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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大先知書 第四堂、以賽亞書信息之二 

賽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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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章至六十六章安慰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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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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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 

亞述時代 過度 巴比倫興起時代 

一、救贖的預告（神的救贖）（40～48 章） 

此段的中心是宣告安慰平安的信息，而真正安慰、救恩、平安源頭在乎認識我們的救主。  

(一) 認識無比的真神（40：1～42：25） 

1. 在曠野豫備耶和華的路－預表施洗約翰要作基督的先鋒 

賽 40:3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豫備耶和華的路、〔或作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當豫備耶和華的路〕在

沙漠地修平我們 神的道。4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

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 

「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約 1:23  

2. 真神大能者臨到 

賽 40:5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賽 40:8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 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賽 40:10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裏、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賽 40:11 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3. 誰能比創造的主呢 

賽 40:12 誰曾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塵土、用秤稱山嶺、用天平平岡陵

呢。13 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或作誰曾指示耶和華的靈〕、或作他的謀士指教他呢。14

他與誰商議、誰教導他、誰將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將知識教訓他、將通達的道指教他呢。 

賽 40:22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蟲‧他鋪張穹蒼如幔子、展開諸天如可住的帳棚。 

4. 主的能力——並不疲乏也不困倦 

賽 40:29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3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

跌倒‧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5. 神幫助選民 

賽 41:9 你是我從地極所領〔原文作抓〕來的、從地角所召來的、且對你說、你是我的僕人、我揀

選你並不棄絕你。10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 神‧我

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賽 41:14 你這蟲雅各、和你們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華說、我必幫助你‧你的救贖主、就是以

色列的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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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看哪，我的僕人 

賽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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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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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知道了，就離開那裡，有許多人跟著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囑咐他們，不要給

他傳名。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所親愛，心裡所喜悅的，

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太 12:15-18  

7. 僕人的職事——呼召你作眾民的中保 

賽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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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原文作約〕作

外邦人的光、7 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 

(二) 認識大能的救主（43：1～45：25） 

1. 神所製作的百姓與神的關係 (神的工作—製作祂百姓成為新造) 

賽 43:1 雅各阿、創造你的耶和華、以色列阿、造成你的那位、現在如此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

救贖了你‧我曾題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2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蹚過江

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燄也不著在你身上。3 因為我是耶和華

你的 神、是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我已經使埃及作你的贖價、使古實和西巴代替你。

4 因我看你為寶為尊、又因我愛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換你的生命。 

賽 43:5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西方招聚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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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是

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 

2. 你們是我的見證，我也是神 

賽 43:10 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所揀選的僕人‧既是這樣、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

白我就是耶和華、在我以前沒有真神、〔真原文作造作的〕在我以後也必沒有。11 惟有我

是耶和華、除我以外沒有救主。12 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說明‧並且在你們中間沒

有別神、所以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也是 神。 

3. 聖靈時代的來臨－將水澆灌，將河澆灌，將靈澆灌，將福澆灌 

賽 44:1 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以色列阿、現在你當聽。2 造作你又從你出胎造就你、並要幫

助你的耶和華如此說、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耶書崙哪、不要害怕‧3 因為我要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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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我之外豈有真神嗎？誠然沒有磐石 

賽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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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們不要恐懼、也不要害怕‧我豈不是從上古就說明指示你們麼、

並且你們是我的見證、除我以外、豈有真神麼、誠然沒有磐石、我不知道一個。 

5. 以古列來預表復活基督 

賽 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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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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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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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工價、也不是為賞賜‧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6. 神說到祂對教會的極大旨意—關於我的眾子，你們可以命令我 

賽 45:11 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說、將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至於我的眾

子、並我手的工作、你們可以求我命定。〔原文作吩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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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識公義的主宰（46：1～48：22） 

1. 述說如何眷顧逃民 

賽 46:3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餘剩的、要聽我言、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保抱、自從出胎、便蒙

我懷搋。4 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搋。我已造作、也必保抱、

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2. 預言必降災與巴比倫 

賽 47:1 巴比倫的處女阿、下來坐在塵埃、迦勒底的閨女阿、沒有寶座、要坐在地上、因為你不再

稱為柔弱嬌嫩的。 

3. 責備以色列人並實行拯救 

賽 48:20 你們要從巴比倫出來、從迦勒底人中逃脫、以歡呼的聲音傳揚說、耶和華救贖了他的僕人

雅各、你們要將這事宣揚到地極。 

二、救主的工作（選民的救主）（49～57 章）  

(一) 神的僕人（49：1～51：8）  

1. 悦納的時候，拯救的日子，作眾民的中保復興遍地 

賽 49:8 耶和華如此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濟助了你、我要保護你、使你

作眾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約〕復興遍地、使人承受荒涼之地為業。 

「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悅納

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後 6:2  

2. 眾山成為大道、全地要歸主 

賽 49:11 我必使我的眾山成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12 看哪、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

從西方來、這些從秦國來。〔秦原文作希尼-中國〕 

賽 49:22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豎立大旗、他們必將你的眾子懷中抱來、將你

的眾女肩上扛來。 

3. 父神的憐恤乃救恩的基礎 

賽 49:14 錫安說、耶和華離棄了我、主忘記了我。15 婦人焉能忘記他喫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

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16 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常在

我眼前。 

(二) 神僕的工作（51：9～54：17）  

1. 救贖的民必歸回，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 

賽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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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偉大的教會復興 

賽 52:1 錫安哪、興起、興起、披上你的能力‧聖城耶路撒冷阿、穿上你華美的衣服‧因為從今以

後、未受割禮不潔淨的、必不再進入你中間。6 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們

必知道說這話的就是我‧看哪、是我。 

3. 報佳音與守望之人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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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阿、你守望之人的聲音‧他們揚起聲來、一同歌唱‧因為耶和華歸回錫安的時候、

他們必親眼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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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極的人都看見主的救恩了 

賽 52:9 耶路撒冷的荒場阿、要發起歡聲、一同歌唱‧因為耶和華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贖了耶路撒

冷。10 耶和華在萬國眼前露出聖臂‧地極的人都看見我們 神的救恩了。 

5. 彌賽亞的偉大工作 

賽 53:2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

貌使我們羨慕他。3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

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賽 53: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 神擊打苦待了。5

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賽 53:11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

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 

6. 教會的建造和擴大 

賽 54:1 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揚聲歡呼‧因為沒有

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耶和華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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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真神的呼籲（55：1～57：21）  

賽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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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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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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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57:14 耶和華要說、你們修築修築、豫備道路、將絆腳石從我百姓的路中除掉。15 因為那至高

至上、永遠長存、〔原文作住在永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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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救贖後的復原（神的榮耀）（58～66 章）  

(一) 救贖與榮耀（58：1～60：22） 

賽 58:12 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基‧你必稱為補破口的、

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 

賽 60:1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2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

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3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

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 

 (二) 救主與福澤（61：1～63：19）  

賽 61: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或作傳福音

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2 報告耶和華的

恩年、和我們 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賽 62:6 耶路撒冷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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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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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赦罪與復原（64：1～66：24） 

賽 64:8 耶和華阿、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們是泥、你是窯匠‧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 

賽 66:7 錫安未曾劬勞、就生產‧未覺疼痛、就生出男孩。 

賽 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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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