-50）篇  簡易記憶法― 

1 兩種人生 

2 基督為王 

3 清晨樂歌 

4 黃昏晚禱 

5 清晨禱告 

6 首篇悔改 

7 頌神公義 

8 主名何美 

9 靠王誇勝 

10 惡人行為 

11 義無反顧 

12 謹慎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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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神不忘記 

14 不可忘本 

15 與神同住 

16 靠神有福 

17 求神鑑察 

18 勝利感恩 

19 神的話語 

20 出征獻祭 

21 為王謝恩 

22 受苦的王 

23 牧人與我 

24 榮耀的王 

25 真理引導 

26 表明心跡 

27 信靠得勝 

28 從暗到明 

29 狂風暴雨 

30 病癒謝恩 

31 頌神妙愛 

32 赦罪恩福 

33 以神為神 

34 頌恩證道 

35 懲罰仇敵 

36 神的慈愛 

37 凡事交託 

38 認罪哀求 

39 指望在主 

40 奉獻活祭 

41 病中呻吟 

42 異邦遭難 

43 求神救援 

44 因神誇耀 

45 王的婚歌 

46 國難之詩 

47 得勝的王 

48 偉大王城 

49 恃財之愚 

50 暮鼓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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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50 篇（51-100）篇 

51-55 憂瘍痛悔 詭詐舌頭 人的邪惡 轉危為安 被友出賣 

56-60 專心靠神 堅定靠主 賞罰在主 神是高臺 反敗為勝 

61-65 求王保佑 專心等候 因神歡喜 善惡對壘 頌讚主恩 

66-70 得救樂歌 普世蒙恩 神恩浩瀚 多有苦雞 趕快拯救 

71-75 永不灰心 國強民昌 惟神為寶 國難哀歌 神必審判 

76-80 顯威可畏 夜間歌曲 壓史鑑戒 民族厄運 回心轉意 

81-85 佳節良辰 審判的神 反神同盟 便為有福 由求而聽 

86-90 七次祈求 堅立聖城 慘痛哀嗚 大衛之約 摩四祈禱 

91-95 專心愛神 多多稱謝 堅立為王 審判萬人 忠信賛美 

96-100 普天同慶 靠神歡喜 歌唱新歌 神本為善 當稱謝神 

 

● 詩篇 150 篇（101-150）篇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101-105 齊家治國 遭難哀訴 主恩無盡 頌神権能 歷史奇恩 

106-110 歷史鑑戒 神の善良 抗敵求助 專心祈禱 君尊祭司 

111-115 守約行事 堅定靠神 誰似我神 逾越節歌 獨一真神 

116-120 出死入生 普天頌讚 慈愛永存 聖經寶貴 無法同處 

121-125 向山舉目 向殿舉目 向天舉目 烏脫樊龍 永不動搖 

126-130 被擄歸回 成家立業 全家蒙福 砍斷繩索 守夜待旦 

131-135 安息主懷 安息之所 合而爲一 夜間稱頌 造物的主 

136-140 神愛永存 亡國之恨 王的稱謝 無所不知 仇敵陰謀 

141-145 遠璧諸惡 靈裡發昏 難中求救 有福之民 天天稱頌 

146-150 一生讚美 選民之歌 普天同唱 聖民新歌 哈利路亞 

 

● ２０巻箴言 共 31 章 簡易記憶法―箴防善義衡廣才 

01-05 箴言價值 智慧賞賜 謹守誡命 義人的路 警誡淫亂 

06-10 防止過失 追求聖潔 讚美智慧 智愚之別 智愚善惡 

11-15 善惡分明 善惡比較 得失選擇 生命泉源 離惡行義 

16-20 義行神悅 練金熬心 與眾寡合 聽從勸導 人的尊榮 

21-25 衡量人心 教養孩童 不可醉酒 智慧建造 順服神旨 

26-30 廣論愚昧 腳踏實地 無不明白 喜怒哀樂 求兩件事; 

31-31 興家益眾 

１箴言價值―３段：①箴言的價值②給年青人的忠告③智恵呼換人 

２神如珍宝―１段：①神的話如珍宝⑯脫離淫婦⑳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義人的路 

３謹守誡命―１段：①給年青人的忠告⑨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⑪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

教〔或作懲治〕、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⑫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㉔你躺下、必不懼

怕．你躺臥、睡得香甜。 ㉕忽然來的驚恐、不要害怕．惡人遭毀滅、也不要恐懼．㉖因為耶和華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

你的腳不陷入網羅。㉗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㉘你那裡若有現成的、不可對鄰舍說、

去罷、明天再來、我必給你。㉙你的鄰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設計害他。㉚人未曾加害與你、不可無故與他相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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㉛不可嫉妒強暴的人、也不可選擇他所行的路。㉜因為乖僻人為耶和華所憎惡．正直人為他所親密。㉝耶和華咒詛惡人的

家庭、賜福與義人的居所。㉞他譏誚那好譏誚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㉟智慧人必承受尊榮．愚昧人高陞也成為羞辱。 

４智恵義人―１段：①智恵的利益 ⑭不可行惡人的路．不要走壞人的道。⑮要躲避、不可經過．要轉身而去。⑯這等

人若不行惡、不得睡覺．不使人跌倒、睡臥不安。⑰因為他們以奸惡喫餅、以強暴喝酒。⑱但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⑲惡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甚麼跌倒。㉓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

守你心〕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㉔你要除掉邪僻的口、棄絕乖謬的嘴。 

５警誡淫亂―１段：①当遠避淫行 ㉑因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華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㉒惡人必被自己的罪

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惡如繩索纏繞。㉓他因不受訓誨、就必死亡．又因愚昧過甚、必走差了路。 

６防止失敗―４段：①不要軽易作買保②不要懒惰③警告悪徒④警告勿犯淫乱 

⑯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⑰就是高傲的眼、撒謊的舌、流無辜人血的手、⑱圖謀惡計的心、

飛跑行惡的腳、⑲吐謊言的假見證、並弟兄中布散紛爭的人。 

⑳我兒、要謹守你父親的誡命、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㉑要常繫在你心上、挂在你項上。㉒你行走、他必引導你．你躺

臥、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與你談論。㉓因為誡命是燈．法則〔或作指教〕是光、訓誨的責備是生命的道．㉔能保你

遠離惡婦、遠離外女諂媚的舌頭。㉕你心中不要戀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㉖因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塊餅、淫

婦獵取人寶貴的生命。㉗人若懷裡搋火、衣服豈能不燒呢。㉘人若在火炭上走、腳豈能不燙呢。㉙親近鄰舍之妻的、也是

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罰。 

７遠離淫婦―２段：①智恵姉妹聡明親人②淫乱的婦人㉕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婦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㉖因為被

他傷害仆倒的不少．被他殺戮的而且甚多。㉗他的家是在陰間之路、下到死亡之宮。 

８造化之主―１段：①智恵ソン  ⑤說、愚蒙人哪、你們要會悟靈明．愚昧人哪、你們當心裡明白。⑥你們當聽、因

我要說極美的話．我張嘴要論正直的事。⑦我的口要發出真理．我的嘴憎惡邪惡。⑧我口中的言語、都是公義、並無彎曲

乖僻。  

⑩你們當受我的教訓、不受白銀．寧得知識、勝過黃金。⑪因為智慧比珍珠〔或作紅寶石〕更美．一切可喜愛的、都不足與

比較。⑫我智慧以靈明為居所、又尋得知識和謀略。⑬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那驕傲、狂妄、並惡道、以及乖謬的

口、都為我所恨惡。 ⑰愛我的、我也愛他．懇切尋求我的、必尋得見。⑱豐富尊榮在我．恆久的財並公義也在我。⑳我

在公義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㉑愛我的承受貨財、並充滿他們的府庫。 

９智愚之別―１段：①智恵和愚蒙  ⑦指斥褻慢人的、必受辱罵．責備惡人的、必被玷污。⑧不要責備褻慢人、恐怕

他恨你．要責備智慧人、他必愛你。⑨教導智慧人、他就越發有智慧．指示義人、他就增長學問。⑩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

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⑰偷來的水是甜的、暗喫的餅是好的。⑱人卻不知有陰魂在他那裡．他的客在陰間的深處。 

 

10 智愚善惡（義人悪人）―１段：①所羅門的箴言  ⑥福祉臨到義人的頭．強暴蒙蔽惡人的口。⑧心中智慧的、必

受命令．口裡愚妄的、必致傾倒。⑪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強暴蒙蔽惡人的口。⑫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⑬明哲人嘴裡有智慧．無知人背上受刑杖。⑭智慧人積存知識．愚妄人的口速致敗壞。⑮富戶的財物、是他的堅城．窮人

的貧乏、是他的敗壞。⑯義人的勤勞致生．惡人的進項致死。〔死原文作罪〕⑱隱藏怨恨的、有說謊的嘴．口出讒謗的、

是愚妄的人。⑲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⑳義人的舌、乃似高銀．惡人的心所值無幾。㉑義人的口教養多

人．愚昧人因無知而死亡。㉒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㉓愚妄人以行惡為戲耍．明哲人卻以智慧為樂。

㉔惡人所怕的必臨到他．義人所願的必蒙應允。㉕暴風一過、惡人歸於無有．義人的根基卻是永久。㉗敬畏耶和華、使人

日子加多．但惡人的年歲必被減少。㉘義人的盼望、必得喜樂．惡人的指望、必至滅沒。㉙耶和華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卻

成了作孽人的敗壞。㉚義人永不挪移．惡人不得住在地上。㉛義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謬的舌、必被割斷。㉜義人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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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令人喜悅．惡人的口、說乖謬的話。 

11 善惡分明―１段：①義人悪人 ①詭詐的天平、為耶和華所憎惡．公平的法碼、為他所喜悅。⑬往來傳舌的、洩漏密

事．心中誠實的、遮隱事情。㉑惡人雖然連手、必不免受罰．義人的後裔必得拯救。㉒婦女美貌而無見識、如同金環帶

在豬鼻上。㉔有施散的、卻更增添．有吝惜過度的、反致窮乏。 

   ㉕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㉗懇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惟獨求惡的、惡必臨到他身。㉛看哪、義

人在世尚且受報、何況惡人和罪人呢。 

12 善惡比較―１段：①喜愛管教的、就是喜愛知識．恨惡責備的、卻是畜類。④才德的婦人、是丈夫的冠冕．貽羞的婦人、

如同朽爛在他丈夫的骨中。⑧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稱讚．心中乖謬的、必被藐視。⑨被人輕賤、卻有僕人、強如自尊、

缺少食物。⑭人因口所結的果子、必飽得美福．人手所作的、必為自己的報應。⑮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正

直．惟智慧人、肯聽人的勸教。⑯愚妄人的惱怒、立時顯露．通達人能忍辱藏羞。⑱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

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㉓通達人隱藏知識．愚昧人的心、彰顯愚昧。㉕人心憂慮、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歡

樂。㉖義人引導他的鄰舍．惡人的道、叫人失迷。 

13 得失選擇（２５節）―①善惡后果不同 

箴言 1３：⑥行為正直的、有公義保守．犯罪的被邪惡傾覆。⑧人的貲財是他生命的贖價．窮乏人卻聽不見威嚇的話。 

      ⑨義人的光明亮．〔明亮原文作歡喜〕惡人的燈要熄滅。⑪不勞而得之財、必然消耗．勤勞積蓄的、必見加增。 

    ⑫所盼望的遲延未得、令人心憂．所願意的臨到、卻是生命樹。 

14 生命泉源（正反両面）―１段：①愚婦人 箴言 14：26.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他的兒女、也有避難所。㉗敬

畏耶和華、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離開死亡的網羅。 

    ㉛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 

 

15 口舌之道―１段：①口舌之道 箴言 15：①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 

③耶和華的眼目、無處不在．惡人善人、他都鑒察。④溫良的舌、是生命樹．乖謬的嘴、使人心碎。 

16 義行神悅―33節：①神的智慧創造  ⑥因憐憫誠實、罪孽得贖．敬畏耶和華的、遠離惡事。 

17 熬練人心―28節：22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18 属霊智慧―24節：22 得著賢妻的、是得著好處、也是蒙了耶和華的恩惠。 

19 属霊智慧―29節：11 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14 房屋錢財、是祖宗所遺留的．惟

有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17―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23 敬畏耶和華的、得著生命．他必恆久知足、不遭禍患。 

20 人的尊榮―30節：6.人多述說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誰能遇著呢。19. 往來傳舌的、洩漏密事．大張嘴的不可與他結交。

27．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心腹。 

 

21 衡量人心―１段 31 節１節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２．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惟

有耶和華衡量人心。５．殷勤筹划的，足致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22 教養孩童―２段：①８．撒罪孽的、必收災禍．他逞怒的杖、也必廢掉。②智言３０則 

23敬懶孝酒―１段：①３５節 

24 智慧建造―２段：16.因為義人雖七次跌倒、仍必興起．惡人卻被禍患傾倒。②其他智言：29．不可說、人怎樣待我、

＠v 我也怎樣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報復他。 

25 神必賞賜―１段：⑪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⑫智慧人的勸戒、在順從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環、和

精金的妝飾。⑬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裡舒暢、就如在收割時、有冰雪的涼氣。⑮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王．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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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㉑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飯喫．若渴了就給他水喝。㉒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

他的頭上．耶和華也必賞賜你。 

26 愚懶長舌―１段：⑥藉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斷自己的腳、自受損害。⑪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轉過來喫

牠所吐的。⑳火缺了柴、就必熄滅．無人傳舌、爭競便止息。㉑好爭競的人煽惑爭端、就如餘火加炭、火上加

柴一樣。㉒傳舌人的言語、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㉓火熱的嘴、奸惡的心、好像銀渣包的瓦器。㉔怨恨人

的用嘴粉飾、心裡卻藏著詭詐．㉕他用甜言蜜語、你不可信他、因為他心中有七樣可憎惡的．㉖他雖用詭詐遮

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惡必在會中顯露。㉗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輥石頭的、石頭必反輥在他身上。㉘

虛謊的舌、恨他所壓傷的人．諂媚的口、敗壞人的事。 

27 誇友婦牧―１段：⑦人喫飽了、厭惡蜂房的蜜．人飢餓了、一切苦物都覺甘甜。⑳陰間和滅亡、永不滿足．人的眼目、

也是如此。⑳陰間和滅亡、永不滿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㉑鼎為煉銀、爐為煉金、人的稱讚也試煉人。 

28 悪邦遮財―１段：①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②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

人，国必长存。 

29 喜怒哀樂―１段：①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④王借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

赂，使国倾败。⑱没有异象，（或作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⑳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

比他更有指望。㉒好气的人，挑启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 

30 求兩件事―２段：①亚古珥的言语ー谤仆・咒诅・污秽・高傲高举・牙如剑，齿如刀 

②動物虫類ー蚂蟥ー就是阴间，和石胎，浸水不足的地，并火。③测不透的四样奇妙ー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

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④淫妇的道。⑤地震动的有４样ー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饱。丑恶的

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⑥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ー蚂蚁・沙番・蝗虫・守宫。⑦步行威武的有４样ー狮子・猎

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

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 

31 才德婦人―２段：①才徳母后②才徳婦人 

 

＊懶惰人的箴言：箴言 12：⑪耕種自己田地的、必得飽食．追隨虛浮的、卻是無知。㉔殷勤人的手必掌權．懶惰的人必服苦。

㉗懶惰的人、不烤打獵所得的．殷勤的人、卻得寶貴的財物。 

箴言 1３：④懶惰人羨慕、卻無所得．殷勤人必得豐裕。 

箴言 15：⑲懶惰人的道、像荊棘的籬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 

箴言 19：㉔懶惰人放手在盤子裡．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 

箴言 20：④懶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種．到收割的時候、他必討飯、而無所得。 

不明⑲懶惰人的道、像荊棘的籬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 

 

才德的婦人 

箴言 12：④才德的婦人、是丈夫的冠冕．貽羞的婦人、如同朽爛在他丈夫的骨中。 

箴言 18：22 得著賢妻的、是得著好處、也是蒙了耶和華的恩惠。 

＊ 忠信的人 與不忠信  

箴言 1３：⑰奸惡的使者、必陷在禍患裡．忠信的使臣、乃醫人的良藥。 

箴言 19：⑭房屋錢財、是祖宗所遺留的．惟有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 

箴言 25：⑬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裡舒暢、就如在收割時、有冰雪的涼氣。 

箴言 25：⑲患難時倚靠不忠誠的人、好像破壞的牙、錯骨縫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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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悪與善   

箴言 1３：㉑禍患追趕罪人．義人必得善報。㉒善人給子孫遺留產業．罪人為義人積存貲財。 

 ㉕義人喫得飽足．惡人肚腹缺糧。 

箴言 17：⑪惡人只尋背叛、所以必有嚴厲的使者、奉差攻擊他。⑫寧可遇見丟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見正行愚妄的愚昧人。⑬

以惡報善的、禍患必不離他的家。 

箴言 19：㉘匪徒作見證戲笑公平．惡人的口吞下罪孽。㉙刑罰是為褻慢人豫備的．鞭打是為愚昧人的背豫備的。 

 

賄賂  

箴言 17：⑧賄賂在餽送的人眼中、看為寶玉、隨處運動、都得順利。㉓惡人暗中受賄賂、為要顛倒判斷。 

箴言 18：⑯人的禮物、為他開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教育   

箴言 1３：㉔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 

箴言 19：⑱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㉕鞭打褻慢人、愚蒙人必長見識．責備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識。 

 

＊敬畏   

箴言 1：⑦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箴言２：④尋找他如尋找銀子、搜求他如搜求隱藏的珍寶、⑤你就明白敬畏耶和華、得以認識 神。⑥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

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箴言３：⑤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⑥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⑦不要自以

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 

箴言 10：㉗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但惡人的年歲必被減少。 

⑬藐視訓言的、自取滅亡．敬畏誡命的、必得善報。 

箴言 14：26.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他的兒女、也有避難所。㉗敬畏耶和華、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離開死亡的網

羅。 

    ㉛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 

箴言 15：⑯少有財寶、敬畏耶和華、強如多有財寶、煩亂不安。 

箴言 1６：⑥因憐憫誠實、罪孽得贖．敬畏耶和華的、遠離惡事。 

箴言 19：㉓敬畏耶和華的、得著生命．他必恆久知足、不遭禍患。 

箴言 28：⑭常存敬畏的、便為有福．心存剛硬的、必陷在禍患裡。 

 

管教  

箴言 17：⑩一句責備話、深入聰明人的心、強如責打愚昧人一百下。 

箴言 19：⑱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㉖虐待父親、攆出母親的、是貽羞致辱之子。 

 

智慧的言語   

箴言 15：㉔智慧人從生命的道上升、使他遠離在下的陰間。 

箴言 17：⑦智慧人的嘴、播揚知識．愚昧人的心、並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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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8：④人口中的言語、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湧流的河水。⑬未曾聽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箴言 20：⑤人心懷藏謀略、好像深水．惟明哲人、纔能汲引出來。 

箴言 25：⑪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⑫智慧人的勸戒、在順從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環、和精金的妝飾。 

 

長舌 與舌  

箴言 11：⑬往來傳舌的、洩漏密事．心中誠實的、遮隱事情。 

箴言 14：2. 行動正直的、敬畏耶和華．行事乖僻的、卻藐視他。 

箴言 15：④溫良的舌、是生命樹．乖謬的嘴、使人心碎。④溫良的舌、是生命樹．乖謬的嘴、使人心碎。 

箴言 16：㉘乖僻人播散分爭．傳舌的離間密友。㉚眼目緊合的、圖謀乖僻、嘴唇緊閉的、成就邪惡。 

箴言 17：⑭分爭的起頭、如水放開．所以在爭鬧之先、必當止息爭競。⑳心存邪僻的、尋不著好處．舌弄是非的、陷在禍患

中。 

箴言 18：7 愚昧人的口、自取敗壞．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網羅。8 傳舌人的言語、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21 生死在舌頭

的權下、喜愛他的、必喫他所結的果子。 

箴言 20：③遠離分爭是人的尊榮．愚妄人都愛爭鬧。⑲往來傳舌的、洩漏密事．大張嘴的不可與他結交。 

箴言 26：⑳火缺了柴、就必熄滅．無人傳舌、爭競便止息。 

 

悪女  

箴言 14：1. 智慧婦人、建立家室．愚妄婦人、親手拆毀。 

箴言 19：⑬愚昧的兒子、是父親的禍患．妻子的爭吵、如雨連連滴漏。 

箴言 25：㉔寧可住在房頂的角上、不在寬闊的房屋與爭吵的婦人同住。 

箴言 27：⑮大雨之日連連滴漏、和爭吵的婦人一樣． 

 

平安   

箴言 17：①設筵滿屋、大家相爭、不如有塊乾餅、大家相安。 

 

智慧愚昧   

箴言 16：㉒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懲治。㉖勞力人的胃口、使他勞力、因為他的口腹催逼他。 

箴言 17：⑩一句責備話、深入聰明人的心、強如責打愚昧人一百下。㉑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頑人的父、毫無喜樂。 

箴言 18：1 與眾寡合的、獨自尋求心願、並惱恨一切真智慧。 2 愚昧人不喜愛明哲、只喜愛顯露心意。 

箴言 19：③⑪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 

箴言 20：⑱計謀都憑籌算立定．打仗要憑智謀。 

 

謙卑   

箴言 11：①驕傲來、羞恥也來．謙遜人卻有智慧。 

箴言 15：㉝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箴言 16：⑱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⑲心裡謙卑與窮乏人來往、強如將擄物與驕傲人同分。 

  ⑲心裡謙卑與窮乏人來往、強如將擄物與驕傲人同分。 

箴言 18：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箴言 20：⑨誰能說、我潔淨了我的心．我脫淨了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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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27：①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②要別人誇獎你、不可用口自誇．等外人稱讚你、不可

用嘴自稱。 

箴言 29：㉓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裡謙遜的、必得尊榮。 

 

孩童   

箴言 20：⑪孩童的動作、是清潔、是正直、都顯明他的本性。 

 

親不孝   

箴言 19：㉖虐待父親、攆出母親的、是貽羞致辱之子。 

箴言 20：⑳咒罵父母的、他的燈必滅、變為漆黑的黑暗。 

 

貪欲  陰間和滅亡 

箴言 15：⑪陰間和滅亡、尚在耶和華眼前、何況世人的心呢。 

箴言 17：８．賄賂在餽送的人眼中、看為寶玉、隨處運動、都得順利。 

箴言 27：⑳陰間和滅亡、永不滿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㉕心中貪婪的、挑起爭端．倚靠耶和華的、必得豐裕。 

 

耶和華必賞賜    

箴言 15：③耶和華的眼目、無處不在．惡人善人、他都鑒察。 

箴言 16：④耶和華所造的、各適其用．就是惡人、也為禍患的日子所造。⑦人所行的若蒙耶和華喜悅、耶和華也使他的仇敵與

他和好。⑳謹守訓言的、必得好處．倚靠耶和華的、便為有福。 

箴言１９：⑰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箴言 25：㉑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飯喫．若渴了就給他水喝。 ㉒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耶和華也必賞

賜你。 

 

耶和華必引導  

箴言 11：③正直人的純正、必引導自己．奸詐人的乖僻、必毀滅自己。 

箴言 16：③你所作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⑨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⑪公道的天平

和秤、都屬耶和華．囊中一切法碼、都為他所定。 

箴言 20：㉑起初速得的產業、終久卻不為福。㉒你不要說、我要以惡報惡．要等候耶和華、他必拯救你。㉗人的靈是耶和華

的燈、鑒察人的心腹。 

 

倚靠耶和華   

箴言 15：③耶和華的眼目、無處不在．惡人善人、他都鑒察。⑪陰間和滅亡、尚在耶和華眼前、何況世人的心呢。 

箴言 16：⑪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屬耶和華．囊中一切法碼、都為他所定。㉝籤放在懷裡．定事由耶和華。 

箴言 20：⑮有金子和許多珍珠．〔或作紅寶石〕惟有知識的嘴、乃為貴重的珍寶。 

箴言 29：㉕懼怕人的、陷入網羅．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㉖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華。 

 

耶和華憎惡   

箴言 15：⑧惡人獻祭、為耶和華所憎惡．正直人祈禱、為他所喜悅。⑨惡人的道路、為耶和華所憎惡．追求公義的、為他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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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㉕耶和華必拆毀驕傲人的家．卻要立定寡婦的地界。㉖惡謀為耶和華所憎惡．良言乃為純淨。 

㉗貪戀財利的、擾害己家．恨惡賄賂的、必得存活。㉙耶和華遠離惡人．卻聽義人的禱告。 

箴言 16：⑤凡心裡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惡．雖然連手、他必不免受罰。 

箴言 17：⑤戲笑窮人的、是辱沒造他的主．幸災樂禍的、必不免受罰。⑧賄賂在餽送的人眼中、看為寶玉、隨處運動、都得

順利。⑪惡人只尋背叛、所以必有嚴厲的使者、奉差攻擊他。⑮定惡人為義的、定義人為惡的、這都為耶和華所憎惡。 

箴言 19：㉑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纔能立定。 

箴言 20：⑰以虛謊而得的食物、人覺甘甜．但後來他的口、必充滿塵沙。 

 

耶和華命定 

箴言 20：㉚鞭傷除淨人的罪惡．責打能入人的心腹。 

 

熬煉   

箴言 17：③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 

 

忍耐柔和   

箴言 14：10.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裡的喜樂、外人無干。 

箴言 15：①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⑱暴怒的人、挑啟爭端．忍怒的人、止息分爭。 

箴言 16：㉜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㉙不輕易發怒的、大有聰明．性情暴躁的、大顯愚妄。 

  ㉜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 

箴言 19：⑲暴怒的人、必受刑罰．你若救他、必須再救。 

箴言 25：⑮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王．柔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 

㉘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像毀壞的城邑沒有牆垣。 

箴言 29：⑳你見言語急躁的人麼．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㉒好氣的人挑啟爭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 

 

行善   

箴言 19：㉒施行仁慈的、令人愛慕．窮人強如說謊言的。 

箴言 28：㉗賙濟貧窮的、不致缺乏．佯為不見的、必多受咒詛。 

公義   

㉞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箴言 14：箴言 16：㉛白髮是榮耀的冠冕．在公義的道上、必能得著。 

箴言 18：5 瞻徇惡人的情面、偏斷義人的案件、都為不善。 

 

公平  

箴言 11：①詭詐的天平、為耶和華所憎惡．公平的法碼、為他所喜悅。 

箴言 20：⑩兩樣的法碼、兩樣的升斗、都為耶和華所憎惡。㉓兩樣的法碼、為耶和華所憎惡．詭詐的天平、也為不善。 

 

霊性生命  

箴言 14：㉚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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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5：⑬心中喜樂、面帶笑容．心裡憂愁、靈被損傷。 

⑳智慧子使父親喜樂．愚昧人藐視母親。㉘貪戀財利的、擾害己家．恨惡賄賂的、必得存活。 

㉛聽從生命責備的、必常在智慧人中。 

箴言 16：㉛白髮是榮耀的冠冕．在公義的道上、必能得著。 

箴言 17：⑨遮掩人過的、尋求人愛．屢次挑錯的、離間密友。⑯愚昧人既無聰明、為何手拿價銀買智慧呢。 

箴言 18：④人口中的言語、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湧流的河水。 14 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靈憂傷、誰能承當呢。 

 

相思相愛  

箴言 15：⑰喫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喫肥牛、彼此相恨。 

箴言 17：①設筵滿屋、大家相爭、不如有塊乾餅、大家相安。 

箴言 17：⑨遮掩人過的、尋求人愛．屢次挑錯的、離間密友。⑰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患難而生。 

 

 

● ２１巻 傳道書 共 12 章  簡易記憶法―凡過盡 

01-05 凡事虛空 也是捕風 萬事定期 同心協力 謹慎言語 

06-10 過眼雲煙 思索人生 尊敬君王 把握機會 廣論愚昧 

11-12 盡己所能 神必審問 

 

１凡事虛空―２段：①人生的虚空②伝道者的経験 

２也是捕風―１段：①也是捕風 

３萬事定期―２段：①万事均有定時②世上的不公平 

４二人力量―１段：①二人力量 

５謹慎言語―２段：①不可随意許願②人生是虚空的 

６過眼雲煙―１段：①過眼雲煙 

７思索人生―１段：①智愚之別 

８尊敬君王―２段：①智慧人発光②悪人和義人 

９日光之下―２段：①把握機會②智慧勝過武力 

10 廣論愚昧―１段：①0 廣論愚昧 

11 盡己所能―２段：①智慧人的作為②対年軽人的警告 

12 神必審問―２段：①神必審問②結論 

 

22 巻雅歌 共 8 章 簡易記憶法―愛書 

01-05 雖黑卻美 等她自願 所儸門王 全然美麗 超乎萬人 

06-08 書拉密女 他戀慕我 求主快來 

1 愛情的詩 ―第１首：愛情的詩 

2 百合苹果―第２首： 

3 所羅門王―第３首： 

4 全然美麗 

5 超乎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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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書拉密女 

7 他戀慕我 

8 求主快來 

 

● ２３巻 以賽亞書 共 66 章（1-50 章）簡易記憶法―控先耶勤設猶求王東偶當持傳審 

１－２１  １控６先１１耶１６論２１論 

２６ー５０   ２６猶３１求３６王４１東４６偶 

５１ー６６   ５１當５６持６１傳６６審 

01-05 控告國民 和平的國 領袖的罪 錫安更新 國家的罪 

06-10 先知蒙召 不信的王 緩流的水 未來之王 亞述來犯 

11-15 耶西的根 稱謝之詩 論巴比倫 撤但背叛 摩押毀滅 

16-20 勤勉臣服 論大馬色 論古實人 埃及受罰 誰是靠山 

21-25 設立守望 城破囯亡 推羅前途 懲罰背約 施恩拯救 

26-30 猶大蒙恩 守葡萄園 醉酒領袖 虛假敬拜 得力秘訣 

31-35 求助埃及 公義的王 求救祈禱 報仇之日 神聖之路 

36-40 王的患難 王的祈禱 王的疾病 王的愚昧 安慰的話 

41-45 東方的王 神的僕人 神的見證 獨一的神 古列受膏 

46-50 偶像無用 巴比倫亡 神人自辯 神僕自述 傳邁堅忍 

51-55 當聼神言 隹美腳蹤 神僕犧牲 永遠慈愛 召人歸主。 

56-60 持守公義 嚴責惡人 斥責偽善 指責罪惡 興起發光 

61-65 傳好信息 大伸祈禱 勝過萬邦 向神認罪 外邦歸主 

66-66 審判萬民 

 

1 控告國民―２段：①神責備以色列②罪大悪極的城 

２和平的國―２段：①永亘的和平②驕者必敗 

３領袖的罪―３段：①耶路撒冷的混乱②対耶路撒冷的警告③耶和华審判衆民 

４錫安更新―１段：①耶路撒冷的重建 

５國家的罪―２段：①葡萄園之歌②人的悪行 

6 先知蒙召―１段：①神呼召以賽亞作先知 

７不信的王―２段：①伝給亚哈斯王的信息②以马内利的記号 

8 緩流的水―５段：①用以赛亚儿子的名作記号②主警告入侵臨近③耶和华警告先知 

④不要求問交鬼⑤遭難的時候 

9 未來之王―２段：①予言 主的来臨②耶和华要惩罰以色列 

10 亞述來犯―５段：①降罚以色列②神用亚述王為工具③剩余之民将归回④耶和华要惩罰亚述⑤侵略者侵攻 

11 耶西的根―２段：① 神的国度②被虜的人归回 

12 感恩詩歌―１段：①感恩的詩歌 

13 論巴比倫―１段：① 神要惩罰巴比倫 

14 撒但結局―５段：①耶和华怜恤雅各②巴比倫王下到阴间③神要毀滅巴比倫④神要毀滅亚述 

⑤神要毀滅非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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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摩押毀滅―１段：①毀滅摩押 

16 論摩押話―１段：①摩押的難民逃到犹大 

17 論大馬色―２段：①神要刑罰亚兰和以色列②敵国都被撃敗 

18 論古實人―１段：①神要責罰古实 

19 埃及受罰―１段：①神要惩罰埃及 

20 誰是靠山（埃及古實）―１段：①先知露身赤脚作予兆 

21 論巴東阿―３段：①巴比倫的覆滅②論以東的信息③論阿拉伯的信息 

22 论耶路撒冷（国破家亡）―３段：①论耶路撒冷的破城②対舍伯那的警告 

23 推羅前途―１段：①神要責備推羅的海港（七十年後的祝福） 

24 懲罰四隣―１段：①耶和华要責罰世界（以西結 25） 

（以赛亚书２４：５節：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 

25 施恩拯救―３段：①一首賛美歌②神要為万国予備筵席③神要刑罰摩押 

26 猶大蒙恩―２段：①犹大蒙恩②審判和復興 

27 守葡萄園―１段：①以色列的救恩 

28 醉酒領袖―４段：①対北国的警告②責備酔酒的先知和祭司③锡安的房角石④ 神的智慧 

29 虛假敬拜―３段：①耶路撒冷的命運②無人聴警告③将来的希望 

30 得力秘訣―４段：①與埃及訂立無用的条約②不順服的百姓③神要賜福給他的百姓④神要惩罰亚述 

31 求助埃及―１段：①神要保護耶路撒冷 

32 公義的王―２段：①公義的王②審判和復興 

33 求救祈禱―３段：①求救祈禱②耶和华対敵人的警告③光栄的将来 

34 報仇以東―１段：①報仇以東 

35 神聖之路―１段：①神聖之路 

36 王的患難―１段：①亚述王威脅耶路撒冷 

37 王的祈禱―３段：①希西家王派人求問以赛亚②亚述王再来威脅③以赛亚給王的信息 

38 希西王病―１段：①希西家王的疾病和痊愈 

39 王的愚昧―１段：①巴比伦王的使節 

40 安慰的話―２段：①安慰耶路撒冷的話②以色列的 神的偉大 

41 東方的王―２段：①神対以色列的応許②仮 神全属虚無 

42 神的僕人―４段：①神的僕人②颂赞之歌③神応許幇助他的子民④以色列不聴警戒 

43 神的見證―４段：①神的予言②以色列是耶和华的見証人③逃離巴比倫④以色列人的罪悪 

44 獨一的神―３段：①耶和华是独一的 神②虚無的偶像③耶和华是創造主與救贖主 

45 古列受膏―３段：①耶和华立古列居魯士為王②創造和歴史的主宰③天地之主和巴比倫的偶像 

46 偶像無用―１段：①巴比倫的偶像敗壊 

47 巴比倫亡―１段：①審判巴比倫 

48 神人自辯―３段：①神掌管未来②耶和华立古列居魯士③耶和华対他子民的計画（弥迦书６） 

49 神僕自述―２段：①以色列是外邦之光②耶路撒冷的復興 

50 神の質問―２段：①神の質問②耶和华僕人的順服 

51 當聼神言―２段：①安慰锡安的話②耶路撒冷苦難的終結 

52 神的救贖―２段：①神要救赎耶路撒冷②耶和华受苦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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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神僕犧牲―１段：① 主的降世犠牲 

54 永遠慈愛―２段：①耶和华対以色列的愛②耶路撒冷的将来 

55 白来恩典―１段：①召人帰主 

56 持守公義―２段：① 神的子民将遍及各国 ②以色列的領袖被定罪 

57 嚴責惡人―２段：①以色列拝偶像被定罪②神応許幇助和医治（弥迦书２） 

58 安息禁食―２段：①真正的禁食②尊重安息日 

59 指責罪惡―３段：①先知指責百姓的罪悪②数算百姓罪悪③耶和华準備拯救他的子民 

                             （耶和华施行公義） 

以赛亚书 59：16.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 

60 興起發光―１段：①耶路撒冷未来的栄耀 

61 傳好信息―１段：①拯救的好消息 

62 神的栄光―１段：① 神的公義 

63 勝過萬邦―３段：①耶和华恩待以色列②耶和华対以色列的怜悯③求 主怜悯幇助 

64 向神認罪―１段：①向神認罪 

65 外邦歸主―２段：①神対背逆者的惩罰②新天新地 

66 審判萬民―１段：①神審判万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