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理课程   神救赎的应许   第六课经节。 

 
啟 13:8 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它。 

创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加   4:4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出他的儿子，由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约一  3:8 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

为。 

来 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肉之体，为要藉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

魔鬼， 

创 13:15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加 3:16 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说的。并不是说，“和众后裔，”像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

“和你那后裔，”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创 22:18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 1后裔得福； 

加 3:14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藉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创 22:1 这些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2 神说，你带着你的

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

燔祭。3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

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4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5 亚伯拉罕对

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着，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6 亚伯拉

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7 以撒对他父亲亚

伯拉罕说，父亲哪。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

羊羔在哪里？8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9 他们到

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就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10 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11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

拉罕！他说，我在这里。12 使者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来 11:17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正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

儿子献上。11:19 他算定神甚至能叫人从死人中复活；就表样说，他也实在从死人中得回了他

的儿子。 

创 24:67 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他母亲撒拉的帐棚，娶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

得了安慰。 

约 3:29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他，因着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所以我这喜乐满足

了。 

啟 19:7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啟 5:5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

书卷，揭开它的七印。 

罗 1:3 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啟 11:15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

永永远远。 

太 12:42 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同这世代起来，并要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要听所

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比所罗门更大的。 

赛 7:14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她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创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太 1:23 “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

们同在。） 

赛 9:6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的策士、

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和平的君。 

弥 5:2 （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为我而出，在以色列中作掌

权者；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 

赛 53:2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华美叫我们观看他，也无美貌使我们

羡慕他。14 许多人因他惊讶，（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林後 8:9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

以成为富足。 

太 13:55 这不是那 1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马利亚吗？他兄弟们不是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

吗？ 56 他妹妹们不也都在我们这里吗？他这一切是从那里来的？ 57 他们就因他绊跌。但

耶稣对他们说，申言者除了在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行 7:20 那时，摩西生下来，2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 

撒上 16:12 耶西就打发人去带了他来。他面色红润，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

起来膏他。 

约 8:57 于是犹太人对他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 

赛 53:3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

不尊重他。 

诗 22:6 但我是虫，不是人，是众人所羞辱，百姓所藐视的。 7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

头，说， 

路 23:11 希律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彼拉多那里。 

赛 61:1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膏了我，叫我传好信息给困苦的人；他差遣我去为伤心

的人裹伤，宣扬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开释； 

路 4:18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复明，叫那 8受压制的得自由， 19 宣扬主悦纳人的禧年。” 

赛 9:2 那行走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太 4:15 “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沿海的路，约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16 那坐在黑暗中的百

姓，看见了大光；并且向那些坐在死亡的境域和阴影中的人，有光出现，照着他们。” 

赛 49:6 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立

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赛 42:1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我魂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放在他身上，他必将

公理宣布与外邦。 2 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3 压伤的芦苇，他不

折断；将残的火把，他不吹灭；他要凭真实将公理宣布出去。 

太 12:17 这是要应验那藉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 18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爱，

我魂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他身上，他必将公理宣布与外邦。19 他不争竞，不喧嚷，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20 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把，他不吹灭，直到他施行公

理，至于得胜。 21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赛 53:9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来 4:15 因我们并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他乃是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只

是没有罪。 



赛 53:7 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也是这样

不开口。 

太 27:12 可是，当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 13 彼拉多对他说，他们作见证，

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 14 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总督极为希奇。 

赛 53:12 所以我要使他与至大者同分，与 1至强者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且被算在

罪犯之中；惟独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路 23:32 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去处死。 33 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就在那里将

耶稣钉了十字架，也钉了那两个犯人，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34 当下耶稣说，父阿，赦

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 

赛 53:9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太 27:57 到了黄昏，有一个从亚利马太来的财主，名叫约瑟，他也是耶稣的门徒。58 这人到彼拉多

跟前来，求耶稣的身体，彼拉多就吩咐给他。 59 约瑟取了身体，用洁净的细麻布裹好， 60 

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辊到坟墓门口，就去了。 

但 9:25 所以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弥赛亚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

十二个七；即使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也必连街带濠，重新建造。 26 过了六十二个七，

弥赛亚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结局必有洪水，并一直到底的

争战；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赛 53:6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赛 53:10 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他使自己成了为着罪的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

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赛 53:8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那世代的人，谁想他是因我百姓的过犯，受他们所当受的

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呢？ 

赛 53:5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

们得医治。 

诗 22:1 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7凡看见我的

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8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护他吧；耶和华既喜悦

他，可以搭救他吧。12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包围我。13 他们向我张口，好

像抓撕吼叫的狮子。14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如蜡，在我里面融化。

15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16 犬类

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17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他们瞪着眼看我。18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衣服拈阄。 

太 27:39 经过的人就亵渎他，摇着头说，40 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内建造起来的，救你自己吧！你若

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41 祭司长，同经学家和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42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靠他。 43 

他倚靠神，神若要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 44 连和他同钉的强盗，

也是这样辱骂他。 

太 27:46 约在午后三时，耶稣大声呼喊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

你为什么弃绝我？ 

太 27:35 他们既将他钉了十字架，就拈阄 1分他的衣服， 

何 6:2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活过来，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活着。 

林前 15:4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诗 16:8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 9 因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

腾；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10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11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行 2:24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25 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

常在我眼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26 所以我的心快乐，我的舌欢腾，并且我的肉

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27 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28 你已将生

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必用你的面容使我充满快乐。” 29 诸位，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

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30 大卫既是申

言者，又晓得神曾用誓言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31 就预先看

明这事，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赛 53:11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那义者我的仆人要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成为义的；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诗 2:7 受膏者说，我要传述耶和华的命令；他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 

来 1:5 神曾对那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又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

我的儿子？” 

诗 22:22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赛 52:13 看哪，我的仆人行事必精明通达；他必受尊崇，被高举，且成为至高。 

弗 1:20 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叫他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

也都在内， 

 

诗 68:18 你已经升上高处，掳掠了那些被掳的；你在人间，甚至在悖逆的人中间，受了恩赐，叫耶和

华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弗 4:11 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 

诗 110:1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 

行 2:33 他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领受了 1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

来。 

2:34 大卫并没有升到诸天之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35 等我使你的仇敌

作你的脚凳。” 

诗 8:4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5 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

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 

来 2:6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郑重见证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2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2:7 

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8 叫万有都服在他

的脚下。”既叫万有都服他，就没有留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有都服他， 9 

惟独看见耶稣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他为着受死的苦，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好叫他因着神

的恩，为样样尝到死味。 

珥 2:28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

异梦；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29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奴仆和婢女身上。 

行 2:33 他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亚 12:10 我必将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

他们必为我哀号，如为丧独生子哀号，又为我痛哭，如为丧长子痛哭。 

但 7:13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被领

近他面前。 



太 24:30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这地的各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而来。26:64 耶稣对他说，你说的对了。然而我还要告诉你们，从此以后你们要

看见人子，坐在那大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而来。 

啟 14:14 我又观看，看哪，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 

行 1:10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看哪，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11 诸

位，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12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

从那里回 2耶路撒冷去。 

珥 3:9 当在列国中宣告这话，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一切战士都要近前，都要上去。10 要将

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11 四围的列国阿，你们要速速的

来，一同聚集。耶和华阿，求你使你的 1 大能者在那里降临！ 12 列国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

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13 伸出镰刀吧，因为庄稼熟了；前来践踏吧，因

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 

啟 16:12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来自日出之地的众王预备道路。13 

我又看见三个污灵，好像青蛙，由龙口，由兽口，并由假申言者的口中出来；14 它们本是鬼

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拢争战。15 （看哪，

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16 那

三个鬼的灵便叫众王 1聚拢在一个地方，希伯来话叫作 2哈米吉顿。 

亚 14:1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人必在你中间，分取从你掠夺之物。 2 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

争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必有一半被掳去，但余剩的民必不从

城中剪除。 

犹  14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也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 

亚 14:5 你们要逃入我山的谷中，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必逃跑，如同在犹大王乌西雅的日子逃

避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众圣者与他同来。 

亚 12:10 我必将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

他们必为我哀号，如为丧独生子哀号，又为我痛哭，如为丧长子痛哭。13:6 必有人问他说，

你两臂中的这些是什么伤呢？他必说，那些是我在爱我的人家中所受的伤。13:1 那日，必有

一泉源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启，洗除罪与污秽。 

但 2:34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35 于是铁、

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

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 

啟 19:11 我看见天开了，并且看哪，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忠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凭着

公义。12 他的眼睛如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晓得。

13 他穿着蘸过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话。14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

又白又洁，跟随着他。15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用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

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16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17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顶点所有的飞鸟大声喊着说，你们来，聚集起来赴神的

大筵席，18 好吃君王的肉、将军的肉、壮士的肉、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19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拢，要与骑白马的并他

的军兵争战。20 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藉此迷惑受兽印记，并拜兽像之人的假

申言者，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21 其余的被骑白马

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所有的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亚 14:9 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的神，他的名也是独一的名。10 全地，从迦巴

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平原，耶路撒冷必被高举，仍居本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

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楠业楼，直到王的酒榨。11 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

撒冷人必安然居住。 

啟 11:15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

永永远远。 

赛 2:1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看见，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话：2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

立于诸山之顶，高举过于众冈陵；万国的民都要涌向这山；3 多族的民要前来，说，来吧，我

们登耶和华的山，上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路教导我们，使我们行他的路径。因为训诲必

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赛 11: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众民的旌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必有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