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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51-60章
10/29/2017 王文堂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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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者的信念

提摩太後書 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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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備行各樣的善事。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you, a man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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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1-60 章金句

1.佳美的腳蹤，52:7

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
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
佳美！

參考經文：羅 10:15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
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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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1-60 章金句

2.擴張你帳幕之地，54:2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
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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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1-60 章金句

3.大山可以挪開，54:10

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
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
佳美！

參考詩歌：教會聖詩 #324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主的慈愛，永
不離開你！（x2）

5



以賽亞書 51-60 章金句

4.耶和華的意念與道路，55:8-9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
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
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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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1-60 章金句

5.萬民禱告的殿，56:7

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告我的
殿中喜樂。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壇上
必蒙悅納，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參考經文：可 11:17

便教訓他們說：「經上不是記著說：我的殿必稱
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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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1-60 章金句

6.心靈謙卑痛悔的人，57:15

因為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為聖者的如
此說：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痛
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
使痛悔人的心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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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1-60 章金句

7.神所揀選的禁食，58:6-7

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兇惡的繩，解下
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
軛嗎？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
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
體，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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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1-60 章金句

8.罪使人與神隔絕，59:1-2

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並
非發沉，不能聽見，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
神隔絕；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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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1-60 章金句

9.耶和華是你永遠的光，60:19

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月亮也不再發光照
耀你。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你神要為
你的榮耀。

參考經文：啟 21:23

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
有羔羊為城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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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之神，公義之民

 「公義」是先知書重要的主題，我們的神是公義之神，神的
子民是公義之民。

 追求公義，就是追求神：

 你們這追求公義、尋求耶和華的，當聽我言！

 公義來臨，就是救恩來臨：

 我的公義臨近；我的救恩發出。

 天地都要廢去，神的公義長存：

 你們要向天舉目，觀看下地。因為天必像煙雲消散，地必如衣服漸
漸舊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惟有我的救恩永遠長存，我的
公義也不廢掉。

 知道公義，就是將神的訓誨存在心中：

 知道公義、將我訓誨存在心中的民，要聽我言！ 12



四首僕人之詩當中，對彌賽亞描述得最完全，也最
多為新約聖經所引用的，就是第四首了。這首詩將
彌賽亞的救贖之功，表達得極為詳盡：彌賽亞將會
為罪人而死，而罪人卻會因彌賽亞的犧牲而活。

耶穌基督降生人間，為的是要救贖人類。耶穌是神
的羔羊，擔負世人的罪孽，因他的捨身流血，使相
信的人罪得赦免，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在結構上這首詩可分為五段，每段三節，共15節。

第四首僕人之詩：以賽亞書52:13-53:12



1. 受苦的僕人，52:13-15:

2. 53:1-3:

3. 53:4-6:

4. 53:7-9:

5. 5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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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的僕人 The Suffering Servant

賽 52:13-53:12

1. 僕人被高舉（受苦的僕人），52:13-15

2. 僕人被厭棄（受苦的事實），53:1-3

3. 僕人被誤會（受苦的原因），53:4-6

4. 僕人被殺害（受苦的態度），53:7-9

5. 僕人被榮耀（受苦的功效），5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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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與聖經之間的差異

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
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
們羨慕他。（賽53:2）

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
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賽
52:14）

猶太人說：「你還沒有五
十歲，豈見過亞伯拉罕
呢？」 （約8:57）

16宣傳 聖經



 他的外貌：彌賽亞的外貌如何？他是否像掃羅那樣「又健
壯，又俊美，比眾民高過一頭」？還是像大衛那樣「面色
光紅，雙目清秀，容貌俊美」？這首詩告訴我們：「他的
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彌賽亞的外貌
不但不吸引人，反而會使人「掩面不看」。耶穌基督並無
佳形美容，他才剛過三十歲，別人卻對他說「你還沒有五
十歲，約8:57」，很明顯地並不是在恭維他。彌賽亞是一
個遭人厭棄的人，他的外貌使人不想多看一眼，然而他卻
願意為罪人而死。

 我們的罪：人若無罪，就不需要彌賽亞的拯救。詩中說，
我們在神面前如同迷失的羊：「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
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耶穌
基督降臨，是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太
1:21」。



 他的無辜：彌賽亞將會受苦，並且被殺，然而他卻是無
辜的：「他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彌賽亞是神
的「義僕」，是在神面前被稱為義的。耶穌被審判的時
候，羅馬巡撫彼拉多査不出他的罪，猶太人卻極力要釘
他十字架，彼拉多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
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太27:24」。

 他的代替：彌賽亞之死是代替性的，他「為我們的過犯
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為「耶和華以他為贖罪
祭」。贖罪祭是一隻羔羊，詩中說「他像羊羔被牽到宰
殺之地」。犯罪的人按手在羊的頭上，將罪歸給羊，然
後殺羊以除罪。當施浸約翰看到耶穌的時候，他喊著說：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1:29。」耶穌
成為世人的代罪羔羊，「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林後
5:21」，使一切相信他的人罪蒙赦免。



 我們的平安：彌賽亞的替死，使我們罪蒙赦免，在神面
前有平安：「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
傷，我們得醫治」。

 因為是平行句，所以「得平安」和「得醫治」是同一個意思，都
表示罪蒙赦免，和神重新建立關係。請注意，彌賽亞的工作是修
復神與人之間的裂痕，這個裂痕是因為人的罪而造成的。因此之
故，這個「得平安」是得到神與人之間的平安，也就是羅馬書第
五章所說的「與神相和」。

 這裡的「得醫治」，也是神人關係得醫治。彼得引用到這節經文，
特別加上「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彼前2:24」，
因為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神與人的關係正常化，得救的人才能
夠過稱義的生活。

 常聽到靈恩派和繁榮福音引用這一節經文，他們將「得平安」解
成神保守你出入平安，家宅平安，將「得醫治」解釋為生病得醫
治，這是小看了彌賽亞的事工，也是曲解了經文的本意，讀經者
不可不慎。



 許多人因他而得稱為義：在詩的結尾，耶和華宣告說：
「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在舊約聖經中，
「認識」不只是頭腦上的知識，而是個人親密的經驗。
夫妻同房叫作「認識，創4:1」，以信心接受主也叫作
「認識」。將來會有「許多人」會因為「認識」這位義
僕而「得稱為義」，表示神的救恩不是只臨到猶太人一
國一民，而是萬國萬民都可以因信耶穌基督而被神稱義。

 他的得勝：在最終的時候，神又宣告說：「我要使他與
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分」或「擄物」，
都是指戰利品。「與位大的同分」，是說彌賽亞將會具
有至高的得勝者的身分。彌賽亞將會戰勝死亡，戰勝罪
惡，戰勝魔鬼，戰勝世界。耶穌對門徒說：「你們可以
放心，我已經勝過了世界，約16:33」。保羅更進一步說，
靠著愛我們的主，我們也可以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得勝
有餘了，羅8:37」。



以賽亞書五十五章是一篇感人的篇章，將神的恩典
和福音的真義表達無遺。耶和華發出了邀請，叫一
切乾渴的人都來喝水，沒有錢的人也可以來，因為
這水是免費的。神已經賜下了「可靠的恩典」，是
藉著彌賽亞，大衛的後裔，而賜給世人的。世人可
以歸回，因為「耶和華相近的時候」已經來臨，當
離棄自己的道路，把握歸回的時機。神的意念高過
我們的意念，他為我們所預備的恩典，是人眼未曾
見過，人耳未曾聽過，人心也未曾想過的。神的道
來到人間，如同雨雪從天而降，絕不空然返回，必
要成就神所命定的事。

以賽亞書五十五章的福音



神在邀請人

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沒有銀錢的也可以
來。你們都來，買了喫；不用銀錢，不用價值，也
來買酒和奶。

一切乾渴的都可以來：神的邀請不看外表，只看內心。一
切心中乾渴的人都可以來得到福音的好處，不分國籍，不
分男女，不分貧富。

免費的福音：福音是重價的，但卻是免費的。耶穌基督以
捨身流血的代價成就了救恩，卻讓任何人都可以白白得著，
「不用銀錢，不用價值」。

那可靠的恩典：福音是「那可靠的恩典」，藉著彌賽亞賜
給世人。



人當歸向神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
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
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恤他；當歸向我們的神，
因為神必廣行赦免。

把握神的時機：歸向神是有時機的，當在他「可尋找的時
候」尋找他，在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不要在神相近
的時候向他心硬，以致錯過了永生。

離棄罪的道路：既然歸向神，就不能再繼續走自己的老路，
必須認罪悔改，接受救主，改走神的道路。

神必廣行赦免：只要肯歸向神，無論你的過去如何，犯了
多大的過錯，「神必廣行赦免」，耶和華必憐恤他，因為
神的恩典大過我的眾過犯。



神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
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
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天地的差別：神高過人，如同「天怎樣高過地」。以人心
度神心，以人意測神意，必定會犯下大錯，因為我們不明
白神的恩典有多大。

更高的意念：神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他所為我們
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
到的」大恩典。

更高的道路：神的道路是「永生之道，義人之路」。耶穌
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將人引進永生。他帶著
信他的人走「窄路」，就是義人的道路，雖與世人的道路
不同，但卻結出豐盛的果子。



 神的道決不徒然返回

 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
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喫的有糧。我口所出的話也必
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
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神的道從天而降：福音是藉著神的道降臨的，如同「雨雪從天而
降」，神的道也從天而降。神的道以兩種方式降臨：耶穌基督是
道成肉身，為我們成就了救恩。聖經是神的話語，使我們明白神
的旨意。

 神的道大有功效：雨雪決不會徒然返回，降下之後必然會滋潤地
土，使糧食生長。神的道也「決不徒然返回」，必定大有功效，
成就神所命定的事。

 神的道必然亨通：福音必將廣傳，神的道「必然亨通」。不是勉
強生存，只有幾個人信主，而是必然亨通，萬國萬民歸主得永生。



你必歡樂而出，有平安蒙引導

大山小山在前面歡呼讚美

齊來歡樂讚美歌唱，和田野中的樹木都拍掌來讚
美

一切田野樹木都拍掌歡呼

田野樹木都拍掌歡呼

田野樹木都拍掌歡呼

都歡呼讚美主

田野的樹木都歡呼



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
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換句話說，
只要信耶穌，外邦人也可以成為神的兒女，和猶太
人一樣。

以前世代的人，並不知道這個奧秘。先知雖然傳講
外邦人將會得救，但卻不知道如何得救，得救之後
會怎樣（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保羅是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徒，他深知基督的奧秘。
先知僅能大略的預告，使徒卻能詳細地傳講。

基督的奧秘



 以賽亞書58章講禁食，59章講禱告，這兩章在聖經中有
特殊的地位，因為講得特別詳細。禁食與禱告的基礎是
神與人之間的關係，神人關係好了，禁食與禱告才有意
義，否則就只是一種表面化的宗教活動，在神面前毫無
意義。

 耶和華不是一位看形式的神，第58章指責以色列人的禁
食，因為他們有敬虔的外貌，無敬虔的實意，形式上很
像信主的人，行為上卻完全不像。第59章解釋神不垂聽
禱告的原因，不是因為神的耳朵不好，而是因為人的罪
擋住了禱告的去路，使他的禱告達不到神的面前。



禁食與禱告，58-59章



 有人信主，只求個形式，要禱告有禱告，要禁食有禁食，
該有的形式都具備，但卻被神所拒絕。神拒絕的原因，
不是因為這人的形式不好，而是因為他不真心。真信主
的人會於生活中表現出他的信仰，行公義，好憐憫，做
一個討神喜悅的人。

 耶穌時代的法利賽人是極端的形式主義者，他們在宗教
的外在表現上力求完美，結果卻受到耶穌最嚴厲的指責，
而主的指責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假冒為善」。以賽
亞時代的以色列人所犯的是同樣的毛病，禁食、禱告一
樣都不缺，但在進行貌似敬虔的宗教活動的同時，卻欺
壓窮人，彼此爭鬥，不停的犯罪。

形式主義的錯誤



假信主：形式主義

他們天天尋求我，樂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義的國
民，不離棄他們神的典章，向我求問公義的判語，
喜悅親近神。他們說：我們禁食，你為何不看見呢？
我們刻苦己心，你為何不理會呢？看哪，你們禁食
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為你們做苦工。你們禁食，
卻互相爭競，以凶惡的拳頭打人。你們今日禁食，
不得使你們的聲音聽聞於上。（58:2-4）

假信主與真信主，58章



 他們的表現：有些假信主的人很容易認出，因為他們連
外表的形式都沒有，不讀經、不禱告、不作禮拜，只在
口頭上自稱信主。有些假信主的人不容易認出，因為他
們在形式上與真信主的人一樣。他們「樂意明白神的
道」，「喜悅親近神」，甚至還禁食，表現的比真信主
的人更真誠。

 他們的埋怨：假信主的人很在乎他人的反應，若是得不
到預期中的反應，他們連神都要埋怨：「我們禁食，你
為何不看見呢？我們刻苦己心，你為何不理會呢？」。

 他們的錯誤：假信主的人「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
的實意」。他們在宗教形式上做得很像，但是卻追逐利
益，互相競爭：「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為你們
做苦工…互相爭競，以凶惡的拳頭打人。」

偽信者



 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凶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
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嗎？不是要把你的餅
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
他衣服遮體，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

 行公義：除去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為弱勢的人伸張正
義：「鬆開凶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
由」。

 好憐憫：將神的愛與窮苦的人分享：「不是要把你的餅
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

 敬守主日：首主日是敬畏神的表現，真信主的人不會不
守主日：「在安息日謹慎你的腳步，在我聖日不以操作
為喜樂，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稱耶和華的聖日為可尊
重的；而且尊敬這日，不辦自己的私事」。

真信主：與神同行



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沉，
不能聽見，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你們的
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

耶和華的耳朵並非發沉：神是聽禱告的主，神的殿
是萬民禱告的殿。如果神不聽禱告，不是因為他耳
朵發沉，而是有其他的原因。在這種時候，最好的
做法就是反省與等候：反省自己是否犯罪了？若有
得罪神的地方，就要向神悔改。若反省之後自覺清
白，那就以信心等候，因為不是神不聽禱告，而是
他的時候尚未來到。

神為何不聽禱告，59章



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神是聖潔的，他不與
污穢的人同居，人的罪使他與神隔絕。基督徒因為
白白蒙恩得救，有時後反會不把犯罪當一回事。人
會看不見自己的罪，神卻看的見，這些罪如同層層
的烏雲，擋在神與人之間。

認罪悔改，除去攔阻：在犯罪與除罪之間，所需要
採取的步驟是認罪。人自己不能除罪，但是若肯認
罪，神可以給我們除罪，使得烏雲不再阻擋陽光。
神應許我們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
義」。

罪是神與人之間的攔阻



以賽亞書60章講到一位救贖主，61章講到一位受膏
者，救贖主使錫安（神的城）發出光輝，受膏者將
福音傳給萬民。救贖主，以賽亞書說：「我耶和華
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贖主，雅各的大能者」，所
以指的是神自己。受膏者，耶穌曾引用以賽亞書六
十一章，說：「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4:21」，
所以指的是主耶穌。救贖主和受膏者，都會給屬神
的人帶來祝福與榮耀。

救贖主與受膏者



 神與悔改的人同在：整本聖經都清楚指出，神所救贖的
對象，不是那些不認罪不悔改的人，而是那些願意認罪
悔改歸向神的人：「必有一位救贖主來到錫安，雅各族
中轉離過犯的人那裏，這是耶和華說的。」

 救恩是有保障的：神將會與得救者立約，永不改變：
「耶和華說：至於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加給
你的靈，傳給你的話，必不離你的口，也不離你後裔與
你後裔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遠。」

 得救者要興起發光：一般來說，發光有兩種情況：第一，
自己發光；第二，反射發光。神自己發出榮耀的光輝，
信神的人是反射出主的榮光。以賽亞說：「興起，發光！
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得
救者原先做在黑暗中，現在卻要站起來發光，因為主的
榮光照耀他。

耶和華是你的救贖主，60章



 屬神的人（錫安的子女）將從各國歸來：以賽亞書的主題之一，就
是救恩將會臨到萬民，世界各地都將有人來歸向神：「你舉目向四
方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裏。你的眾子從遠方而來；你的眾女
也被懷抱而來。」

 神的祝福在錫安（神兒女的居住地）：神會賜福給他的兒女，包括
了公義和平，以及物質上的祝福：「我要拿金子代替銅，拿銀子代
替鐵，拿銅代替木頭，拿鐵代替石頭；並要以和平為你的官長，以
公義為你的監督。」

 拯救牆與讚美門：錫安城內將有大喜樂，神的兒女常歌頌讚美神的
救恩：「你地上不再聽見強暴的事，境內不再聽見荒涼毀滅的事。
你必稱你的牆為「拯救」，稱你的門為「讚美」。

 神的光照射義人：錫安城內不再需要日頭和月亮，因為神要做它永
遠的光。錫安城內的居民都成為義人，使神得榮耀：「日頭不再作
你白晝的光；月亮也不再發光照耀你。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
你神要為你的榮耀。你的居民都成為義人，永遠得地為業；是我種
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榮耀。」

你的牆為拯救，你的門為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