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概論-大先知書 第三堂、以賽亞書信息之一
賽 1:1 當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作猶大王的時候、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到
猶大、和耶路撒冷。
「以賽亞書」共有六十六章，內容可以分作審判與安慰兩大段，真像一本簡縮的聖經六十六卷分為
舊約與新約。這一堂我們將交通第一章至三十九章審判部份，本部份又可分作責備與歷史兩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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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國度變質而斥責（1～5 章）
此段的中心是神原本期望祂揀選的城是忠信、公平，但卻充滿了敗壞。期望他們結好果子，卻變了
質如野葡萄般。神透過以賽亞，斥責選民的敗壞，也宣告選民最終的結局。
(一) 斥責選民的敗壞（1：1～31）
1. 兒女的悖逆與神仍有恩（1：2～9）
賽 1:2 天哪、要聽、地阿、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他們竟悖逆我。
3 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卻不認識、我的民卻不留意。
賽 1:4 嗐、犯罪的國民、擔著罪孽的百姓、行惡的種類、敗壞的兒女‧他們離棄耶和華、藐視以
色列的聖者、與他生疏、往後退步。5 你們為甚麼屢次悖逆、還要受責打麼。
賽 1:9 若不是萬軍之耶和華給我們稍留餘種、我們早已像所多瑪、蛾摩拉的樣子了。
2. 虛假的敬拜與其轉機（1：10～20）
賽 1:13 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惡的‧月朔、和安息日、並宣召的大會、也是我
所憎惡的‧作罪孽、又守嚴肅會、我也不能容忍。
賽 1:18 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
如羊毛。19 你們若甘心聽從、必喫地上的美物‧20 若不聽從、反倒悖逆、必被刀劍吞滅‧
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3. 城巿的變質與錫安的更新（1：21～31）
賽 1:21 可歎忠信的城、變為妓女‧從前充滿了公平、公義居在其中、現今卻有兇手居住。
賽 1:27 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贖、其中歸正的人、必因公義得蒙救贖。28 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
一同敗亡、離棄耶和華的、必致消滅。
(二) 末後的日子─以色列經過審判後的祝福（2：1～4：6）
1. 榮耀的國度和國度的子民（2：1～3）
賽 2:1 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到猶大、和耶路撒冷。2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
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3 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
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 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
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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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驕傲的必屈膝、偶像必全然廢棄（2：5～22）
賽 2:17 驕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惟獨耶和華被尊崇。18 偶像必全然廢棄。19 耶和
華興起使地大震動的時候、人就進入石洞、進入土穴、躲避耶和華的驚嚇和他威嚴的榮光。
3. 神除掉人所倚靠的（3：1～4:1）
賽 3:1 主萬軍之耶和華、從耶路撒冷和猶大、除掉眾人所倚靠的、所仗賴的、就是所倚靠的糧、
所仗賴的水‧8 耶路撒冷敗落、猶大傾倒‧因為他們的舌頭、和行為、與耶和華反對、惹
了他榮光的眼目。
4. 主與聖靈國度的兆頭（4：2～6）
賽 4:2 到那日、耶和華發生的苗、必華美尊榮、地的出產、必為以色列逃脫的人顯為榮華茂盛。3
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又將耶路撒冷中殺人的血除淨、那
時、賸在錫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冊上記名的、必稱為聖。
(三) 葡萄園之歌－神用葡萄園比喻以色列人（5：1～30）
1. 選民令神失望（5：1～7）
賽 5:1
我要為我所親愛的唱歌、是我所愛者的歌、論他葡萄園的事。我所親愛的有葡萄園、在
肥美的山岡上‧2 他刨挖園子、撿去石頭、栽種上等的葡萄樹、在園中蓋了一座樓、又鑿
出壓酒池‧指望結好葡萄、反倒結了野葡萄。
2. 禍患必然臨到（5：8～20）
賽 5:5
現在我告訴你們、我要向我葡萄園怎樣行‧我必撤去籬笆、使他被吞滅、拆毀牆垣、使
他被踐踏‧6 我必使他荒廢、不再修理、不再鋤刨‧荊棘蒺藜倒要生長‧我也必命雲不降
雨在其上。7 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他指
望的是公平、誰知倒有暴虐‧〔或作倒流人血〕指望的是公義、誰知倒有冤聲。
二、以賽亞的異象呼召與職事的授予（6章）
烏西雅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在世時是猶大國強盛的年代，他在第六章中的年代中駕崩了。
(一) 得見主的異象（6：1～7）
1. 更深認識主（6：1～4）
賽 6: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2 其上有撒
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3 彼此呼喊
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
2. 更深認識自己（6：5～7）
賽 6:5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
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6 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裏拿著紅炭、是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
的‧7 將炭沾我的口、說、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免了。
(二) 主的呼召和以賽亞的回應（6：8～13）
賽 6:8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三、道成肉身奧祕之子的啟示（7-12章）
亞哈斯在位的時候，亞蘭(敘利亞)王利汛與以色列王比加上來攻擊南國，南國孤立無助，感到懼怕，
想投靠亞述。神要亞哈斯更確信祂的應許，所以準許他可以求一個兆頭(sign)，意思是可以向神求
一個特別明証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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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童女生子的預言（7：1～8：22）
1. 名叫以馬內利（7：1～25）
賽 7:13 以賽亞說、大衛家阿、你們當聽‧你們使人厭煩豈算小事、還要使我的 神厭煩麼。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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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神與我
們同在的意思〕15 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喫奶油與蜂蜜。
2. 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8：1～22）
賽 8:6 這百姓既厭棄西羅亞緩流的水、喜悅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7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騰的水
猛然沖來、就是亞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勢‧必漫過一切的水道、漲過兩岸‧8 必沖入猶大‧
漲溢氾濫、直到頸項‧以馬內利阿、他展開翅膀、遍滿你的地。
賽 8:12 這百姓說、同謀背叛、你們不要說、同謀背叛‧他們所怕的、你們不要怕、也不要畏懼。
13 但要尊萬軍之耶和華為聖‧以他為你們所當怕的、所當畏懼的。14 他必作為聖所‧卻向
以色列兩家作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為圈套和網羅。
(二) 彌賽亞的國度（9：1～11：16）
1. 道成肉身的奧祕生命與奧祕職事（9：1～7）
賽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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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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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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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
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2. 神的刑罰與拯救（9：8～10：34）
賽 10:5 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拿我惱恨的杖。
賽 10:12 主在錫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時候、主說、我必罰亞述王自大的心、和他
高傲眼目的榮耀。
賽 10:20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脫的、不再倚靠那擊打他們的、卻要誠實倚靠耶
和華以色列的聖者。21 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歸回全能的 神。
3. 「耶西的支條」—祂必稱為拿撒勒人的預言（11：1～5）
賽 11:1 從耶西的本〔原文作墩〕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
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賽 11:3 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耳聞‧4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
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裏的氣殺戮惡人。
4. 彌賽亞國度的啟示（11：6～16）
賽 11:6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
引他們。7 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喫草與牛一樣。8 喫奶的孩子必玩
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9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
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三) 救恩之歌（12：1～6）
賽 12:2 看哪、 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3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賽 12:5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願這事普傳天下。6 錫安的居民哪、當揚
聲歡呼‧因為在你們中間的以色列聖者、乃為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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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國受罰（13～23 章）
(一) 論巴比倫受審判（13：1～14：23）
1. 巴比倫傾覆與以色列蒙憐恤（13：1～14：3）
賽 13:1 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巴比倫。. . . 19 巴比倫素來為列國的榮耀、為迦勒底人所矜
誇的華美、必像神所傾覆的所多瑪蛾摩拉一樣。
賽 14:1 耶和華要憐恤雅各、必再揀選以色列、將他們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與他們聯合、緊貼雅
各家。2 外邦人必將他們帶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華的地上得外邦人為僕婢。
2. 撒但的來歷和結局（14：4～14：23）
賽 14:12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阿、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13 你
心裏曾說、我要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 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
北方的極處、14 我要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15 然而你必墜落陰間、到坑中
極深之處。
(二) 論亞述、非利士、摩押、大馬色受審判（14：24～17：14）
1. 耶和華審判外邦
賽 14:24 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我怎樣思想、必照樣成就‧我怎樣定意、必照樣成立‧25 就是
在我地上打折亞述人、在我山上將他踐踏‧他加的軛、必離開以色列人‧
賽 14:28 亞哈斯王崩的那年、就有以下的默示。31 非利士全地阿、你都消化了‧
賽 15:1 論摩押的默示。一夜之間、摩押的亞珥、變為荒廢、歸於無有‧
賽 17:1 論大馬色的默示。看哪、大馬色已被廢棄、不再為城、必變作亂堆。
2. 耶和華建立錫安
賽 14:32 可怎樣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說、耶和華建立了錫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
賽 16:5 必有寶座因慈愛堅立‧必有一位誠誠實實坐在其上、在大衛帳幕中施行審判、尋求公平、
速行公義。
賽 17:7 當那日人必仰望造他們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聖者。8 他們必不仰望祭壇、就是自己手
所築的、也不重看自己指頭所作的、無論是木偶、是日像。
(三) 論古實、埃及受罰（18：1～20：6）
賽 18:1 唉、古實河外翅膀刷刷響聲之地(古實河外，船隻彼此碰撞，響聲四起之地，有禍了)。
賽 19:1 論埃及的默示。看哪、耶和華乘駕快雲、臨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戰兢‧埃及人的
心在裏面消化。
賽 20:5 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實、所誇耀的埃及、驚惶羞愧。
(四) 論海旁曠野(靠近波斯灣的巴比倫)、度瑪、阿拉伯受審判（21：1～17）
(五) 論異象谷(是指耶路撒冷西南的欣嫩子谷，又稱殺戮谷)受審判（22：1～19）
(六) 以利亚敬的預言示意－基督必執掌一切權柄（22：20～25）
賽 22:20 到那日我必召我僕人希勒家的兒子以利亞敬來‧21 將你的外袍給他穿上、將你的腰帶給
他繫緊、將你的政權交在他手中‧他必作耶路撒冷居民和猶大家的父。22 我必將大衛家
的鑰匙放在他肩頭上‧他開、無人能關‧他關、無人能開。23 我必將他安穩、像釘子釘
在堅固處‧他必作為他父家榮耀的寶座。
(七) 論推羅受審判（23：1～18）
賽 23:1 論推羅的默示。他施的船隻、都要哀號‧因為推羅變為荒場、甚至沒有房屋、沒有可進之
路‧這消息是從基提地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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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賽亞的信息（24～27 章）
(一) 第一篇信息：神審判全地－主必在錫安作王（24：1～23）
賽 24:1 看哪、耶和華使地空虛、變為荒涼‧又翻轉大地、將居民分散。
賽 24:21 到那日耶和華在高處必懲罰高處的眾軍、在地上必懲罰地上的列王。23 那時月亮要蒙羞、
日頭要慚愧‧因為萬軍之耶和華必在錫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長老面前、必
有榮耀。
(二) 第二篇信息：以賽亞之歌－基督的復活和得勝（25：1～12）
賽 25:1 耶和華阿、你是我的 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稱讚你的名‧因為你以忠信誠實行過奇妙的
事、成就你古時所定的。
賽 25:8 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擦去各人臉上的眼淚、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
辱‧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9 到那日人必說、看哪、這是我們的 神‧我們素來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們、這是耶和華、我們素來等候他、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
(三) 第三篇信息：猶大地人之歌（26：1～21）
賽 26:1 當那日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我們有堅固的城‧耶和華要將救恩定為城牆、為外郭。2
敞開城門、使守信的義民得以進入。3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
你。4 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
賽 26:8 耶和華阿、我們在你行審判的路上等候你‧我們心裏所羨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記念
的名。9 夜間我心中羨慕你‧我裏面的靈切切尋求你‧因為你在世上行審判的時候、地上
的居民就學習公義。
(四) 第四篇信息：看守葡萄園的歌－主必要焚燒除掉我們的天然生命（27：1～13）
賽 27:2 當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園‧你們要指這園唱歌、說、3 我耶和華是看守葡萄園的、我必時刻
澆灌、晝夜看守、免得有人損害。4 我心中不存忿怒‧惟願荊棘蒺藜與我交戰、我就勇往
直前、把他一同焚燒。5 不然、讓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與我和好‧願他與我和好。
賽 27:6 將來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發芽開花‧他們的果實、必充滿世界。
六、以賽亞的宣告（28～35 章）
(一) 宣告禍哉（28:1, 29:15, 30:1, 31:1, 33:1）
禍哉、以法蓮的酒徒‧禍哉、那些向耶和華深藏謀略的‧禍哉、這悖逆的兒女‧
禍哉、那些下埃及求幫助的‧禍哉、你這毀滅人的、自己倒不被毀滅‧
(二) 宣告神奇妙的作為
賽 28:16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在錫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是試驗過的石頭、是穩固
根基、寶貴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著急。
賽 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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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30:20 主雖以艱難給你當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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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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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32:1 看哪、必有一王憑公義行政‧必有首領藉公平掌權。2 必有一人像避風所、和避暴雨的隱
密處、又像河流在乾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賽 32:15 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野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16 那時、公平要居在曠野、
公義要居在肥田。
(三) 對救恩和國度的啟示（35：1～10）
賽 35:8 在那裏必有一條大道、稱為聖路‧污穢人不得經過、必專為贖民行走、行路的人雖愚昧、
也不至失迷。10 並且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
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憂愁歎息盡都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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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歷史插曲 (賽卅六至卅九章)
一、希西家的國命（36～37 章）
(一) 亞述國攻猶大（36：1～3）
賽 36:1 希西家王十四年、亞述王西拿基立、上來攻擊猶大的一切堅固城、將城攻取。2 亞述王從
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領大軍、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裏去‧
(二) 亞述王的狂語（36：4～20）
賽 36:4 拉伯沙基對他們說、你們去告訴希西家說、亞述大王如此說、你所倚靠的有甚麼可仗賴的
呢。5 你說、有打仗的計謀和能力‧我看不過是虛話、你到底倚靠誰、纔背叛我呢。
賽 36:7 你若對我說、我們倚靠耶和華我們的 神‧希西家豈不是將 神的邱壇、和祭壇廢去、且
對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麼。8 現在你把當頭給我主亞述王、我給
你二千匹馬、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彀不彀。
(三) 猶大國脫離危機（36：21～37：38）
1. 希西家的態度
賽 37:1 希西家王聽見、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進了耶和華的殿。2 使家宰以利亞敬、和書記舍
伯那、並祭司中的長老、都披上麻布、去見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3 對他說、希西家
如此說、今日是急難、責罰、凌辱的日子、就如婦人將要生產嬰孩、卻沒有力量生產。
2. 希西家的禱告
賽 37:15 希西家向耶和華禱告說、16 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阿、你、惟有你、
是天下萬國的 神‧你曾創造天地。17 耶和華阿、求你側耳而聽‧耶和華阿、求你睜眼
而看‧要聽西拿基立的一切話、他是打發使者來辱罵永生 神的。20 耶和華我們的 神
阿、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
3. 以賽亞的預言
賽 37:31 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結果。32 必有餘剩的民、從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脫的人、從錫安山而來‧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4. 主對亞述王的審判
賽 37:36 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清早有人起來一看、都是死屍了。
二、希西家的生命（38～39 章）
(一) 希西家的蒙恩（38：1～22）
賽 38:1 那時希西家病得要死、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去見他、對他說、耶和華如此說、你當留
遺命與你的家、因為你必死不能活了。2 希西家就轉臉朝牆、禱告耶和華說、3 耶和華阿、
求你記念我在你面前怎樣存完全的心、按誠實行事、又作你眼中所看為善的‧
賽 38:4 耶和華的話臨到以賽亞說、5 你去告訴希西家說、耶和華你祖大衛的 神如此說、我聽見
了你的禱告、看見了你的眼淚、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壽數‧
(二) 希西家的愚昧（39：1～8）
賽 39:4 以賽亞說、他們(巴比倫使者)在你家裏看見了甚麼‧希西家說、凡我家中所有的、他們都
看見了、我財寶中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
賽 39:5 以賽亞對希西家說、你要聽萬軍之耶和華的話‧6 日子必到、凡你家裏所有的、並你列祖
積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
作業: 請分享以賽亞書中對救恩與國度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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