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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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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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39章審判之書

審判的原因：

不行公義

沒有憐憫

自高自大

拜偶像

審判之後有拯救：

三個歷史事件的拯救

對外邦和全地的審判

審判和拯救的預言

興起彌賽亞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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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6章 安慰之書

從認識神得安慰：

神的公義：所以有审判

神的憐憫：所以有救赎

神的真實（除我以外，再無別神）：所以可以信靠

從神的應許（預言）得安慰

余民蒙救贖的預言

興起彌賽亞的預言

永远救赎与审判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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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6章永远的救赎与审判

真正的禁食与祷告（58章）（59章）

你要发光；救赎主（60章）

受膏者与神（61章）

公义和救恩之光；守望者（62章）

复仇者（63章A）；向神的祈求（63章B）

向神的祈求（64章）

神的回应：新天新地（65章）（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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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预告救恩

救恩將會藉著彌賽亞而來

先知的預言當中，最重要的是與基督（彌賽亞）有
關的

使徒彼得這樣說：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地
尋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
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
乃是為你們。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
現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
（彼得前書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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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弥赛亚的事

先知預先證明，基督將會先受苦難，後得榮耀

關於這一點，以賽亞書說的最清楚，特別是四首
「僕人之詩」，清楚指出基督將會受苦。

 1. 先知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後代的
人。彌賽亞將在神所預定的時間降臨，對先知而言，這
是以後所要發生的事。

 2. 要等傳福音的人來了，才能將有關基督的詳情說得明白。
神的救恩是如此豐盛奇妙，超過了人所求所想的。先知
雖然預告了救恩，但卻所知有限，要等到耶穌成就了十
架救恩之後，由傳福音的人傳講，方能說的明白。

 3. 連天使也想知道這些事情。基督的救恩是如此奇妙，連
天使都不能盡知。當福音初傳的時候，他們天使也要
「詳細察看這些事」，以求明白。

11



外邦人将会得救

先知預告了外邦人的得救，但是卻不知道詳情。保
羅說這件事是「基督的奧秘」：

我深知基督的奧秘，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這奧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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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
外邦人。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
之神裡的奧秘，是如何安排的。（以弗所書3:4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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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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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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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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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1. 真神

2. 真理

3. 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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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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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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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1:9）

罪是神與人之間的攔阻



罪是神與人之間的攔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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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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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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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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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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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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牆為拯救，你的門為讚美



主耶穌是神的受膏者 – 61 章

主耶穌在拿撒勒傳道的時候，曾經引用以賽亞書 61:1-2，
並說這些預言應驗在他身上了：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
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有人把先知以賽亞
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
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厭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裏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加福音
4:16-21）

26



耶穌就是彌賽亞

耶穌就是彌賽亞：彌賽亞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神將會
設立一位受膏者，使他「傳福音給貧窮的人」，耶穌說，
這句話應驗在他身上了。

彌賽亞帶來福音：「福音」就是「好信息」，耶穌基督降
世，是關乎萬民的好信息，罪人將會蒙神悅納，彌賽亞將
會「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彌賽亞使人得自由：彌賽亞帶來神的救恩，使人脫離罪，
歸向神，得到靈裡的自由

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厭制的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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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與復仇者 – 62 & 63 章

以賽亞書62章講到一位守望者，以賽亞書63章講到一
位復仇者：

1. 這位守望者「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華」，他是
儆醒禱告的人。

2. 這位復仇者「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就是啟示錄
所說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神之道」耶穌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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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與復仇者 – 62 章

儆醒的守望者：神的城中需要守望者（watchman），以信心為
錫安儆醒禱告。錫安城是屬神的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今日的
教會。在教會的各樣活動中，最重要而又最為人所忽視的就是
禱告會了。

禱告需要安靜，需要等候，需要有信心，許多基督徒寧可多做
事，也不耐煩禱告。

可是教會不能沒有守望的人。神在耶路撒冷的城牆上設立了守
望的人，他們儆醒禱告，直等到神的旨意成就：

耶路撒冷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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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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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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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的復仇者 – 63 章

公義的復仇者：所謂的「復仇」，就是「伸張公義」
的意思。以賽亞書預言將來會有一位復仇者，穿著濺
了血的衣服，以公義審判世人。

啟示錄十九章說，這位復仇者就是耶穌基督，他將在
末日擊敗仇敵，伸張神的公義：

「因為，報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到。
我仰望，見無人幫助；我詫異，沒有人扶持。所以，
我自己的膀臂為我施行拯救。」(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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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仇者天人二問

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穿紅衣服，裝扮華美，

能力廣大，大步行走的是誰呢？
就是我！是憑公義說話，以大能施行拯救。

你的裝扮為何有紅色？

你的衣服為何像踹酒醡的呢？
我獨自踹酒醡，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

我發怒將他們踹下，發烈怒將他們踐踏；

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因為報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到！（賽 63:1-4

31



萬王之王按著公義爭戰的日子

啟示錄十九章說，這位復仇者就是耶穌基督，他將在末日擊敗
仇敵，伸張神的公義：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
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
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

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在天上的眾軍騎著
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
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
醡。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啓 1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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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聖靈擔憂

「使聖靈擔憂」就是「悖逆神」的意思：

他們竟悖逆，使主的聖靈擔憂；

他就轉作他們的仇敵，親自攻擊他們。（賽63:10）

基督徒應當作神的好兒女，使神的家中有平安。切勿
悖逆神，使聖靈擔憂：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
日子來到。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
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
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弗4: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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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啊，你是我們的父！

舊約聖經中有「天父」的觀念嗎？當然有！

神不是從新約時代才開始愛世人，而是一直都愛世人。

神不是從新約時代開始才是天父，而是一直都是天父。

以賽亞書63章的後半部和64章全章是一篇祈禱，祈禱
的對象是「耶和華我們的父」。

亞伯拉罕雖然不認識我們，以色列也不承認我們，你卻是我
們的父！

耶和華啊，你是我們的父！從萬古以來，你名稱為「我們的
救贖主」。

耶和華啊，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

我們是泥，你是窰匠；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 (63:16;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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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

我們穿著污穢的衣服，在罪孽中被風吹去：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

我們都像葉子漸漸枯乾，我們的罪孽好像風把我們吹去。
（賽64:6）

惟有因信稱義，才能在基督裡得救：

並且得以在他裡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
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腓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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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義與神的義

義
1. 人的義：人的義是行為，就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

的事

2. 神的義：神的義是恩典，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
加給一切相信的人

1. 因著恩典我們在地位上稱義（羅馬書），

2. 因著行為我們在生活中稱義（雅各書）。 36



新天新地

以賽亞書65章與66章，以「新天新地」做為全書的結
束，正如啟示錄以新天新地做為整本聖經的結束。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 ◦

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

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

耶和華說：

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樣在我面前長存，

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字也必照樣長存。（賽65:17-
18;66:22)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