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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者：	
•  以赛亞（耶和华的救恩），“最偉大的彌賽亞先知”，“舊約先知中的

王子”。皇室之后，长于耶路撒冷，在京师作先知，历經四王（乌西亚、
约坦、亚哈斯、及希西家）秉政的年日六十多年	

•  其妻亦是先知，有二子（ 7: 3；8: 3），名字都有屬靈意義，也是他一
生所傳達的信息：	
－ 次子瑪黑珥沙拉勒哈斯罢斯：擄掠速臨，強奪快到	
－ 長子施亞雅述：餘民歸回	

•  以赛亚一生中所經歷了兩個異像和啟示，影響他一生的事奉：	
－ 坐寶座的羔羊（6）	
－ 被殺的羔羊（53）	

•  以赛亚既是強而有力的話語職事，他也是禱告職事。他的信息及禱告扭
轉乾坤，使神家轉危為安：	
－ 敘以聯手准備南侵猶大時，他以“以馬內利”的預言，堅固王心	
－ 當亞述向希西家下招降文時，以賽亞勸希西家向神認罪，結果城困之

危，不戰而解	
－ 希西家病危時，以賽亞勸希王向神求恩，使壽命延長	

•  据猶太传说以賽亞是被玛拿西连树锯断殉道而死（来11:37）	



B. 寫作日期，地点,目地及主旨：	
	

•  日期：寫作年代約在700－680BC。本書內容包括六十年－
自烏西亞王崩的那年起（739BC），到681BC左右，在亞
述王西拿基立後（37：38）	

•  地點：耶路撒冷	
•  目的：一是對以色列的罪行作公義的审判；另一是预言神

在审判后，要向他们施行救赎的恩典，复兴他们 	
•  主旨：以色列的拯救	
•  同時代先知：	

－ 阿摩司、何西阿（北國）	
－ 弥迦（南國）	



C. 歷史背景：	
	

•  宗教：猶大在乌西雅执政的時候，國家曾恢复了早年的真神敬拜。他的
儿子约坦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偶像邱坛仍未废去（王下
15:34）。约坦殁后其子亚哈斯登基，亚哈斯肆无忌惮敬拜诸巴力及摩洛
火神，在國中设立各款外邦神像，强迫百姓敬奉。希西家继位后，重修
倒塌的祭坛，恢复原有的敬虔礼仪（王下17:3-7），于是引起一次属靈
大复兴，史书称为「希西家的复兴」。但不多久國家又回復早年的“口
唇敬拜，心卻遠離”的生活。到了瑪拿西的時代，國家進入瘋狂的崇偶
時代	

•  政治：亚述在普勒之统领下國势日盛，扩张势力，迫近北國。北國的比
加与叙利亚的利汛联盟抵御，并邀南國之亚哈斯结盟抵抗。亚哈斯不儘
拒絕参预同盟，而且转向亚述大献慇勤，自愿献贡，结果北國与叙利亚
之联军南下犹大境。亚哈斯大为震惊。以赛亚力劝他靠神不要靠人，并
以“童女怀孕”之预言引证神的同在，但亚哈斯不肯受劝，甘心使南國
成为亚述之傀儡國，以至于年年須向亞述進貢。亞述再度犯境，于
732BC先滅敘利亞，後滅北國。猶大處境危險。希西家等試圖與埃及結
盟反抗亞述。最後希西家在以賽亞的忠勸下在神面前悔改，結果一夜之
間亞述十八萬五千人被神滅絕。此後南國享太平百餘年	



D. 特別之處：	
•  在新約中被引用最多	
•  對彌賽亞的預言最詳細，最多	
•  大先知書中預言最多：	

－ 以賽亞：經文總共有1292節， 754節是預言，59％，110個預言	
－ 以西結書：經文總共有1273節，821節是預言，65％，66個預言	
－ 耶利米書：經文總共有1364節，812節是預言，60％，90個預言	

E. 正典性：	
•  主前100年已確定	

－ 主前190便西拉智訓 (Eccelesiaticus) 已提及以賽亞的作品，如
“安慰錫安”（45：24）	

－ 新約作者引用本書的次數，比引用其它先知書的總數多很多倍
（21次直接引用，無數的引喻）	

	



鑰節：	
	

1章3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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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18節：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你們的罪
雖像朱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	
	
53章5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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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有藻對以賽亞書的簡介	
•  以賽亞書無論在神學、預言或文學上，皆居聖經各書卷之冠。

就神學而言，此書是系統神學的袖珍本，如神論、創造論、默
示論、基督論、聖靈論、天使論、選民論、救贖論及末世論皆
在其中。解經家H. L. Willmington說在以賽亞書內，從撒但起初
的反叛至救主的再臨統治，書中的神學重點應有盡有	

•  就預言而言，此書具有精細又廣博的預言，如耶路撒冷的滅亡、
選民的復原、重為喜樂之城；古列的詔準、選民歸回、基督的
降生、代死、作王等俯拾即是	

•  就文學而言，書中的遣詞用字，被稱為言簡意賅，詞藻瑰麗，
如先知書中的莎士比亞	

•  就信息而言，書中有凜然義怒的責備，也有慈母柔聲的安慰，
有責打、有纏裹。其信息儼如四福音書，所以有人稱之為「以
賽亞福音」；它的救贖論又仿似羅馬書，因此亦有人稱它為
「舊約的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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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 責備（1－35）	
A. 責備猶大的信息 1－12）	
B. 責備列國的信息（13－23）	
C. 責備猶大和全地的信息 24－35）	

1.  預言猶大的將來（24－27）	
2.  警告猶大的現在（28－35）	
	

二.  歷史（36－39）	
A. 被亞述圍困與解救－西希家的國命（36－37）	
B. 向巴比倫自驕與遭罰－希西家的生命（38－39）	
	

三.  安慰（40－66）	
A. 歸回的應许（40－48）	
B. 拯救的應许（49－57）	
C. 复興的應许（58－66）		



一、責備（1－35章）	
A. 責備猶大的信息：(1－12);  B. 責備列國的信息（13－23）；	
C. 責備猶大和全地的信息（24－35）	
	

A.  責备猶大的信息：(1－12)：	
1.  全书总纲: 宣判、责打、歸回 (1-5) 	

a.  严控犹大人的顽梗悖逆（1: 1-23），也宣告對他们的判决與歸回（1: 
24-31）	

b.  末後的日子－以色列經過審判後的祝福（2: 1-4)	
•  末後日子之一：神國的情況（2: 2－5）	
•  末後日子之二：神國建立前的情況（2: 6－4: 1）	

－ 審判對象:  驕傲狂妄的人（2: 12－17); 國家首領（3: 1－15); 錫
安的女子 (3: 16-4:1)	

•  末後日子之三：神國建立的情況（4: 2－6）	
c.  葡萄園之歌（5）	
•  葡萄園的比喻（5: 1－2）以賽亞的控罪 (六大禍災）（5: 8－30）：
貪婪自私（5: 8－10），飲酒作樂（5: 11－17)，說稽俏神的話的人 
(5:18-19), 顛倒真理（5: 20)，恃才叛神（5: 21), 受賄不義（5: 22－
23）	



一、責備（1－35章）(續）	
	

A.  責備猶大的信息：1－12 	

2. 以賽亞的蒙召（6）	
a.  先知的異象（6:1-8）	
•  看到高高坐在寶座上的羔羊；先知被潔淨	
•  聽到主的聲音:“我可以差遣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	
•  響應主的呼召:“我在這里，請差遣我。”	

b.  在他未传道之先，神早声明世人愚蒙顽梗，不聽勸勉（6: 9-13）	
3. 對猶大家的審判（7－12）	

a.  童女生子的預言（7: 1－8: 22）	
•  以賽亞的預言之一: 有關以馬內利的預言 	（7: 3－25）	
•  以賽亞的預言之二: 北國滅亡，亞述犯境，列國受罰的預言（8: 1－10）	

b.  彌賽亞的國度（9: 1－11: 16）	
•  彌賽亞的誕生（9: 1－7）；彌賽亞國權的實施（9: 8－11）	

－ 亞述與北國滅亡之因（9：8－10：34）	
－ 彌賽亞王的能力－三個應許（11）－耶西的本必發一枝子；耶西的

根立作萬民的大旗；神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	
c.  救恩之歌（12）	



B. 责备列國的信息 (13－23章):	
	

13章到23章，作者专论外邦國要受的审判: 	
a.  巴比伦（13: 1-14: 23；21: 1-10）：預言巴比倫主前539亡於瑪代人	
b.  亚述（14: 24-27）：打折亞述，將他踐踏 	
c.  非利士（14: 28-32）：有煙衝北方出來；錫安為百性的避難所 	
d.  摩押（15-16）：將變為荒廢；三年之內，摩押的禜耀與它的群眾

必被藐視，餘剩的人甚少無幾 	
e.  大马色（17）：大馬色已被廢棄，不在為城，必被作亂堆 	
f.  古实（18）埃及（19-20）：為依靠外交聯盟者而悲嘆；因為神必

按召他自己的時間來對付敵人；敵人最終必將禮物獻給神。預告埃
及的滅亡；宣布一個希望的信息；預言將臨到的悔滅	

g.  度玛（以東）（21: 11-12）：“早晨將到，黑夜也來“ ；守望者呼
喻他們回過頭來歸向神	

h.  亚拉伯 （21: 13-17）：一年之內，照雇工的年數，基達人的禜耀必
歸於無有 	

i.  耶路撒冷（22）：異象谷的默示 	
j.  推羅（23）：推羅將荒廢；必被忘記七十年	



http://www.svca.cc/messages/series/85.html	



C. 责备猶大和全地的信息 (24－35章):	
	

1. 預言猶大的將來（24－27）；2. 警告猶大的現在（28－35）	
1.  預言猶大的將來－以賽亞的啟示錄（24－27）	

a.  荒涼的異象（24：1－20）	
b.  復興的異象（24：21－27）	
•  以賽亞之歌（25）	
•  猶大人之歌（26）	
•  以色列之歌（27）	

2. 警告猶大的現在－以賽亞的事工（28－35）	
a.  第一禍災：以法蓮的禍災（28：1－29）	
b.  第二禍災：耶路撒冷的禍災之一（29：1－14）	
c.  第三禍災：耶路撒冷的禍災之二（29：14－24）	
d.  第四禍災：猶大的禍災（30：1－33）	
e.  第五禍災：投靠埃及的禍災（31：1－32：20）	
f.  第六禍災：亞述的禍災（33：1－24）	



二、插入的历史（36－39章）	
	

A.  被亞述圍困與解救－西希家的國命（36－37）	
1.  亞述王的狂言（36：4－20）	
2.  希西家的反應（37：1－4） 	
3.  希西家的祈禱（37：14－20）	
4.  以賽亞的預言（37：21－35）	

a.  攻擊耶路撒冷，就是攻擊以色列聖者	
b.  辱罵之言神已聽見，神必擊敗他們	
c.  選民將復原，自食其力	
d.  攻城的必不成功，神因大衛之約， 必保護這城	

B.   向巴比倫自驕與遭罰－希西家的生命（38－39）	
1.  希西家的蒙恩（38：1－22）：希西家病危，蒙神醫治。希西家作
詩贊美神的醫治	

2.  希西家的生命（39：1－8）：希西家自傲，向巴必倫來人展示國
家資產，鑄成大錯。先知預言國家將亡于巴必倫，後人被擄	

	
	



三、安慰（40－66章）	
	

A. 歸回的應許－神的拯救（40－48）; B. 拯救的應許－神的僕人
（49－57）; C. 復興的應許－神的國度和禜耀（58－66）	
	

A. 歸回的應許－神的拯救（40－48）:	
1.  因为神恩爱的怜悯，神拯救的佳音必从旷野出来（40）	

a.  宣告耶路撒冷“戰爭的日子已滿， 他的罪已得赦免”（40: 2）	
b.  用彌賽亞將要來的應許安慰祂的百姓 （40: 3－8）	
c.  全能的神親自來牧養祂的百姓（40：9－11）	
d.  無可比擬的神（40: 12－26）	
e.  神使百姓重新得力（40: 27 －31）	

2.  拯救者是神兴起的僕人（41－42章）	
a.  以古列的興起－顯明神的全能和全知（41: 1－7）；神親自幫助，
並賜大福給祂的百姓來－顯明祂的大能和大愛; 三個不要害怕
(（41：8－20）；假神的無知和無能－顯明神的至高與獨一（41: 
21－29）	

b.  第一首僕人之歌（42: 1－9）：受膏者, 先知和祭司。他不喧讓，
不揚聲，不折斷壓傷的蘆葦，不滅降殘的燈火。將真理傳給外幫	



A. 歸回的應許－神的拯救（40－48章）（續）:	
3.  他所施行的拯救必使全地蒙福（43）	

a.  救贖的保障（二個不要害怕）（43: 1－7）	
b.  神的旨意是要將有眼而瞎，有耳而聾的民帶出來（43: 8－13）	
c.  雙重恩典：被擄歸回；過犯得以塗抹（43: 14－28）	

4. 真神的安慰（44－45）	
a.  真神宣佈將要賜福給祂的百姓（44: 1－8）；真神的介紹（44: 21

－28）	
b.  神使古列得勝（45: 1－6）；神向地極之人啟示自己（45: 18－25）	

5. 一切偶像或偶像國终必败落（46－48）	
a.  巴比倫偶像的無用和敗落（46－47）	
b.  三個當聽（48）	
•  責備百姓的不義及頑梗（48: 1－11）	
•  重申神必然興起古列來刑罰巴比倫（48: 12－15）	
•  勸告百姓要就近聽神的話，呼召百姓從巴比倫出來，從迦勒底

逃脫（48: 16－21）	



B.  拯救的應許－神的僕人（49－57章）	
	

1.  第二首僕人之歌－僕人的蒙召與使命（49: 1－9）	
•  僕人的蒙召（49: 1－4）	
•  僕人的使命（49: 5－9）	

2.  第三首僕人之歌－義僕的順服與勇敢（50: 4－9）	
•  忠心順服的僕人（50: 4－5）	
•  為主受苦的僕人（50: 6）	
•  堅定勇敢的僕人（50: 7－9）	

	

4.  第四首僕人之歌－神僕是義僕，为人受死（52: 13－53－12）	
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舉，且成為至高（52: 13－
15）；代人受苦（53: 4－6）；贖罪受死（53: 7－9；最終的
勝利（53: 10－12）	
	



第一首：僕人的性情	
（42: 2－3）	
祂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使街上聽
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祂憑真實將公
理傳開。	

第二首：僕人的使命	
（49: 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
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只
是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列國的光，使我
的救恩傳到地極。”	

第三首: 僕人的順服	
（50: 4－6）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
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人打我的背，我
任他打；人拔我腮頰的鬍鬚，我由他
拔；人辱我吐我，我並不掩面乏的人。
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
能聽，像受教者一樣。主耶和華開通
我的耳朵，我並沒有違背，也沒有退
後。	  

第四首：僕人的代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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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首僕人之歌的拼圖	



C. 復興的應許－神的國度和禜耀（58－66章）	
	

1. 救贖與榮耀（58－60）；2. 救主與祝福（61－63）; 3. 救恩與
復原（64-66)	
	

1.  救贖與榮耀（58－60）	
a.  矫正伪善（58: 8-14): 若选民真能持守禁食的真义，過真敬

虔的生活，向神真诚地表示悔过，他们必蒙神特别的眷顾。
先知以两个「那时」，顯示將有的結果：	
•  他们必能沐浴在神的荣光中，得神的医治（喻复原）（8
節）	

•  那时他们的祷告必蒙神应允（9節）	
b.  全地都能得见真光，接受真光（60）；榮光在以色列（真

光到选民）（60: 1-3）；榮光在万邦（万邦来朝拜）（60: 
4-14）；神榮耀的國（60: 15-22）	

	



C. 復興的應許－神的國度和禜耀（58－66章）(續）	
	

2. 救主与福（61: 1-63: 19）	
a.  彌赛亚的使命就是将好信息传给谦卑的人；医治伤心的人；宣

布被掳的获释放，被囚的得着自由；宣告神的恩年与报仇的日
子将近；安慰悲哀的人，以华冠、喜乐、赞美代替灰暗悲痛的
日子，务使悲恸的人成为神所栽种的公義树（喻「公義的人」
（61: 1-3）	

3. 救恩與復原（64－66）	
a.  新天新地和彌賽亞的國度（65: 17－25）：“看哪！我造新天

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你們當因我所造
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為
人所樂。 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其中必不
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	

b.  選民長存（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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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必照樣長存”	



9章6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上帝与
我们同在。	
	

7章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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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名稱為其妙、策士、權能的神、永在的、
和平的君。	
	
	

40章1－3節：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
安慰的话，又向她宣告说：她争战的日子已满了，她的罪孽
赦免了,...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
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	
	

53章4－5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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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題	
	

1.  學習以賽亞書對今時代的基督徒有甚麼意義？	
	
2.  你經歷過神的責備和管教嗎？你的反應如何？	
	
3.  你最喜歡以賽亞書那一節經文，為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