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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下）：舊約先知書導論（續）、以賽亞書 
 

神的應許是否是有條件的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虽然在经节中并没有说出

条件，可是神的有些应许是不是有条件的？我们常常说，神给我们一
些应许，但是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说，神这些应许是不是有条件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有些应许是有条件的，而且這条件是有个
时间性的，所以像神应许我们说「万人都可以得救」，但是这个得救
也是有個条件；你需要有能夠悔改，而且有时间性的，你要在活着的
时候，而不是死了以后再去悔改。 

那我们如果从耶利米书十八章七到十一节，约拿书三章四、九和
十节，第四章二节来看的话，我们怎麼知道，神的应许，不论是审判，
或是祝福一定会实现呢？因为神的应许，无论是审判或是祝福，都是
有条件的话，那我们怎麼会知道他一定会实现呢？当然是跟那个条件
是有关系的，那你认为怎麼样子？为什麼呢？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
十八章第七节： 

「7 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8 我所说的
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
祸降与他们；9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10他们若行
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
赐给他们。11现在你要对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
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意刑罚你们，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
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 
 
神后悔 

它这里用一个“神后悔＂这个字来形容，其实它主要的意思就是；
神所降的灾祸或是祝福，都是有条件的，所以你如果愿意悔改的时候，
这个条件，这个灾祸就可以被除掉，他用“神后悔＂这个来形容，因
为你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常常说“神后悔＂，其实
神不是后悔，是神，他所提到的灾祸或祝福都是有条件的，当我们这
些将要接受灾祸或是祝福的人，若违背了这些条件的时候，神他会改
变，他的改变就是，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个条件，所以神就不降福给你，
或是因为你已经悔改了，所以神就把这个灾祸除掉。圣经里面是用神，
祂“就后悔＂这个字，来形容这个有条件的审判或是祝福。 
 
釋經的一些指南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解释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从圣经里面读出圣经里面所
要说的事情，而不是读进去你自己的意思。我们常常聽了很多講道，
所以我们已經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所以每次读圣经，都是读到你
已经先入为主的那些成见。但是我们需要学习，讀圣经的时候，要先
读出圣经，和圣经所要说的内容。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看自己是新约时代的信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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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神对旧约时代的信徒所说的信息，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怎麼
呢？必须要先从作者和他听众的角度来看那段经文，为什麼我们需要
去搭建一个历史的桥梁原因就是这样，我们读这旧约时候，我们需要
先从旧约时代的听众、作者他们角度来看这段经文。这个非常重要，
你要先读出这旧约的经文，对当时的时代是有什麼意思，当时的听众
是怎麼样了解，先读出旧约的作者和当时的听众对这个经文的了解，
然后，第二个，我们才能从新约的角度来看那一段经文，而且我们需
要作一点适当、必须的调整。因為虽然神是从来不改变的，但是人所
处的环境已經改变了。因为我们是新约，我們有一个新的约，所以我
们需要从我们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先能了解旧约圣经里面所说
的，旧约对当时的作者和当时的听众，它是什麼意思？然后我们再用
我们新约的角度，来做一点适当的、必须的调整， 

新约中有些地方解释了旧约的信息，我们就要尽量的学习这些例
子，也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这些先知书。我们知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我们发觉这节经文在新约已经被引用了，如果新约圣经里面怎麼样解
释的话，我们需要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这段旧约的经文。 
 
釋經的一般原則 

我们解释经文的一般原则，我们一般最好是照着字面的意思来解
释，我们若是一开始就用灵意來解经的话，每个人灵意都是不太一样，
就没有办法读出圣经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先照字面的意思来解
释，而且要照当时的作者和当时的读者所能了解的来解释。常常有些
东西没有办法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看到它后面
的属灵的意思。举个例子，我们来看弥迦书五章二节，你可以参考马
太福音二章四到六节，弥迦书五章二节它这里这麼说：「伯利恒以法
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
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你要解释这一段的话，最好就是从马太福音二章四到六节，那裏
讲，这是指耶稣基督的降世，指耶稣基督，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
初就有。第二个是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你就要参考约翰福音十二章
十六节，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
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
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个你就要
去对照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六节， 

还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八节，你就要参考使徒行传八章三十
二到三十五节：「7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象羊羔被牵
到宰杀之地，又象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8 因
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
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这样的话，你就需要去看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五章来解释， 
 
但是你如果看新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新约中有些章节似乎不是

照一般正规的方法来解释，就是用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旧约经文，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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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该怎麼办呢？举个例说，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引用何西阿书十一
章第一节，它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
子来。」 

这里明明是讲说，神那时从埃及把以色列人召出来，但是在马太
福音的时候，却用这个来引说，后来神要约瑟，马利亚带著耶稣，再
从埃及回到以色列。 

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里面所说的：「就象神在何西
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
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麼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它这也是引用了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 
「我必将她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

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 
对这一类的经文的话，学者抱着两个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一个学

者叫做 Walter Kaiser，他所著的 The Uses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Testament在第四十三到第五十三页里面，他是说，他认为
是这样，你如果是按着字面的意思去解释的话，你如果包括参考广义
的、较广的上下文，就是说，你看的时候不要只看那一段，是看更广
的上下文的话，他认为，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的话，如果你看
较广的上下文，应该只会得到一个解释。 

 
那第二个你再去看 Richard Longenecker 所写的，Biblical 

Exegesis in the New Testament Period 一百四十四到一百四十五
页，他说，我们如果對新约时代犹太人拉比解释旧约的方式，有较好
的了解的话（包括所謂的“pesher”的方式），就能明白新约的作者
也是用了同样的方式来解释旧约，他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就能超出
旧约作者最初的用意，而对旧约经文有「更广泛」的了解。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旧约的作者当时写旧约的时候，他們因

为受自己的环境，自己的视野的影响，所以他写很多东西，也许他那
时不是很完全了解，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新约的作者，因为主耶
稣来到世上以后，他有一個新的看见，所以他就可以給它一個更正确
的解释，這是第二种看法；與第二种看法类似的，也有一些人有类似
的看法； 
（請參考 W. W. Klein, C. C. Blomberg 及 R. L. Hubbard 所著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119-132及 149-150 頁。） 
我们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参考。 
 
認出在先知書中一些特別的文體 

我们在看旧约先知书的时候，还需要作一件事情，就是要认识先
知书中一些特殊的文体。我们會发覺到先知书中有一大部分是用诗词
的形式所写的。那诗词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到它所谓的象征性的
符号，或是夸大(hyperbole)的词句，或是感情，或是不同方式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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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用法。因为希伯来文写旧约先知书的时候，如果是诗词的话，它
有一个特别的风格，特别的规格，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它是用平行诗
句的方式。同样在当时的时代也是流行用象征形式的符号，而且他对
描述一些事情常常用夸大的词句，因为当时的经文都是用念的，所以
需要用夸大的词句来吸引聽的人的注意力，所以中间会有一些所谓夸
大的词句，还有一些感情的，感情的用法。 

 
第二个，我们会遇到一点点的所谓的末世的文体，或是启示的文

体，（apocalyptic：“揭開”），大部分是在但以理书二章、七章到十
二章，还有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六章第八节。他们的特征是
什麼呢？这些末世的文体或者启示的文体，他的特征是说，第一个，
它用很多象征性的符号，而且是很特意的象征，第二个就是，他透过
梦或异象而得的启示，第三个，这些信息通常与世界末日有关，大多
谈到末日的毁灭和审判。 

 
「時代角度」 

下一个我们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体谅到旧约作者他们
的「时代角度的限制」，你想想看，他们要去了解弥赛亚、将来的应
许，要拼凑的一起是非常的困难，他们在当时的时代，他们所看到的
视野非常有限，所以他们写的时候，有时候自己本身也不是很清楚。
举个例子在以赛亚书九章第一节：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
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
着荣耀。」 

还有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还有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还有
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他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
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
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还有玛拉基书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
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
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所以在当时旧约先知书的作者他们写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不太
清楚，弥赛亚将来是什麼样子，何时来到。 

那我们怎麼可以想象到说，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也是有关
弥赛亚的预言呢，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就要想象几个历史上重要的
日子，也不断的会读到，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和苦难那些栩栩如生的描
绘。那先知以赛亚书中所讲到的，这些耶路撒冷所要遭遇的苦难，是
哪一次的黑暗危机呢？是指主前七百○一年被亚述包围的那一次
呢？还是五百八十六年被巴比伦灭亡的那一次呢？还是一百六十八
年被以伊比芬尼（Antiochus Epiphanes）他污秽圣殿的那一次呢？
还是主后七十年被罗马兵毁灭耶路撒冷的那一次呢？所以先知以赛
亚在描述耶路撒冷的审判的时候，他常常自己也不清楚它是指哪一次
的事情，你看舉个例子，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一到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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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2 因
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
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被剪除。」 

他这里所描述的，是不久将来要到的耶路撒冷城被围攻，还是在
启示录二十章九节所描述的，千禧年结束后的最后一次围城呢？所以
我们读這旧约先知书的时候要知道，先知本身因为受他视野的限制，
他对他所描述的，他常常也是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
就需要把这些历史的事件把它排列出来，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
视野，更清楚的了解。 
 
「耶和華說」 

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很有趣的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就是在经
文里面我们常常讀到「耶和华说」，但是我们常常对这个「耶和华说」
的经文，與明明是人所说的经文，两个之间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事，感
到相当困惑；最明显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举个例子，它这里讲到
「耶和华所说」的经文的范例，是在耶利米书一章四节五节和九节，
一章四节说： 

「4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5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
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
给你。」 

第二十六章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
犹大众城邑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一字不可删减。」同样在中间也夹杂一些人的话，就像在耶利米书一
章第六节它说： 

「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还有二十章十四到十八节，它这里明显是耶利米他自己的话： 
「14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15给我父

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16愿
那人象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城邑，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
呐喊。17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
就时常重大。18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 

这很明显，这是耶利米他自己的话，他在向神抱怨，为什麼神让
他做这件事情，他说他情愿，他就不要出生就好，或是他胎死腹中，
他生出来時就是死的就好，明显这是人的话。但有时我们很难分别，
那一段是属于那一类，在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到九章第六节，这
一段是谁在说话呢？我把它读一次，我们可以自己去体会说，哪一段
是神的话，哪一段是人自己的话？第八章第十八节： 

「18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19听啊，是我百姓
的哀哭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
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麼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
怒呢？20 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21 先知说：因我百姓
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22在基列岂没有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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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 
第九章第一节：「1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

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2 惟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
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3

他们弯起舌头象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
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4 你们各人
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尽行欺骗，邻舍都往来谗谤人。
5 他们各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教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地
作孽。6 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
耶和华说的。」 
 

那最后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是愿意让神的
话来塑造我们的信仰呢？或是我们要让我们既有的一些想法，一些先
入为主的成见来扭曲圣经的意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
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听到很多先入为主的一些信息，我们
就去读圣经去来配合我们所相信的，但是我们需要记住一点，我们读
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让神和他自己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信仰，而不
是说我们已经听了一些讲法，然后我们再想办法从圣经里面找那些适
合我们想法的经文。 
 
先知書導論的結論 

先知书的结论：第一个我们不要忘记，神的目的永远比我们想象
的更伟大，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他说：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
何其难寻！」， 

林前十三 11，12：「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象孩子，心思象孩子，
意念象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12我们如今仿佛对着
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我们需要知道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有一些事情，

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的，圣经也常常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
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神要我们所了解的，是显
而易见我们可以遵守的，所以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就需
要能夠承认，我们是无法了解那些事情，但是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主
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了解，让我们完全，让我们真的是象他一样，
可以知道的非常清楚。 
 
從望遠鏡我們得到三個教訓 

最后，我想用望远镜来作一个比喻，来讲到我们读旧约圣经，有
三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需要去遵守的。 

第一个，我们需要旧约和新约同时提供远近的景象，给我们足够
的透视，一个望远镜，你需要有两个镜片，而这两个要同时一起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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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个远近的景象，你只有单眼镜的话，一般你看远近的距离的时候，
没有办法看到远近的景象，但是你如果是有两个镜子的时候，你就可
以得到远近的景象。 

第二个，你就是有望远镜，如果焦距调不对的话，也是没什麼用，
所以我们需要让圣灵给我们聚焦，我们需要靠圣灵给我们调我们的望
远镜的焦距，我们才有辦法看到更远的地方。 

第三个，你就是有望远镜，但是你的镜头如果是很肮脏的话，那
也没什麼用，所以我们需要洁净我们的生活，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才有办法看到圣经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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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帝國時期 
 

在我们开始讲以赛亚书以前，我们需要先搭建一些历史与地理的
桥梁，我们需要知道说，以赛亚他处于的时代，是怎麼样子的时代。
以赛亚离我们现在大概二千七百年，大概是中国的东周列国的时期。
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建立两座坚固的桥梁，这个与我们现在所
熟悉的世界是有大大不同，但许多方面他当时所处的境况，又和我们
现在所处的世界没有什麼分别。这两座桥梁就是地理与历史的桥梁。
下面有几页是地图，告诉我们先知书相关的一些民族所发生的事情。 

 
犹大与以色列国在主前七百多年前，由于亚述 Assyria及巴比伦

Babylon尚未兴起，尚能维持某个程度的安定，主前八百八十年到八
百五十年，亚述的拿西帕王 Assur-nasir-pal，他整合的底格里斯河
东边山里的部落，将他们变为一个残忍可怕的战争机器，但是因为他
们本身仍然要对付北国的蛮族，没有时间去侵略东方那些小国，所以
这几年周围的这些小国，像犹大国，以色列国，都可以有一段和平繁
荣的日子。 

 
犹大王亚哈斯为了要对付以色列及叙利亚的联盟，所以他花了钱

请老虎来对付豺狼，这些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十六章六到九节，这就
开始了亚述向东侵略的行动，提革拉仳列色王 Tiglath-pilerer在主
前七百三十二年，向西进军灭了叙利亚，杀了王利汛，然后军移师南
方，破坏但是没有灭，破坏了以色列，亚述王撒縵以色 Salmaneser
五世，然后接下来是撒珥根 Sargon 二世，围困了撒玛利亚城，就是
以色列国的首都，并于主前七百二十二年灭了北国；以色列人被放逐。
亚述王西拿基立 Sennacherib（主前七百○四年到六百八十一年），
他在主前七百○一年的时候，攻击犹大国，征服许多的城市，破坏全
地，并且围困了耶路撒冷，但没有征服南国。亚述王以撒哈顿
Esarhaddon更扩展亚述的版图到了埃及。当他经过巴勒斯坦的时候，
他再一次大大破坏了当地，这是发生在主前六百八十年到六百七十
年。 

亚述很快的就衰弱，从那个旧的巴比伦的废墟中间，兴起一个以
尼布甲尼撒为王新的巴比伦，他在六百一十二年攻克尼尼微城，六年
以后，亚述在迦基米施 Carchemis 战役，就是发生在主前六百○六年。 

亚述在迦基米施 Carchemish战役失败以后，这个帝国被灭，后来
亚述继续的存在，但是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就没有什麼重要的地位。 

以赛亚是从乌西雅王崩的那年起，到约坦到西希家，然后他也许
到了瑪拿西王，這四位犹大王的年间作先知，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的环
境就是象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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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導言 
我们开始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有人会问说，到底以赛亚书是几位

作者写的？是两位呢？或是三位呢？有不少的圣经学者，甚至包括一
些自称为福音派的学者，都认为以赛亚书四十到六十六章，是在第一
到三十九章写完以后大概一百五十年，由另外一个作者所写的，基于
这点和本书后段的内容有更大的关系，所以我要等到我们查考四十章
以后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它會更合适。 
 
以賽亞是採用何種文體或何種文思進展方式？ 

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以赛亚书
是以何种的文思进展的方式来写的。如果我们不先回答这个问题，就
很难打开对本书的了解之門。不管是新旧约圣经，它们的每一本书都
有它个别的进展的方式，我们举以下一部分的例子而已，象有一种是
用照历史性的进展，就是照历史事件的年代来记载，例如列王记下或
历代志下，這是照历史事件的年代来写的。那第二个是传记性的进展，
好像撒母耳记它是以记载撒母耳他一生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是以传
记的方式来记载，或是象以斯帖也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种是以地理性的进展，例如使徒行传它是以记载保罗
他的传道的过程，所以保罗到什麼地方去，它就写什麼地方所发生的
事情。还有像约书亚记也是一样，它记载以色列人怎麼样攻进迦南地，
在每一个阶段，它发生什麼事情，这是以地理性的进展。 

还有一种是所谓的基要真理性的进展，好像罗马书一样他是讨论
一个基要的真理，所以它整个书的内容，就是针对基要真理所发出的
一连串的问题来回答。那还有一种是叫做解决问题式的进展，好像哥
林多前后书，他是因为当时哥林多的教会有发生一些问题，所以保罗
针对他们的问题来提出答案，来提出建议，所以它就是以解决问题式
的进展。 

到底以赛亚书是采用那一种的进展呢？如果你去看书的话，你发
觉他不是上面的任何一种的进展，我们要知道他采用何种方式，就首
先要来看看他用哪三种奇怪进展方式呢。 

 
以賽亞所採用之進展方式的特性和範例 

以赛亚所采取的进展方式的特性和范例，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
析成有三种，我们可以去找出下面经节的特性： 

第一种，是以赛亚书二章四到六节，你會发觉它是用一个对比式，
就是黑白对比，就好像是你把那个钻石放到黑色法兰绒的布的上面，
那这两个之间就非常鲜明的对比。 

第二个例子是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十到二十三节，这种是所谓的
反复式，反复式的进展方式，它是用两个主题，反复的出现。 

第三个例子是在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它是同时存
在式，它是两个主题，在一段经文里面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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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觉他采用这三种进展方式以后，看起来好像没有什麼特别

的进展的方式，事实上我相信他，和几个当时的一些先知，特别是何
西阿、弥迦和耶利米，他们其实采用的是一种最有效果的文思的进展
方式，我们最好是称它为交响乐式，或是狂想乐式的进展方式。 

 
什麼叫交响乐式的进展方式呢？你看一個交响乐曲在演奏的时

候，你看每一个乐器在演奏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是，本身是没有互
相关联的，像小提琴和大提琴和喇叭和法國號，這之間好像没有什麼
关联，但是它们一起出现，或是个别的出现，就奏出一个交响乐的乐
曲。所以像以赛亚书也是用类似的这样的方式，用三种不同的进展的
方式，他把它配合的出现，就把他整个，他所要表现的乐章把它表達
出来。 
 
以賽亞如何展開這個進展方式？ 

以赛亚如何展开这个进展方式呢？以赛亚在写他以赛亚书的时
候，基本上是绕着四个主题来进展的，绕着四个主题来进展的。这个
主题非常重要，你读完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其他东西都可以忘记，但
这四个主题你一定要记下來。 

第一个主题，就是「从亘古以来神的恩典」，他讲到说，从亘古以
来神就爱以色列民，神对以色列民特别有恩典，这是讲到從亘古以来
神的恩典。 

第二个讲到「人的悖逆」，讲到以色列人怎麼样执意悖逆神，他们
拒绝了神的爱，执意走自己要走的道路，他们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
路，这是讲到人的悖逆。 

第三个讲到「神的审判」，这是最悲哀的一段，他讲到当人离弃神
的时候，人会被他自己的罪恶所审判，神要我们好，目的就是要我们
远离罪恶，不然的话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恶会回过来审判我们，所以神
会藉着我们自己的罪恶来审判我们。 

第四个讲到「神国度的荣耀与盼望」，他讲到说，在神的审判后面
其实是有希望的，神藉着审判会把他的子民带入神的国度，所以是有
盼望的，讲到神国度的荣耀与盼望。 

我再讲一次，这个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把它紧紧的记牢。第一个，
从亘古以来神的恩典，第二个，人的悖逆，第三个，神的审判，第四
个，神国度的荣耀与盼望。 

 
好，这一堂课就到这里，我们希望你回去以后开始读以赛亚书第

一章到第六章，用不同版本，你在下一次以前要把第一章到第六章读
两次，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要上旧约圣经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先完
全读过一次，才知道说经文在讲些什麼。好，这一堂课就到这里，谢
谢大家。 
 
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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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是不是也認為神的應許是有條件的呢？ 
2. 為什麼我們要先從作者和他聽眾的角度來看舊約聖經，而不能

讓聖靈直接感動我們？ 
3. 我們如何對待舊約中那些很明顯是作者自己說的話語？ 
4. 為什麼聖潔的生活與閱讀即解釋聖經有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