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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其人  
•  Isaiah (Yaweh is salvation) 耶和華是拯救。  
•  在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作猶大王時傳道，烏西
雅王去世那年(740B.C.)奉召為先知(6:1-10)，可能受難於
瑪拿西王執政期間(680B.C.)。  

•  身為貴族，其父亞摩斯可能是亞瑪謝王的兄弟，如此他就
是烏西雅王的堂兄弟。  

•  妻子是一位女先知(8:3)，有兩個兒子(7:3,8:3)。 
   *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 財寶和擄物必被迅速搬了去  
      *施亞雅述: 餘民必歸回 
•  工作環境在猶大和耶路撒冷。 
•  他又被稱為彌賽亞先知 (Messianic Prophet)，乃因他被神
所託，在先知中是傳述有關彌賽亞預言最多的一位。 

•  以賽亞不僅出身、學識皆高，其灵命之深亦可由他被呼召
時見到神榮耀時的反應看出(6:5,8) 

•  以賽亞書以詩歌体寫成，文辭優美，記載當時情勢清晰，
其政治、文學的造詣可見。 



改變一生的經歷：以賽亞的蒙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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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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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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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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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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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6:9 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
要看見，卻不曉得。  

6:10 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見，
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  

6:11 我就說：「主啊，這到幾時為止呢？」他說：直到城邑荒涼，
無人居住，房屋空閒無人，地土極其荒涼。  

6:12 並且耶和華將人遷到遠方，在這境內撇下的地土很多。  



以賽亞: 經歷了五位猶大王  
•  猶大在烏西雅统治之下，以色列在耶羅波安二世的執政下，
都因在物質上的富裕產生了社會和道德的敗壞與宗教上的墮
落。軍事上一時的強盛，使得他們在肉體上的自信與錯誤的
安全感。(Ch.1-6) 

•  約坦王（好王）(Ch.1-6) 
•  以賽亞傳道期間南國猶大面臨幾大危機： 

–  734 B.C. 亞哈斯作王時，北國以色列(比加王)與亞蘭(敘利亞)王利汛
同盟侵略猶大。亞哈斯求助於亞述，殺了亞蘭王(王下16章)。 722 
B.C. 亞述滅以色列。（Ch. 7-12; Ch. 13-35） 

–  701 B.C. 希西家在位時，亞述王西拿基立攻打猶大，以賽亞預言神
必保護拯救，神的使者擊殺亞述軍隊十八萬五千人。(Ch.36-39) 

•  瑪拿西（猶大最壞的王），以賽亞死於他的手（希11:37） 
•  Ch. 40-66: 預言亡國後的回歸，人類歷史的終局 



周圍的列國 



以賽亞書主題與信息  

•  由以賽亞的名字點出 –「神就是拯救」。 
•  兩大主題是 

(1)審判 (1-39章); 
(2)救贖與拯救 (40-66章)。 

•  信息分為三段  
–  審判的預言 (Prophecies of Judgement) 1-35章 
–  歷史的敍述 (Historical Event) 36-39章 
–  安慰拯救的預言 (Prophecies of Consolation) 

40-66章 



第一部：審判 

神宣判、責打、並拯救信息的總綱(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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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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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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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你們為甚麼屢次悖逆，還要受責打麼？你們已經滿頭疼痛，  
全心發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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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煉盡你的渣滓，除淨你的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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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如何明白神的警告？ 
如何回應？ 



歷史的敍述 (36-39章) 

•  重述王下18-20章的記載，主旨在提醒百姓，他們
若悔改歸向神，就必得保守拯救(37:15-20,30-35)。 

•  希西家生病，求神得医治，多活十五年。將自己
的寶庫示予巴比侖王的使者(38:1-39:4)。 

•  敘述結束於猶大亡於巴比倫的預言(39:5-7)，但馬
上引進神的安慰及拯救的應許。 



第二部：安慰拯救的預言(40-66章) 
此段為詩歌體裁，分三大段，每段有九章，都以「惡人必不
得平安」結束。 

1）以色列蒙安慰(40-48章) 
–  因神的恩愛與憐憫，神拯救的佳音必從曠野而出，神興起衪的僕
人施行拯救，必使全地蒙福。 

2）耶和華義僕的顯現(49-57章) 
–  論神的僕人彌賽亞的使命與工作，衪的受苦與榮耀，勸人
歸向尋求神。(52:13-53:12) 

–  對以色列的眷顧 (54章) 



第二部：安慰拯救的預言(40-66章) 
3）神國度的建立(58-66章) 

–  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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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16 他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為詫異，就用自己的膀
臂施行拯救，以公義扶持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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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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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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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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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新天新地的預言(65章) 與神的榮耀為結束。 



父神 
1)  唯一的神: 41:24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
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  

2)  大能的創造者：40:15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
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 

3)  以色列的聖者：41:14。。。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
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4)  救贖主：41:14。。。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
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5)  全人類的救主：45:21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
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
华么、除了我以外、再没有　神．我是公义的　神、又
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  

6)  歷史的主：41:2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
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
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稓交与他的弓。 

7)  榮耀的主：43:7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
荣耀创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   



子神：受苦的僕人 
•  52:13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或作：行事通達），必被高舉上升，且
成為至高。52:14許多人因他（原文是你）驚奇；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
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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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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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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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我們都
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53:7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
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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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
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
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靈神: 浇灌 
1)  42:1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
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2)  44:3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3)  61:1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
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
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
牢． 61:2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　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61:3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
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
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4)  63:10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
敌、亲自攻击他们． 63:11那时、他们〔原文作他〕想起
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
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
间的、在哪里呢．  



末世的信息 Ch. 58-66 

1) 耶穌是 王(King), Ch. 60 
2) 耶穌是 新郎(Bridegroom), Ch. 62 
3) 耶穌是 審判官(Judge), Ch. 63 
4) 新天新地, Ch. 65 

討論：耶穌這些在末世的身份對我們有甚麼
開啓？  



 更多的資料 。。。 



有關彌賽亞的預言  

•  譜系  11:1 
•  誕生  7:14; 9:6-7 
•  名字  9:6, 8:8, 32:1, 42:1 
•  工作  9:7, 11:3-4, 35:5-6, 53:4-5 
•  受死  52:13, 53:7-12 
•  復活  25:8 
•  再來  63:1-6, 64:1 



有關彌賽亞的預言 
•  譜系  11:1 

–  11:1-2 從耶西的本（原文是墩）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
必結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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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誕生  7:14; 9:6-7 
–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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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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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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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有關彌賽亞的預言 

•  工作 (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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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知他為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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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難(53:7-12) 
•  復活(25:8) 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 

•  再來 (63:1-6, 64:1) 
64:1-2 願你裂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震動， 好像火燒乾
柴，又像火將水燒開，使你敵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國
在你面前發顫！ 





看哪，有一隊軍兵騎著馬，一對一對地來。 
他就說，巴比倫傾倒了！傾倒了！ 
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於地。(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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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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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他看見軍隊，就是騎馬的一對一對地來； 
又看見驢隊、駱駝隊，就要側耳細聽。  
他像獅子吼叫，說，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樓上， 
整夜立在我守望所。 (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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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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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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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42:3)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 
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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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耶和華在滄海中開道，在大水中開路； 
使車輛、馬匹、軍兵、勇士都出來，一同躺下，不再起來； 
他們滅沒，好像熄滅的燈火。(43:16-17)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趟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 
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焰也不著在你身上， 
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是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43:2-3a) 
看哪，先前的事已經成就，現在我將新事說明， 
這事未發以先，我就說給你們聽。(42:9) 



恆  久 
忍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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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永  恆 誰行作成就這事，從起初宣召歷代呢？ 
就是我耶和華；我是首先的，也與末後的同在。(41:4) 

美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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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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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4) 

恩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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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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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
使他們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61:1-3) 

權  柄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 
諸天哪，自上而滴，穹蒼降下公義；地面開裂，產出救恩，使公義一同發生；
這都是我耶和華所造的。(45:7-8) 

憐  憫 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也同受苦難；並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們， 
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們；在古時的日子常保抱他們，懷搋他們。(63:9) 

智  慧 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或作他的謀士指教他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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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3-14) 

榮  耀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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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2) 



惟你以色列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我朋友亞伯拉罕的後裔──
你是我從地極所領（原文是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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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9) 
你沒有用銀子為我買菖蒲，也沒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飽足； 
倒使我因你的罪惡服勞，使我因你的罪孽厭煩。(43:24) 
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師傅違背我；所以，我要辱沒聖所的首領， 
使雅各成為咒詛，使以色列成為辱罵。(43:27-28) 
我使我的公義臨近，必不遠離，我的救恩必不遲延； 
我要為以色列我的榮耀，在錫安施行救恩。(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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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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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從耶西的本（原文是墩）必發一條， 
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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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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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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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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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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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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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 
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 
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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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我必與你們立永約， 
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 
為萬民的君王和司令。(55:3-4) 
你素不認識的國民，你也必召來； 
素不認識你的國民也必向你奔跑， 
都因耶和華你的神以色列的聖者，因為他已經榮耀你。(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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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色列的眷顧 (54章) 

•  54:5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救
贖你的是以色列的聖者；他必稱為全地之神。 

•  54:6耶和華召你，如召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就是幼年所
娶被棄的妻。這是你神所說的。 

•  54:7我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 
•  54:8我的怒氣漲溢，頃刻之間向你掩面，卻要以永遠的慈
愛憐恤你。這是耶和華你的救贖主說的。 

•  54:10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
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赦罪與盼望的信息 (55:1-56:8) 

•  55:3 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我必與你們
立永約，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的恩典。  

•  55:6-7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的時候求告
他。 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
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恤他；當歸向我們的神，因為
神必廣行赦免。 

•  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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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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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6:6 還有那些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要事奉他，要愛耶
和華的名，要作他的僕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
守他（原文是我）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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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ll-known verses: 
1:18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羊毛。  

(If wool has been dyed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it white again. But this is what God says 
about our sin. ) 

2:4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Ralph Bunche Park: Isaiah Wall, but left out the first part “He shall judge among the 
nations…) 

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
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1:2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
畏耶和华的灵。 

26:3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
不疲乏。 

52:7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　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
何等佳美。  

59:1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  
64:1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  



•  25:8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
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  40:3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或作在旷野
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　神的
道。  

•  45:23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
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 

•  49:6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
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  63:10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
敌、亲自攻击他们．  



•  控罪 (Lawsuit) 
– 宣召開庭、控告、証据、宣判 

•  禍災 (Woe Oracles) 
– 宣告災禍、災禍之因、預言審判 

•  應許 (Promise) 
– 救恩的聖言(Salvation Oracles) 
– 大多先知書以此做結束 



對猶大的控述 (2-5章) 
2:6耶和華、你離棄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們充滿了東方的
風俗、作觀兆的、像非利士人一樣、並與外邦人擊掌。  

2:7他們的國滿了金銀、財寶也無窮．他們的地滿了馬匹、車
輛也無數。  

2:8他們的地滿了偶像．他們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
頭所作的。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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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耶和華必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和首領、說、吃盡葡萄園
果子的、就是你們．向貧窮人所奪的、都在你們家中。 

3:16耶和華又說、因為錫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項、賣弄眼
目、俏步徐行、腳下玎璫． 



對猶大的控述 (2-5章) 
5:8 禍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連地、以致不留餘
地的、只顧自己獨居境內。 

5:11禍哉、那些清早起來、追求濃酒、留連到夜深、
甚至因酒發燒的人． 

5:18 禍哉、那些以虛假之細繩牽罪孽的人、他們又
像以套繩拉罪惡。  

5:20 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
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 

5:21禍哉、那些自以為有智慧、自看為通達的人。 
5:22禍哉、那些勇於飲酒、以能力調濃酒的人。  



對猶大的懲罰(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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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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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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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所以耶和華的怒氣向他的百姓發作、他的手伸出攻擊他
們、山嶺就震動、他們的屍首在街市上好像糞土 

5:26他必豎立大旗、招遠方的國民、發嘶聲叫他們從地極而
來．看哪、他們必急速奔來。 



審判的預言 (1-12章) 

‧ 猶大厭棄神將遭受的懲罰(7-12章)
– 安慰亞哈斯王，以色列、亞蘭聯軍必不成功 (7:3-9)。
     7:4對他說、你要謹慎安靜．不要因亞蘭王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這
兩個冒煙的火把頭所發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裏膽怯。 

– 以童女懷孕為兆頭，以馬內利的預言 (7:10-16)。
     7:1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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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
時候、他必吃奶油與蜂蜜。 因為在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先、你

所憎惡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見棄。  
– 以亞述為懲罰的杖 
     7:20那時、主必用大河外賃的剃頭刀、就是亞述王、剃去頭髮、和腳
上的毛、並要剃淨鬍鬚。
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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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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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拿我惱恨的杖。



審判的預言 (1-12章) 

- 對亞述的懲罰 (10章)

    10:5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拿我惱恨的杖。  
10:7然而他不是這樣的意思、他心也不這樣
打算．他心裏倒想毀滅、剪除不少的國。  
10:12 主說、我必罰亞述王自大的心、和他
高傲眼目的榮耀。

    10:16因此、主萬軍之耶和華、必使亞述王
的肥壯人變為瘦弱．在他的榮華之下、必
有火著起、如同焚燒一樣。



審判的預言 (1-12章) 



審判的預言 (1-12章) 

•  在責備及宣告審判的信息中已帶有神拯救的信息 
–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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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訓誨必出
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 他必在列國
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 

–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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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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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
這事。 



對列國的責備(13-23章) 

•  神的審判臨到猶大與四圍的列國，共計有十一個： 
–  巴比侖、亞述、非利士、摩押、大馬色(亞蘭)、古實(衣索匹亞)、
埃及 (20:1-3)、度瑪(以東)、亞拉伯、耶路撒冷、推羅。 

•  凡是傲慢自大、忽視神的都要受罰。 
•  論巴比侖之預言(13-14:23, 21:1-10) 

–  13:17 我必激動瑪代人來攻擊他們。瑪代人不注重銀子，
也不喜愛金子。 13:18 他們必用弓擊碎少年人，不憐憫婦
人所生的，眼也不顧惜孩子。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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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豺狼必在他宮中呼號；野狗必在他華
美殿內吼叫。巴比倫受罰的時候臨近；他的日子必不長久。  



對列國的責備(13-23章) 

•  論巴比侖王 (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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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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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  
14:15然而你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  



對列國的責備(13-23章) 
•  論亞述 (14:24-27) -1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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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加的重擔、必離開他們的肩頭。 

•  論非利士 (14:28 -14:32) -我必以饑荒治死你的根、你所餘剩的人、必被殺戮。  
•  論摩押 (15:1-16:14)一夜之間、摩押的亞珥、變為荒廢、歸於無有．一夜之
間、摩押的基珥、變為荒廢、歸於無有． 

•  論大馬色 (17) –(17:1)看哪、大馬色已被廢棄、不再為城、必變作亂堆。 
(17:3)大馬色不再有國權、亞蘭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榮耀消滅一樣．  

•  論古實 (18) –(18:7)到那時這高大光滑的民、就是從開國以來極其可畏、分地
界踐踏人的、他們的地有江河分開、他們必將禮物奉給萬軍之耶和華、就是
奉到錫安山、耶和華安置他名的地方。  

•  論度瑪(以東) (21:11-12) - 21:12守望的說、早晨將到、黑夜也來．你們若要
問、就可以問、可以回頭再來。 

•  論亞拉伯 (21:12-17) - 21:16-17主對我這樣說、一年之內、照雇工的年數、
基達的一切榮耀必歸於無有．弓箭手所餘剩的、就是基達人的勇士、必然稀
少． 

•  論推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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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7七十年後、耶和華必眷顧推羅、他就仍得利息〔原文作
雇價下同〕與地上的萬國交易 

•  論異象谷 (耶路撒冷) -萬軍之耶和華使異象谷有潰亂、踐踏、煩擾的日子．城
被攻破、哀聲達到山間。 



對列國的責備(13-23章) 
•  論埃及 (19) - 19:2我必激動埃及人攻擊埃及人、弟兄攻擊弟兄、鄰
舍攻擊鄰舍、這城攻擊那城、這國攻擊那國。 

•  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婦人一樣．他們必因萬軍之耶和華在埃及以上所
掄的手、戰兢懼怕。猶大地必使埃及驚恐．向誰提起猶大地、誰就懼
怕．這是因萬軍之耶和華向埃及所定的旨意。 (19:16-17) 

•  當那日埃及地必有五城的人說迦南的方言、又指著萬軍之耶和華起誓
．有一城、必稱為滅亡城。(19:18) 

•  當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為耶和華築的一座壇．在埃及的邊界上、必
有為耶和華立的一根柱。 這都要在埃及地為萬軍之耶和華作記號和證
據．埃及人因為受人的欺壓哀求耶和華、他就差遣一位救主、作護衛
者、拯救他們。耶和華必被埃及人所認識．在那日埃及人必認識耶和
華、也要獻祭物和供物敬拜他、並向耶和華許願還願。耶和華必擊打
埃及、又擊打、又醫治、埃及人就歸向耶和華．他必應允他們的禱告、
醫治他們。 (19:19-22) 

•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埃及人也進
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19:23) 

•  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為萬
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
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19:24-25) 



論以色列的未來(24-35章) 

•  末後的景像 (24-27章) 
–  被稱為「以賽亞的啟示錄」，論神的憤怒與審判。 
–  論選民在悲觀中的樂觀，因神必做他們的救主。 

•  警告猶大和埃及聯盟的不可靠 (28-35章) 
–  預言北國以色列的敗落，對南國猶大的警戒(28-29
章)。 

–  斥責與埃及結盟(30-31章)。 
–  主的日子與千禧年的福份(34-35章) 



以賽亞的啟示錄(24-27章)

‧ 全地的審判 (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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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4地必全然空虛、盡都荒涼．地上
悲哀衰殘、世界敗落衰殘、24:6所以地被咒詛吞滅、
住在其上的顯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燒、剩下的
人稀少。24:13在地上的萬民中、必像打過的橄欖樹、
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無幾。24:19地全然破壞、盡都
崩裂、大大的震動了。 24:20地要東倒西歪、好像醉
酒的人．又搖來搖去、好像吊床2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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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的啟示錄(24-27章)
得勝感恩的筵席 -25:6-9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用肥甘設擺筵

席、用陳酒和滿髓的肥甘、並澄清的陳酒、設擺筵席。 他又必在這山上、
除滅遮蓋萬民之物、和遮蔽萬國蒙臉的帕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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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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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保守 -2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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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城門、使守信的義民得以進入。26:12耶和
華阿、你必派定我們得平安．因為我們所作的事、都是你給我們成就的。 

神的救恩 - 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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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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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13以色列人哪、到那日、耶和華必從大河、直到埃及小河、
將你們一一地收集、如同人打樹拾果一樣。 當那日、必大發角聲．在亞述
地將要滅亡的、並在埃及地被趕散的、都要來．他們就在耶路撒冷聖山上
敬拜耶和華。 



對南國猶大的警戒(28-29章) 
•  對北國的警告 -28:1-2禍哉、以法蓮的酒徒、住在
肥美谷的山上、他們心裏高傲、以所誇的為冠冕、
猶如將殘之花。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
陣冰雹、像毀滅的暴風、像漲溢的大水、他必用
手將冠冕摔落於地。　 

•  對猶大的警告 - 28:18你們與死亡所立的約、必然
廢掉、與陰間所結的盟、必立不住．敵軍〔原文
作鞭子〕如水漲漫經過的時候、你們必被他踐踏。 

•  預言亞述將攻打耶路撒冷和神的拯救 (29:1-8) 



警告猶大和埃及聯盟 (30-31章) 
•  30:1耶和華說、禍哉、這悖逆的兒女．他們同謀、卻不由於
我、結盟、卻不由於我的靈、以至罪上加罪． 30:2起身下
埃及去、並沒有求問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
並投在埃及的蔭下．30:7埃及的幫助是徒然無益的． 

•  31:1禍哉、那些下埃及求幫助的、是因仗賴馬匹、倚靠甚多
的車輛、並倚靠強壯的馬兵、卻不仰望以色列的聖者、也不
求問耶和華。 31:3埃及人不過是人、並不是　神．他們的
馬不過是血肉、並不是靈．耶和華一伸手、那幫助人的必絆
跌、那受幫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滅亡。  

•  30:31亞述人必因耶和華的聲音驚惶．耶和華必用杖擊打他。 
30:32耶和華必將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
擊鼓彈琴．打仗的時候、耶和華必掄起手來、與他交戰 

•  31:5雀鳥怎樣搧翅覆雛、萬軍之耶和華也要照樣保護耶路撒
冷、他必保護拯救、要越門保守。 



以色列的未來(32-35章) 
‧ 公義王和聖靈澆灌(32)- 32:1看哪、必有一王憑公
義行政．必有首領藉公平掌權。 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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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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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8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
居所、安穩的住處、平靜的安歇所。 

•  耶和華為以色列爭戰(33) - 33:10耶和華說、現在
我要起來．我要興起．我要勃然而興。33:20你要看錫安
我們守聖節的城．你的眼必見耶路撒冷為安靜的居所、為
不挪移的帳幕、橛子永不拔出、繩索一根也不折斷。
33:22因為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耶和華是給我們設律法
的、耶和華是我們的王．他必拯救我們。 



以色列的未來(32-35章) 
•  耶和華為以色列報仇(34)34:2因為耶和華向萬國
發忿恨、向他們的全軍發烈怒、將他們滅盡、交出他們受
殺戮。34:6耶和華的刀滿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
並公綿羊腰子的脂油滋潤的．因為耶和華在波斯拉有獻祭
的事、在以東地大行殺戮。34:8因耶和華有報仇之日、為
錫安的爭辯、有報應之年。 

‧ 以色列民的福份(35)- 35:1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
歡喜．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花。 35:2必開花繁盛、
樂上加樂、而且歡呼．利巴嫩的榮耀、並迦密與沙崙的華
美、必賜給他．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耀、我們　神的華美。  
3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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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