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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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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章審判之書
 1:1-31 全書導言：論猶大和耶路撒冷

 2:1-4:6 再論猶大和耶路撒冷

 5:1-30 葡萄園之歌

 6:1-13 以賽亞蒙召

 7:1-8:22 神的保守與拯救一：二王來攻

 9:1-7 關於彌賽亞的預言：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有一子賜給我們

 9:8-10:4 耶和華的怒氣向百姓發作：對北國的審判

 10:5-12章神的拯救：亞述的結局；餘民回歸；彌賽亞的國度；感恩的贊美

 13-19章列國結局的預言一

 20章神的保守與拯救二：亞實突危機

 21-23章列國結局的預言二

 24-27章到那日：對全地和猶大地的審判與拯救

 28-33章六禍：對以法蓮的警告；對耶路撒冷的警告；對亞述的警告

 34章末日對萬國的審判

 35章贖民的樂歌

 36-39 历史：神的保守與拯救三：西拿基立危機



以賽亞書第二 部分 :安慰之 書

以賽亞書共六十六章，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審判之書」，1-39章，

第二部分是「安慰之書」，40-66章。

審判與安慰（恩典），是整本以賽亞書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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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安慰之書

「安慰之書」共有27章，每九章為一段落，共分為三段，非常
整齊。分段的方式是自然的，因為書中每九章就以「耶和華說，
惡人必不得平安」（48:22, 57:21）這句話作一個小結，形成自
然的分段。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賽亞書的結構特別清楚好記：

39是舊約書卷的數目，

27是新約書卷的數目，而這 27之中，又分成三個九章。

1) 第一段（40-48章）：神復興餘民

2) 第二段（49-57章）：僕人（彌賽亞）的事工

3) 第三段（58-66章）：永遠的救贖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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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之書的前言 - 以賽亞書四十章

1. 要安慰神的百姓（1-2節）

2. 看神：從認識神得安慰（3-11 節），其中有三個聲
音，呼籲人定睛於神，因此而得到安慰。

3. 靠神：從認識人與神的關係得安慰（12-26節），
提出了一連串「用以增強效果，但卻無須回答的
問題」（因為答案太明顯）。

4. 等候神：百姓的安慰：等候神，從新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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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歷史的主宰，以賽亞書四十一章

1. 列國的興衰出自於神：本章一開始，就預告神將從
東方興起一人（指古列王，見44:28-45:4），將列國
交給他：

「誰從東方興起一人，憑公義召他來到腳前呢？耶和
華將列國交給他，使他管轄君王，把他們如灰塵交與
他的刀，如風吹的碎稭交與他的弓。」

45:13 我憑公義興起古列、〔古列原文作他〕、又要修
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釋放我被擄的民、不
是爲工價、也不是爲賞賜．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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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歷史的主宰，以賽亞書四十一章

3. 事情的預知出自於神：真神是歷史的主宰，所以他
事先可以知道事情的結局，假神則無此能力。本章
以挑戰的語氣，向假神說：

「要說明後來的事，好叫我們知道你們是神。你們
或降福，或降禍，使我們驚奇，一同觀看。看哪，
你們屬乎虛無；你們的作為也屬乎虛空。那選擇你
們的是可憎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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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之詩:有關彌賽亞的預言

「彌賽亞」的字義是「受膏者」，意義是「神所設
立的拯救者」。

拯救者必須能夠戰勝敵人，將綑綁中的人解救出來。
所以猶太人傳統上的觀念，總以為彌賽亞是一個雄
壯威武，大有能力的人。可是這四首「僕人之詩」，
卻說明了彌賽亞將會是一位謙卑溫柔的僕人。

這個「僕人彌賽亞」的預言，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完
全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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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僕人之詩：42:1-7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
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
將公理傳開。
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都等候
他的訓誨。
創造諸天，鋪張穹蒼，將地和地所出的一併鋪開，賜氣息給
地上的眾人，又賜靈性給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華，他如此
說：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眾民
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
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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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僕人的設立：彌賽亞是神所設立的救主，「看哪，
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

2. 僕人的關係：彌賽亞是神「心裡所喜悅的」。耶穌
受浸時天父曾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3. 僕人的能力：「賜靈」使人得著事奉的能力。神賜
下他的靈給彌賽亞，使他有能力：「我已將我的靈
賜給他」。

4. 僕人的工作：僕人所作的事就是「將公理傳給外
邦」。「公理」或作「公義」，因著僕人的傳揚福
音，使公義臨到世界。請注意，僕人的工作範圍包
括外邦，並非僅限於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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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僕人的方法：「他不喧嚷，不揚聲」，僕人默默的工作，
以神的福音和個人的品格來感化眾人。

6. 僕人的慈心：「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
不吹滅」。耶穌基督對於社會上的「傷蘆」和「殘燈」特
別有愛心，他關懷被社會所排斥和遺忘的弱勢分子。

7. 僕人的毅力：「他不灰心，不喪膽」，雖然作神的事工很
難，然而他一直堅持下去。

8. 僕人的作用：「作眾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耶穌基
督是神與人之間的中保。

9. 僕人的拯救：彌賽亞是救主，他拯救那些無法自救，盼望
救恩的人，「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
出監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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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與勸勉：以賽亞書四十二章

聽到了「僕人彌賽亞」這個大好的信息，接著就是
歡呼與讚美：

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島和其上的居民，都當向
耶和華唱新歌，從地極讚美他。曠野和其中的城邑，
並基達人居住的村莊都當揚聲；西拉的居民當歡呼，
在山頂上吶喊。

請注意，讚美的聲音是從地極而來，因為彌賽亞將
會拯救萬民，使神的恩典直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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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與勸勉：以賽亞書四十二章

歡呼之後尚有勸勉，免得以色列重蹈覆轍，犯以前
所犯的罪。以色列的罪就是對神眼瞎，對神耳聾，
不聽神的話，不遵行他的道。怎麼勸也不聽，大難
臨頭也不悔改，有如一個人四週都著火了，他還是
不在乎：

你們這耳聾的，聽吧！你們這眼瞎的，看吧！…你
們中間誰肯側耳聽此，誰肯留心而聽，以防將來呢？
…耶和華將猛烈的怒氣和爭戰的勇力傾倒在以色列
的身上。在他四圍如火著起，他還不知道，燒著他，
他也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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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的招聚與復興：以賽亞書43:1-44:5

神的恩典臨到萬民，有一天神將從世界各地招聚他
的兒女，塗抹他們的過犯，赦免他們的罪惡，用他
的靈澆灌他們，使他們得到復興。這一個預言，先
在被擄歸回的以色列人身上得到初步的應驗，最終
是在所有信主得救的基督徒身上得到應驗。

天涯海角招聚兒女：神的兒女遍佈於世界各處，並
非僅限於一族一地：

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將我的眾
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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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曠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為了使兒女歸向他，神在沒
有道路的地方開路，耶穌基督就是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
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2. 塗抹過犯，赦免罪惡：神因著自己的慈悲憐憫，藉著耶
穌基督的救贖，赦免了我們的罪：

 「惟有我為自己的緣故塗抹你的過犯；我也不記念你的罪惡。」

3. 乾旱之地得復興：人心渴慕神，如同乾旱之地渴慕雨水
的滋潤。當神的靈澆灌下來，人的心靈就得到復興：

 「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乾旱之地。我要將我的靈澆
灌你的後裔，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他們要發生在草中，像溪
水旁的柳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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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以外，再無真神：以賽亞書44:6-45:25

作為神的兒女，必須知道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這
段經文之中，「除了我以外再無真神」的話不斷重
複出現，形成本段經文明顯的重點。我們的神是獨
一的真神，其他的「神」都是假神，都是偶像。十
誡的第一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屬神的人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

 神的自我宣告：「耶和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
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
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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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柴做神，一場鬧劇

拜偶像這件事，很難通過理智的考驗。聖經常以拜
偶像為「非理性行為」的代表，而其中以以賽亞書
四十四章的「木柴做神」描寫得最生動：

他把一分燒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喫飽。自己烤火說：「啊
哈，我暖和了，我見火了。」

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這偶像俯伏
叩拜，禱告他說：「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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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位真神

古列的興起：以賽亞提名道姓，預言波斯王古列的興
起。以賽亞和古列相隔約二百年，然而先知奉主名所
說的後來都應驗了。

他將下令重修聖殿：古列作王之後，立刻就下令釋放被擄
的以色列人歸回耶路撒冷，允許他們重修聖殿，「論古列
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
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

神使列國降伏於他：古列所建立的波斯帝國，版圖大過先
前的亞述和巴比倫，「我耶和華所膏的古列；我攙扶他的
右手，使列國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使
城門在他面前敞開，不得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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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古列王 Cyrus the Great
波斯王 559-530 BC
瑪代王 549-530 BC
巴比倫王 539-530 BC

我耶和華所膏的古列；我
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
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鬆
列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
面前敞開，不得關閉。
（賽45:1）



巴比倫的敗落，以賽亞書46-47章

因為只有一位真神，所以其他的都是假神，連世界上最
強的國家所拜的偶像都是假神。

巴比倫的偶像是假神：真神能夠擔負重擔，假神卻成為他
人的重擔。以下是先知對真假之分生動的描寫：「彼勒屈
身，尼波彎腰（彼勒和尼波是巴比倫的假神）；巴比倫的
偶像馱在獸和牲畜上。他們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馱，使牲畜
疲乏，都一同彎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馱，自己倒被擄去。」

巴比倫將會敗落：巴比倫是一個真實的國家，在聖經裡常
代表抵擋神的的勢力（參考啟示錄）。聖經說，巴比倫將
會敗落：「禍患要臨到你身，你不知何時發現；災害落在
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毀滅也必忽然臨到你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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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勸勉以色列，以賽亞書四十八章

1. 不可向神剛硬：神的兒女應當順服神，可是古時候
的以色列人卻對神剛硬，現代的基督徒要引以為戒：
「因為我素來知道你是頑梗的，你的頸項是鐵的；
你的額是銅的。」

2. 不可將榮耀歸給假神：我們的神是忌邪的神，他不
允許他的兒女拜偶像，更不許他們將真神的榮耀歸
給假神：「我焉能使我的名被褻瀆？我必不將我的
榮耀歸給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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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聽神的話有益處：神的話語是為了我們的好處，
聖經的教訓都是為了我們得益：

 「耶和華你的救贖主，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我是耶和
華你的神，教訓你，使你得益處，引導你所當行的路。
甚願你素來聽從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
義就如海浪。」

請注意，遵行神話語的人，不但平安如河水臨到他
自己，而且他的公義也會如同海浪湧向四周。聽主
話的人就會行主的道，不但他自己得平安，也使眾
人得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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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惡人必不得平安：「安慰之書」的第一個段落，以
「耶和華說，惡人必不得平安」這句話作結束。在
聖經裡，消極的來說，「平安」是形容「罪得赦免」
的狀態，積極的來說，「平安」是形容「在神的恩
典中興旺」。

這兩種狀態，只有義人可以得到，惡人卻得不到。
以信心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這人就「因信稱義」，
得到神所賜的平安。反之，若是辜負神的恩典，沒
有接受救主，於是罪就未得赦免，也就仍然維持原
狀，是個惡人。耶和華說：惡人必不得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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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僕人之詩強調了兩件事：第一，彌賽亞事工的範圍。第
二，彌賽亞的高升。

1. 事工的範圍：彌賽亞是為誰而來的？耶和華對他說：「我
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救恩是為誰而預備的？耶和華
對他說：「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這首詩告訴我
們，彌賽亞事工的範圍包括了外邦人，他所帶來的救恩直
到地極。

2. 地位的升高：詩中也告訴我們，彌賽亞降臨的時候並不受
人重視，他一生之中「被人所藐視、本國所憎惡、官長所
虐待」，可是有一天卻會「君王要看見就站起，首領也要
下拜」。耶穌基督是帶著荊棘冠冕的君王，他一生受人藐
視，後來卻受萬民的敬拜，正應驗了這首詩中的預言。

第二首僕人之詩：以賽亞書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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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僕人之詩

神的選召（1）

神的裝備（2）

神的肯定（3）

事工的艱苦（4）

彌賽亞拯救的對象（5-6）

最終的果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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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首僕人之詩，強調了兩件事：第一，彌賽亞話語的職
事。第二，彌賽亞的堅忍。

1. 話語的職事：當彌賽亞來臨的時候，他主要的工作是甚
麼？是醫病？是趕鬼？是行神蹟奇事？還是傳道？這首
詩告訴我們，彌賽亞將會「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

 耶穌於他事工的起頭就醫過病，因此而引來許多的人。他
的門徒對他說：「眾人都找你」，耶穌卻對門徒說：「我
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我也好在那裏傳道，因
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太1:36-38）。耶穌所說的「這
事」就是傳道，因為彌賽亞主要的職事傳講福音。

第三首僕人之詩，以賽亞書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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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彌賽亞的堅忍：彌賽亞將會遭人棄絕，為人所厭惡，
可是他卻會堅持下去，詩中說：「人打我的背，我
任他打；人拔我的鬍鬚，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
我並不掩面。」

耶穌遭遇到眾叛親離的痛苦，他的背遭人鞭打，被
人吐涶沫在臉上，然而他卻默然無聲，承受了一切
的羞辱和痛苦，應驗了詩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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