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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舊約讀經班先知書

2014年10月26日, 王文堂牧師



 今日課題：

1. 西羅亞緩流的水，賽 7-12

2. 折斷的重擔，賽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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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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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聖經首先要注意上下文（context）



 所謂先知，就是「替神傳話的人」。

 先知是「傳口信的人oral messenger」，寫信者
（神）將信息告訴先知，先知再將信息告訴收信人。

 對於先知職責最清楚的解說，記載於申命記十八章。
神對摩西說：「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
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我
一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申18:18）

 先知職責的關鍵是一個「傳」字，而傳的要點是
「保持神話語的真實度」：要將神「一切」所吩咐
的，「都」傳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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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神追究責任的時候，只向先知追究「傳講」的責任，
卻要向百姓追究「聽從」的責任。

 「我何時指著惡人說：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
不勸戒他，使他離開惡行、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
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倘若你警
戒惡人，他仍不轉離罪惡，也不離開惡行，他必死在
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結3:18-19）

 神叫先知去傳話，他有沒有照著去傳，那是先知的責
任。

 至於聽到的人是否接受先知的話，是否照著去行，那
不是先知的責任，而是聽眾的責任。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
慕的、是作先知講道…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
要造就、安慰、勸勉人。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林前14:1-4）

 這裡所說的「作先知講道」，原文的意思是「說預
言」，也就是「傳講神的話語」。

 作先知講道，目的是要「造就教會」，就是用神的
話語來建造信徒的靈命。

 現代的傳道人，每當他「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時
候，就是在使用作先知講道的恩賜，也就是在說預
言。



 從廣義來說，凡是神叫先知所說的話都是預言。

 預言來自於神，阿摩司說：「獅子吼叫，誰不懼怕
呢？主耶和華發命，誰能不說預言呢？」（摩3:8）

 預言的範圍很廣，並非僅限於「未卜先知」那一類
型。若以時間來分類，預言有以下三種：

1. 對過去的責備

2. 對現在的勸告(警告)

3. 對未來的預告



 先知針對未來所說的話，也就是「預告性的預言」 ，

有時是一次實現，也有時會分為「初步的實現」和
「最終的實現」兩個階段：

1. 初步的實現：通常是與當時的情況有關。先知說
過不久，他的話就應驗了。例如「以馬內利」這
個預言，是針對「亞蘭-以法蓮」聯軍攻打猶大而
發的。二王於主前735/734年組成聯軍攻打猶大
國，而亞蘭和以色列這兩個國家分別於主前732
年和722年亡於亞述，十幾年之內就應驗了先知
的話。



2. 最終的實現：通常是與彌賽亞的來臨有關。以
馬內利的意思是「神與我們同在」，要到七百
多年後耶穌基督降生之時才真正的實現（太
1:23）。



以賽亞書 7-12章



耶路撒冷西羅亞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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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王撒珥根
Sargon of Assyria

722-705 B.C.

亞述王撒珥根打發
他珥探到亞實突的
那年（711 B.C.），
他珥探就攻打亞實
突，將城攻取。
（賽20:1）



人面，牛身，鳥翼
撒珥根王皇宮門口的石雕，
現存芝加哥大學東方博物館。



◦預言的內容：「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
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
利。」(7:14)

◦預言的意義：以馬內利的意思就是「神與我們
同在」，神將藉著「童女生子」這件事，來表
明他將會與人同在。

◦「童女almah」的原文有兩個意思：

1. 年輕的女子

2. 童貞女



◦預言的實現：

1. 初步的實現：在以賽亞的時代，神藉著一個
年輕女子（第一義）的結婚生子，來預告他
將與猶大國同在，解除二王攻擊的危機。

2. 最終的實現：神藉著一位處女（第二義）懷
孕生子，使彌賽亞耶穌基督降生人間，表明
神將永遠與人同在。



◦ 預言的內容：「但那受過痛苦的、必不再見幽暗。
從前神使西布倫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視．末後
卻使這沿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得著榮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
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9:1-2)

◦ 預言的意義：「西布倫地」和「拿弗他利地」位
於北國以色列的境內，這個地區也叫作「加利
利」。以色列國被亞述滅亡之後，人民有如陷入
黑暗之中。將來會有解救者出現於加利利，如同
大光照耀百姓。



◦ 預言的實現：這個預言，最終應驗在耶穌基督的
身上。耶穌是加利利人，馬太福音說：「耶穌聽
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後又離開拿撒
勒、往迦百農去、就住在那裏．那地方靠海、在
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邊界上。這是要應驗先知以
賽亞的話、說、西布倫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
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
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
有光發現照著他們。」（太4:12-16）



◦預言的內容：「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
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
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君。」(7:14)

◦預言的意義：將有一位嬰孩出生，他的來臨是
為了全人類的好處，他的身分是全能的神，也
是和平的君。



◦ 預言的實現：這個預言，完全應驗在耶穌基督身
上。約翰福音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約3:16）

◦ 馬利亞所生的「一子」，其實是「神的兒子」，
他是全能的神，也是和平之君，用捨身流血的方
式除去世人的罪，成就了神與人之間的和平。



◦預言的內容：「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
大旗．外邦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
耀。」(9:10)

◦預言的意義：耶西是大衛的父親，彌賽亞是
「耶西的根」，與大衛家有深切的關係。當他
出現的時候，萬民要歸向他，外邦人會尋求他。



◦預言的實現：這個預言，完全應驗在耶穌基督
身上。從肉身來看，耶穌是大衛的子孫，是一
個猶太人，然而他的救恩卻是關乎萬民的，外
邦人也將信主得救。羅馬書說：「又有以賽亞
說、『將來有耶西的根、就是那興起來要治理
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羅15:11）



 這是 CBCWLA 最具代表性、最有影響力、也是最
嚴格的主日學班。

 從2007年開始，每三年一輪，如今進入第三輪。

 參加的人必須：

1. 事先讀完十章聖經。

2. 參加隨堂考試。

3. 不遲到早退。



 無信心的讀經是無益的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
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
所聽見的道調和。（來4:2）

 CBCWLA 的讀經班是專為基督徒預備的，無論你是

參加全程（三年）或只是一部分，只要你是基督徒，
有心讀神的話語，我們都誠心歡迎！



以賽亞書 13-23章



◦預言的內容：記載於以賽亞書13:1-14:20，要
點有二：

1. 第一，巴比倫將被傾覆，「其內必永無人煙，
世世代代無人居住。」

2. 第二，巴比倫王將會「下到陰間」，「不得與
君王同葬」。



◦預言的意義：「巴比倫」一詞有三個可能的意義：

1. 巴比倫城

2. 巴比倫地（位於兩河流域的下半部）

3. 巴比倫國

◦在歷史上，「巴比倫王」是一個特殊的頭銜，凡
是佔據巴比倫地，在當地作王的人，都可稱為
「巴比倫王」。

◦這個預言所指的「巴比倫王」其實就是亞述王
（14:25），因為當時他佔有了巴比倫地。預言
說，亞述王將會被殺，巴比倫城將會永無人煙。



◦預言的實現：攻擊猶大國的亞述王西拿基立，
被自己的兒子所殺。亞述帝國於主前612年滅

亡。巴比倫城成為廢墟，埋藏於地下，至今僅
有小部分出土。







巴比倫素來為列國的榮耀，為迦勒底人所矜誇的華美；
其內必永無人煙，世世代代無人居住。



◦預言的內容：記載於以賽亞書14:28-32。非利

士人將遭滅亡之禍，神將「以饑荒治死你的根，
你所剩餘的人，必被殺戮。」

◦預言的意義：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世仇，他
們是航海者，居住於巴勒斯坦的沿岸。在大衛
的時代，非利士人雖曾一度被制伏，但仍敵視
以色列人。以賽亞預言非利士民族將會滅亡，
從此不再存在。



◦預言的實現：當亞述稱霸的時代，非利士臣服
於亞述，後來又反叛。亞述王提革拉比毗列色
（王下16:7）於主前732年攻擊巴勒斯坦，滅

亡了亞蘭國，非利士人也被制伏。非利士這個
名詞從此在歷史上逐漸消失，如今所存留的僅
有「巴勒斯坦Palestine」這個名詞，意思就是
「非利士地」。



非利士人的文物：陶瓷器



非利士人廢墟的挖掘



◦預言的內容：記載於以賽亞書15, 16章。摩押

將遭到兵災，「哀聲遍聞摩押的四境」。他們
雖有剩餘的人，但卻「甚少無幾」。

◦預言的意義：摩押是羅得的子孫，經常與以色
列人為敵。摩西於摩押平原頒布了申命記，後
來死在那裏。路得是摩押的女子，嫁給了猶太
人波阿斯，大衛王是他們的後代。然而因為摩
押人驕傲悖逆神，他們將遭遇大難，亡國卻不
滅種，成為亞述的屬國，仍有少數剩餘的人。



◦預言的實現：考古出土的Nimrud泥板上，記載

著摩押王向亞述王提革拉比毗列色稱臣納貢。
到了波斯的時代，摩押已從所有的歷史記載上
消失了，他們的地方後來被阿拉伯人所佔有。





◦預言的內容：記載於以賽亞書17:1-3。大馬色

將被廢棄，「不再為城，變作亂堆」，並且
「不再有國權」。

◦預言的意義：大馬色是亞蘭國的首都，亞蘭是
以色列國北邊的敵人，曾經十分強大，時常攻
打以色列國。以賽亞的時代，亞蘭王利汛和以
色列國聯軍，攻打耶路撒冷。以賽亞說，亞蘭
國自己將會滅亡，首都大馬色將被破壞，變為
亂堆。



◦預言的實現：亞蘭王於主前735年攻打耶路撒

冷，三年之後，亞述人攻下大馬色城，殺了利
汛（王下16:9），亞蘭亡國。



◦預言的內容：記載於以賽亞書18章。古實人是

「高大光滑之民，極甚可畏」。他們將會「將
禮物奉給萬軍之耶和華，就是奉到錫安山」。

◦預言的意義：古實位於尼羅河的上游，與埃及
接境，相當於今日的衣索匹亞一帶。古實曾經
與以色列人為敵，古實王謝拉率領軍兵一百萬
攻打猶大王亞撒（代下14:9）。將來古實人卻
要歸主，要將禮物奉給耶和華。



◦預言的實現：使徒行傳第八章記載，有一位古
實的太監到耶路撒冷朝聖，在路上讀以賽亞書，
但卻讀不懂。聖靈感動腓力，叫他向太監傳講
耶穌，太監因此而信主受浸（徒8:26-40）。
根據1994年的統計資料，衣索匹亞有61.6%是
基督徒，應驗了先知以賽亞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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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字古以來就是大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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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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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