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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舊約讀經班先知書

2017年10月8日, 王文堂牧師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
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因
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
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惟有主的道
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彼得前書1:23-25)

 你們蒙了重生，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主的道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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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亞哈斯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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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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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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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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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士人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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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言的內容：記載於以賽亞書19章

1. 埃及將有內戰：「兄弟攻擊兄弟，鄰舍攻擊鄰
舍，這城攻擊那城。」

2. 埃及將有外患：「我必將埃及人交在殘忍主的
手中，強暴王必轄制他們。」

3. 埃及將會歸主：「耶和華必被埃及人所認識，
在那日埃及人必認識耶和華。」



◦預言的意義：埃及自古以來就是大國，歷史悠
久，文化與軍事都十分興盛。兩河流域位於埃
及的北方，歷來有亞述、巴比倫等大國，常與
埃及爭奪霸權。以賽亞預言說，埃及將會面臨
內憂外患，先是有內戰，然後會有外族人來統
治他們。



◦預言的實現：主前715年，古實人Shabako在
埃及建立第25王朝。接著又有一連串的內戰，
再度引起朝代的更換。主前670年，強暴的亞

述王以撒哈頓征服埃及，埃及的首都被攻破，
埃及的權貴被俘虜，埃及從此受亞述的轄制。

◦根據教會的傳統，馬可將福音傳至埃及，亞歷
山太（Alexandria）曾是基督信仰的重鎮。今
日埃及仍有 Coptic Orthodox Christians.



在開羅的
基督教堂

馬可將福音
傳至埃及

耶和華必被埃及人所認識，
在那日埃及人必認識耶和華。
（賽19:21）



◦預言的內容：如同埃及，猶大所仰望的巴比倫，
將淪為海旁的曠野：「哪，有一隊軍兵騎著馬，

一對一對的來。他就說：巴比倫傾倒了！傾倒
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於地。 」

◦預言的意義：猶大唯一的倚靠是耶和華，若倚
靠其他的勢力，那些勢力自己都保不住。



◦預言的內容：度瑪的意義不明，可能是指以東，
也可能是沉默之意。有人聲從西珥（即以東）
呼問：「守望的啊，夜裡如何？守望的啊，夜
裡如何？ 」守望的回答說： 「早晨將到，黑夜
也來。你們若要問就可以問，可以回頭再來。」

◦預言的意義：這是一個意義模糊的預言，可能
是說在夜裡（苦難中）的人，很想知道何時才
會夜盡天明，但卻得到一個模糊的回答：早晨
將到，黑夜也會來。如果你們還要問，可以回
頭再來問。



◦預言的內容：亞拉伯抵擋亞述，亞述大軍壓境，
亞拉伯百姓落荒而逃：「他們逃避刀劍和出了
鞘的刀，並上了弦的弓與刀兵的重災 。」亞拉

伯受創甚重：「弓箭手所餘剩的，就是基達人
的勇士，必然稀少。」

◦預言的意義：在亞述的威脅之下，猶大要和周
圍的邦國聯盟，抵擋亞述，沒想到這些邦國自
身不保。猶大真正的保障是耶和華，可是他們
不去倚靠神，反去倚靠人。



◦ 預言的內容：耶路撒冷將被圍困，官長逃跑：「你所有
的官長一同逃跑，都為弓箭手所捆綁 。」敵國的大軍將

要兵臨城下：「你嘉美的谷遍滿戰車，也有馬兵在城門
前排列。」沒想到耶路撒冷的人不但不哭泣悔改，反倒
尋歡作樂： 「誰知人倒歡喜快樂，宰牛殺羊，吃肉喝酒，
說：我們吃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

◦ 預言的意義：這個預言首先是指亞述王西拿基立派大軍
圍困耶路撒冷（701BC），後指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派
大軍攻破耶路撒冷（586BC）。在西拿基立危機之時，

神派天使拯救了耶路撒冷。然而猶大一旦平安之後，卻
繼續遠離神，終於引來了尼布甲尼撒的大軍。



◦預言的內容：推羅將要受到懲罰，「變為荒場，
甚至沒有房屋，沒有可進之路」。然而推羅並
非永遠受罰，過了一段時間之後，「耶和華必

眷顧推羅，它就仍得利息，與地上的萬國交
易。」

◦預言的意義：推羅是腓尼基人所建立的大城，
從事於海上貿易，商業十分興盛。這個預言說，
推羅城將會被摧毀得十分徹底，可是將來會恢
復舊觀，並且要將所得的利息「歸耶和華為
聖」。



◦預言的實現：推羅城的地理很特殊，除了沿海
的陸地之外，有一部分的城市是建築在兩個島
嶼上。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於主前572年征服

推羅，摧毀了陸上的城市，從此以後推羅人住
在島上。亞歷山大大帝於主前332年，利用廢

墟的瓦石建造橋樑，花了七個月的時間進攻推
羅島嶼，將推羅摧毀。主前162年，推羅恢復

獨立。耶穌曾經到推羅的境內傳道，保羅第三
次宣教之旅結束時，在推羅住了七天。推羅很
早就有基督徒，直到今日。





 以賽亞書的前半段（1-39章）有兩次提到「六
禍」。

 第一次的「六禍」較短（5:8-23），是對六種人
的責備。

 第二次的「六禍」較長（28-35章）是對六個國家
或某種類型的人的責備。



1. （只顧自己的人有禍了）禍哉！那些以房
接房、以地連地，以致不留餘地的，只顧
自己獨居境內。

2. （不追求神的人有禍了）禍哉！那些清早
起來追求濃酒，留連到夜深，甚至因酒發
燒的人。

3. （不懼怕神的人有禍了）禍哉！那些以虛
假之細繩牽罪孽的人！他們又像以套繩拉
罪惡，



4. （顛倒是非的人有禍了）禍哉！那些稱惡
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
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

5. （內心驕傲的人有禍了）禍哉！那些自以
為有智慧，自看為通達的人！

6. （居官不正的人有禍了）禍哉！那些勇於
飲酒，以能力調濃酒的人！



◦責備的對象：以法蓮高傲的酒徒。以法蓮代表
北國以色列，高傲的酒徒代表北國的百姓，他
們醉生夢死，譏笑先知，自以為了不起。當時
北國的人民十分奢侈墮落，目中無神，所以被
稱為「以法蓮高傲的酒徒」：「禍哉！以法蓮

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們心裡高傲，
以所誇的為冠冕，猶如將殘之花。」



◦責備的內容：

1) 沉醉：被酒所困，東倒西歪，錯解默示，謬
行審判。

2) 褻慢：譏誚先知，藐視律法：令上加令，律
上加律，這裡一點，那裡一點。

3) 失職：居於安息之地，應當使人安息，可是
你們竟自不肯。

4) 自大：我們已經與死亡立約，與陰間結盟，
誰還需要神呢？



◦警告或預告：有一大能大力者（亞述），會將
以法蓮的冠冕摔在地上，用腳踐踏。以法蓮必
如初熟的無花果，被人發現，立刻摘下吞吃。
這是說北國以色列將會被強國吞吃，遭到滅國
之禍。



◦責備的對象：亞利伊勒，也就是耶路撒冷。
「亞利伊勒」的發音，與祭爐相似，就是祭壇
燒炭火之處。神的祭壇在耶路撒冷，這一段是
對耶路撒冷居民的責備：「唉（禍哉）！亞利

伊勒，亞利伊勒，大衛安營的城！任憑你年上
加年，節期照常周流。」



◦責備的內容：

1) 沉睡的靈：宴樂昏迷，靈命沉睡，有眼不能
見，有耳不能聽。

2) 封閉的書：所有的默示，看為封閉的書。識
字的說這書封住了，不識字的說我不識字。

3) 虛偽的心：嘴唇尊敬主，心卻遠離主。表面
敬畏神，心中卻無神。



◦警告或預告：

◦ 耶路撒冷將會經歷困難，「他必悲傷哀號」。將
有敵人攻擊耶路撒冷，「我必四圍安營攻擊你，
屯兵圍困你。」

◦ 那些攻擊耶路撒冷的，自己卻要一無所得，白忙
一場，有如「夢中吃飯，醒了仍覺腹空」；又如
「夢中喝水，醒了仍覺發昏。」亞述王西拿基立
攻打耶路撒冷，結果被天使擊殺十八萬五千人，
因而急速退兵，白忙一場。



◦責備的對象：那些和神鬥心機的人。這些人以
為神不知道他內心的思想和暗中的行為：「禍

哉！那些向耶和華深藏謀略的，又在暗中行事
說：“誰看見我們呢？誰知道我們呢？”」



◦責備的內容：

1) 以為神看不見：在暗中行事，說：誰看見我
們呢？誰知道我們呢？

2) 看窯匠如泥：把神和人的角色顛倒了，對製
作物的說，他沒有製作我。對創造的主說，
他沒有聰明。

◦警告或預告：事情將會好轉，人心將會歸向主，
「謙卑人必因耶和華增添歡喜」，「雅各家必
不再羞愧，必尊雅各的聖者為聖。」



◦責備的對象：悖逆的兒女，指南國猶大。猶大
在面臨危機的時候，不專心仰望主，自做主張
去與埃及同盟，因而受到責備。

◦責備的內容：

1) 不肯倚靠神：「他們同謀，卻不出於我；結
盟，卻不出於我的靈，以致罪上加罪。」

2) 不肯安息於神：「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
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
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



◦警告或預告：
◦ 猶大雖然與埃及同盟，然而「埃及的幫助是徒然
無益的。」

◦ 雖然如此，神仍然要向猶大施恩：「耶和華必然
等候，要施恩給你們；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
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
的！」

◦ 猶大雖然歷經艱苦，神必將引導他們的道路：
「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
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你或
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
要行在其間。”」



◦ 責備的對象：與上一個「禍哉」相同，責備猶大自做主張與埃及同
盟。「禍哉！那些下埃及求幫助的，是因仗賴馬匹，倚靠甚多的車
輛，並倚靠強壯的馬兵，卻不仰望以色列的聖者，也不求問耶和
華。」

◦ 責備的內容：
 輕看耶和華：不仰望以色列的聖者，小看他的智慧與能力。
 埃及人不過是人：埃及人並不是神，猶大卻捨棄真神，而去尋求
人的幫助：「埃及人不過是人，並不是神；他們的馬不過是血肉，
並不是靈。耶和華一伸手，那幫助人的必絆跌；那受幫助的也必
跌倒，都一同滅亡。」

◦ 警告或預告：
 與埃及的同盟徒然無效：埃及無法抵擋亞述，保護不了猶大。
 耶和華必要保護耶路撒冷：神聽了希西家的禱告，派天使擊殺亞
述大軍，解了耶路撒冷之圍。

 亞述人必倒在刀下：有十八萬五千亞述軍兵死於天使的刀下。



◦ 責備的對象：那些毀滅他人的人，可能是指亞述。「禍
哉！你這毀滅人的，自己倒不被毀滅；行事詭詐的，人
倒不以詭詐待你。你毀滅罷休了，自己必被毀滅；你行
完了詭詐，人必以詭詐待你。」

◦ 責備的內容：

 毀滅別人，自己倒不被毀滅。

 行事詭詐，然而別人並未以詭詐待你。

◦ 警告或預告：

 神的名被尊重

 錫安蒙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