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迦利亞 Zechariah 8:2-3a 

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錫安心
裡極其火熱．我為他火熱、向他的
仇敵發烈怒。 

3 耶和華如此說、我現在回到錫安、
要住在耶路撒冷中． 

2 This is what the LORD Almighty says: “I am very 

jealous for Zion; I am burning with jealousy for 

her.”  

3 This is what the LORD says: “I will return to Zion and 

dwell in Jerusalem.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Significance of Jerusalem 

1.歷史上的重要性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Ω以色列的歷史追溯至創世記 
The history of Israel goes back to Genesis 

Ω神應許給亞伯拉罕的地—應許之地， 
  迦南 God promised Abraham a land – the  

      promised land, which was Canaan (創Genesis 12:7,  

                                                               13:15, 15:16, 17:8) 

Ω約書亞奪得應許之地 Joshua took the  

                                                          land (約Joshua 6)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1.歷史上的重要性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Ω大衛定都耶

路撒冷 David 

declared 

Jerusalem to be 

the  capital of 
Israel (大衛之
城，錫安，City 

of David, Zion, 撒
下 2 Samuel 5)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1.歷史上的重要性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Ω以色列亡國兩
千年後，於1948

年5月14日復國 
The state of Israel was 

restored on May 14, 

1948 after about 2,000 
years (以賽亞 Isaiah 

66:7-8, 馬太 Matthew 

24:32-34)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2.政治上的重要性 Political significance 

Ω以色列國會在1950年立法耶路撒冷為
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 Legally documented 

that Jerusalem is the eternal, undivided capital of 

Israel, by Israel Knesset in 1950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2.政治上的重要性 Political significance 

Ω 1995年克林頓總統簽署法令”自1950 

              年起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In 1995, President Bill Clinton signed a 

statute: “Since 1950, the city of Jerusalem 

has been the capital of the state of Israel.”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2.政治上的重要性 Political significance 
2017年12月6日川普
總統重新肯定和正
式聲明，美國承認
耶路撒冷為以色列
首都 On December 6, 2017,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affirmed and formally 

declared that the US will 

recognize Jerusalem as the 

capital of Israel.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2.政治上的重要性 Political significance 

Ω為此聯合國以128對9的高票，譴責 
  美國 The UN condemned the US with 128-9 voting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2.政治上的重要性 Political significance 

詩篇 Psalm 2:1-2  

1 外邦為甚麼爭鬧、
萬民為甚麼謀算
虛妄的事。 

2 世上的君王一齊
起來、臣宰一同
商議、要敵擋耶
和華、並祂的受
膏者、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2.政治上的重要性 Political significance 

詩篇 Psalm 2:4-5  

4 那坐在天上
的必發笑．
主必嗤笑他
們 

5 那時祂要在
怒中責備他
們、在烈怒
中驚嚇他們、 

詩篇 Psalm 2:6  

說、我已
經立我的
君在錫安
我的聖山
上了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3.信仰上的重要性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Ω耶路撒冷是耶穌在地上事奉，上十
字架，埋葬，復活，向門徒顯現四
十天，升天的城市 The city where Jesus 

ministered, was crucified, buried ， resurrected, 
showed Himself for 40 days, and ascended. (四福
音書 Four Gospel books, 使徒行傳 Acts 1) 

Ω基督教源於耶路撒冷 Christianity began in  

       Jerusalem. (使徒行傳 Acts)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3.信仰上的重要性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Ω耶穌再來後，在耶路撒冷掌管萬
國 Jesus will rule from Jerusalem when 

He comes back. (詩篇 Psalm 2:6-9, 110:2, 

… , 以賽亞Isaiah 2:1-4, … , 撒迦利亞 

Zech. 14, … , 馬太Matthew 24:30, … , 啟示
錄 Rev. 2:27, 14:1-4, … )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3.信仰上的重要性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Ω耶路撒冷是亞伯
拉罕在摩利亞山
獻以撒，通過神
對他信心考驗之
地 The city where 

Abraham brought Isaac 

to Mt. Moriah and passed 
God’s test of faith. (創
世記 Genesis 22)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3.信仰上的重要性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Ω耶路撒冷是所羅門
王建造聖殿之地，
也稱為萬國禱告的
殿 The city where King 

Solomon built the Temple, 

which was declared as a 

house of prayer of all 
nations. (王上 1 Kings 8:41-

43, 以賽亞 Isaiah 56:7,馬
太  Matthew 21:13 )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3.信仰上的重要性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Ω耶路撒冷是以賽亞看

見此城將成為世界的
中心，在那裡各國將
刀劍劈成犁頭，不再
學習戰爭 The city Isaiah 

envisioned as the world’s center 

where the nations would beat 

their swords into plowshares 
and learn war no more. (以賽
亞 Isaiah 2:2-4) 



一.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3.信仰上的重要性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Ω以色列的歷史就是我們的歷史 
     Jewish history is our history. 

Ω基督教會沒有
取代以色列 
The Christian 

Church does not 
replace Israel. (羅
馬 Romans 11) 



二.神的心在耶路撒冷 
God’s Heart on Jerusalem 

撒迦利亞 Zech. 8:2-3a  

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
說、我為錫安心裡
極其火熱．我為他
火熱、向他的仇敵
發烈怒。 

3 耶和華如此說、我
現在回到錫安、要
住在耶路撒冷中． 



二.神的心在耶路撒冷 God’s Heart on Jerusalem 

以賽亞 Isaiah 62:1-3  

1 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
息聲、直到他的公義如光輝發出、他
的救恩如明燈發亮． 

2 列國必見你的公義、列王必見你的榮
耀．你必得新名的稱呼、是耶和華親
口所起的。 

3 你在耶和華的手中要作為華冠、在你 
神的掌上必作為冕旒 



二.神的心在耶路撒冷 God’s Heart on Jerusalem 

以賽亞 Isaiah 62:4-5  

4 你必不再稱為撇棄的、你的地也不
再稱為荒涼的、你卻要稱為我所喜
悅的、你的地也必稱為有夫之婦．
因為耶和華喜悅你、你的地也必歸
他． 

5 少年人怎樣娶處女、你的眾民也要
照樣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
的 神也要照樣喜悅你。 



二.神的心在耶路撒冷 God’s Heart on Jerusalem 

以賽亞 Isaiah 62:6-7  

6 耶路撒冷阿、我在你城上設立守
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籲
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 

7 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
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
可讚美的。 



二.神的心在耶路撒冷 God’s Heart on Jerusalem 

申命記 Deut. 32:10  

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
地、就環繞他、看顧他、保護他、如
同保護眼中的瞳人。 



二.神的心在耶路撒冷 God’s Heart on Jerusalem 

撒迦利亞 Zech. 12:1-3  

1 耶和華論以色列的默示。鋪張諸天、
建立地基、造人裡面之靈的耶和華
說． 

2 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圍困的時候、向四
圍列國的民成為令人昏醉的杯．這默
示也論到猶大。 

3 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擊他
的萬民、當作一塊重石頭．凡舉起的、
必受重傷。 



三.祝福以色列的好處 
Benefits of Blessing Israel 

創世記 Gen. 12:3  

為你祝福的、
我必賜福與他、
那咒詛你的、
我必咒詛他、
地上的萬族都
要因你得福。 



三.祝福以色列的好處 

詩篇 Psalm 122: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
冷阿、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三.祝福以色列的好處 
詩篇 Psalm 84:5-7 

5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
往錫安大道的、這
人便為有福。 

6 他們經過流淚谷、
叫這谷變為泉源之
地．並有秋雨之福、
蓋滿了全谷。 

7 他們行走、力上加
力、各人到錫安朝
見神。 



Zion 

四.錫安，路標  
   Zion, a Signpost  

錫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