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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1-10章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舊約讀經班先知書

2014年10月19日, 王文堂牧師



聖經的益處與功能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豫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3:16-17)

1. 聖經是什麼? 

2. 聖經有何益處?

 教導我們屬靈的真理，暴露我們錯誤的觀念，
改正我們不良的行為，培育我們正直的品格。

3. 聖經有何功用?

 使信徒受到完整的裝備，行神眼中看為善的事。



如何研讀聖經

 讀經要有恆

有系統地讀

從新約到舊約，逐章研讀

 讀經要客觀

讀出經文的本意

以謙卑受教的心，領受神的話語



研經的三個步驟

 研經(Bible study)是深入的讀經

 研經的三個步驟：

1. 觀察：何時，何地，何人，何事，為何

2. 解釋：瞭解上下文，瞭解文體，瞭解字義
和文法，以經解經

3. 應用：活學活用，謹守遵行



以賽亞書

 主題:神的審判與拯救

 大綱
1. 審判之書, 1-39章

a. 審判猶大, 1-12章

b. 審判列邦, 13-23章

c. 審判世界, 24-35章

d. 歷史記載, 36-39章

2. 安慰之書, 40-66章
a. 歸回的應許, 40-48章

b. 拯救的應許, 49-57章

c. 復興的應許, 58-66章



以賽亞書的主題

 以賽亞書的主題是「神的審判與拯救」。神對
犯罪的子民有審判，卻於審判之中存留憐憫，
預備了救恩。神是「以色列的聖者」，萬不以
有罪為無罪，所以他會審判悖逆的子民。神也
是慈愛的神，審判之後尚有恩典，餘民將蒙拯
救，有新的開始。



以賽亞書的文體

 以賽亞書主要是以詩歌的體裁寫成，詞彙豐富，
極其優美。小部分是以散文寫成，特別是36-39
章歷史敘述的部分。

 希伯來詩歌的特色是平行句，以平行句的原則
來讀以賽亞書，不但易懂，而且還有一種美感。



預言、異象、兆頭

 預言（prophecy）：預言就是「神要先知所傳
遞的信息」，大致上可分為兩類：

1. 時代的信息：神對當代的人所說的話，如
責備、警告、安慰、勸勉…等。

2. 事件的預告：神預先告訴以後將要成就的
事，如國家的命運、彌賽亞的來臨…等。



預言、異象、兆頭

 一般人所常犯的錯誤，是以狹義的預言（事件
的預告，fore-telling）取代了廣義的預言（傳
遞的信息，forth-telling），認為只有「事件的
預告」才算是預言。關於這一點，只要將先知
書細讀一遍就可澄清。所要聲明的是，在「先
知書讀經班」的講課或講義中，「預言」一詞
可以是廣義的，也可以是狹義的，請根據前後
文自作分辨。



預言（prophecy）=  神的信息
=  神要先知所說的話

說預言（prophesy）≠ 預告（fore-telling）

說預言（prophesy） = 直言（forth-telling）
Prophesy: to reveal the will or message of God



預言、異象、兆頭

 異象（vision）：異象的原意是「看見」，異
象的定義就是「神使人所看見的」。異象通常
有兩種：

1. 看見尋常的事：如樹、果子、蝗蟲…等。

2. 看見異常的事：如燒不壞的荊棘、神的寶
座、枯骨復生…等。



預言、異象、兆頭

 「異象」和「使命」是不可分的，看見異象的
目的是為了承擔使命。

 神使摩西看見燃燒荊棘的異象，是為了差派他去拯
救以色列人。

 神使以賽亞看見聖殿寶座的異象，是為了差派他去
做以色列人的先知。

 神若是使某人或某教會「有異象」，目的是要使他
們承擔使命，而這個使命必定是符合耶穌基督的
「大使命」。



預言、異象、兆頭

 兆頭（預兆，記號 sign）：兆頭的意思是「指
標」，通常有兩種指向：

1. 指向將來所要發生的事：如「以馬內利」
的兆頭指向耶穌基督的來臨，先知以賽亞
「露身赤腳行走」的兆頭指向埃及人和古
實人未來的命運。

2. 指向神：在新約聖經中，兆頭通常稱為
「神蹟」或「記號」，指向耶穌基督，就
是「使神蹟發生的神」。



預言、異象、兆頭

 先知書中的兆頭主要是指向將來所要發生的事
（預兆），因為兆頭出現於事情發生之先，所
以是有預告性質的。



先知與異象
聖殿寶座的異象，以賽亞書第六章

 一、異象使人看見：先前說過，異象的原意是
「看見」。所以先知一開始就說：「烏西雅王
崩的那一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將他何時看見，看見什麼說了出來。

以賽亞見到了聖潔的神：以賽亞見到神坐在
寶座上，撒拉弗呼喊著說：「聖哉，聖哉，
聖哉」，稱頌至聖之神。



先知與異象
聖殿寶座的異象，以賽亞書第六章

以賽亞見到了污穢的自己：看見神的聖潔，
以賽亞立即就說：「禍哉，我滅亡了，我是
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

以賽亞見到了神的救恩：神並未讓以賽亞停
留於不潔的狀態，他拆派撒拉弗為使者，以
火炭潔沾以賽亞的口，說：「看哪，這炭沾
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
免了。」



先知與異象

 二、異象帶來使命：看見異象的目的是為了承
擔使命，接著以賽亞就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誰肯為我們去呢？」以賽亞
立刻回答說：「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如果以賽亞沒有看見神的聖潔、自己的污穢、
和神所預備的赦罪之恩，他可不可能奉差遣呢？
當然不能！因為無所看見，就無所作為。



先知與異象

 如果以賽亞看見之後，卻紋風不動，不受差遣，
這樣行嗎？

 聽到神的呼召之後，應當要有正面的回應才是。
雖然神給人自由意志，使人可以拒絕神的呼召，
然而這樣的人往往會悔恨終身。以賽亞一聽呼
召，立即回應，是我們的好榜樣。



先知與異象

 三、使命是艱難的：神告訴以賽亞，他要去向
百姓傳遞信息，而這些百姓「聽是要聽見，卻
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以賽亞的
使命將會十分艱難，因為百姓對他的信息不會
有甚麼回應。

 雖然如此，神的心意還是要人悔改蒙恩，所以
以賽亞必須倚靠神，以信心和毅力來完成神所
託付的使命。



以賽亞書中的三個歷史危機

 一、亞蘭危機：以賽亞書7-8章

年代：主前735/734年

事件：以賽亞做先知不久，猶大國亞哈斯
作王的年間，亞蘭王利汛和以色列王比加
同盟，聯手攻打耶路撒冷，使猶大陷於生
死存亡的危機。亞哈斯王和猶大人憂心忡
忡：「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動，好像
林中的樹被風吹動一樣。」（7:2）先知
以賽亞奉神之命，帶給國人平安的信息。



以賽亞書中的三個歷史危機

 一、亞蘭危機：以賽亞書7-8章

神藉著以賽亞對亞哈斯說：「你要安靜謹
慎」，不要害怕，也不要輕舉妄動，因
為敵人「所謀的必立不住」（7:3-6）。
不但所謀的（想要攻下耶路撒冷）立不住，
而且他們自己將被亞述的大軍所滅亡：
「大馬色的財寶，和撒瑪利亞的擄物，必
在亞述王面前搬了去。」（8:4）



以賽亞書中的三個歷史危機

 一、亞蘭危機：以賽亞書7-8章

結果：正如先知所言，所謂的「亞蘭-以
法蓮聯軍」未能攻下耶路撒冷。三年之後，
亞蘭的首都大馬色被亞述夷為平地，亞蘭
亡國。十年之後，以色列國的首都撒瑪利
亞被亞述夷為廢墟，以色列亡國。



以賽亞書中的三個歷史危機

 二、亞實突叛變：以賽亞書20章

年代：主前711年

事件：亞實突（非利士人）和幾個小邦一起
背叛亞述，埃及也趁機混水摸魚，答應支持
他們的叛變。猶大國原本也蠢蠢欲動，但因
以賽亞的干預而沒有參加這場叛變。這是一
個明智的決定，使國家免去一場大禍。

結果：亞實突被亞述征服，非利士亡國。



以賽亞書中的三個歷史危機

 三、西拿基立危機：以賽亞書36-39章

年代：主前701年

事件：猶大王希西家十四年，「亞述王西
拿基立上來攻擊猶大的一切堅固城，將城
攻取。」（36:1）西拿基立又派大將拉伯
沙基圍攻耶路撒冷，猶大的情勢岌岌可危。



以賽亞書中的三個歷史危機

 三、西拿基立危機：以賽亞書36-39章

以賽亞再一次奉主的名傳講信息，呼籲猶
大人信靠神，主必拯救耶路撒冷，亞述王
必將歸回本地，死在刀下。

結果：耶和華的使者在亞述營中，擊殺了
十八萬五千人，西拿基立急忙拔營回國。
一日，他在亞述人的神廟中叩拜，被他的
兒子用刀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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