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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上） 
以赛亚书導論、一至五章 

以賽亞書的信息 
    我们要开始看以赛亚书的信息，我们就问說，有那一些线索能够
帮助我们去找到，查以赛亚书的一个单元呢？有一些理由可以帮助我
们把以赛亚这个交响乐曲，分成不同的乐章，我们可以用这些原则来
分，那你也可以说你有不同的原则，但是这是给你一个参考。 

 
    第一个是，他提到年代的时候，举个例子，像第一章第一节： 

「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
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还有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
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还有第七章第一节：「乌西雅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
位的时候，亚兰王利汛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
冷，却不能攻取。」 
    另外第十四章二十八节二十章第一节也都提到年代，可是我们却
没有办法拿来作分段。 

 
    第二个分段的方式就是当作者表明身份的时候，例如像第一章第
一节，我们刚刚所念了，还有第二章第一节：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作者在这短短的两章中介绍自己两次，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举
动，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第一章与第二章分开。第一章就成为整本书
的序言。 

 
    第三个是讲到，如果文体改变的时候，那它可能是一个分段的关
键，怎麼说呢？假如说作者从第三人称的口气变成第一人称，好像第
五章的结尾和第六章的开头，然后他第七章又回到第三人称。 
    另外第三十六章到第三十九章，都是叙述性的体裁，可是在它们
之前之后的经文都是诗词体裁，像这样的情形，你就知道说那一段要
另外分开来。 

 
    第四个，如果说经文中有重复出现的字语或是片词的时候，例如
在第十三章到二十三章，那个字“默示”一直重复的出现，默示这个
字一直重复的出现。然后二十八到三十三章中，“灾祸”不断的出现，
你观察灾祸这个字重复出现了。 

另外在五章八到二十三节，那我们可以拿来再分，作为较小的一
个单元的分段的一个参考。另外在第九章十二节，十七节，二十一节，
和第十章第四节中，都有重复的语句出现，它这里说： 

「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如果像这样重复的字句出现的话，表示这是要分段的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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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就是说如果注重点有明显的改变，例如在第二十五到二十七
章，它是强调喜乐，但是在这一段之前和之后都是十分沉重的语句， 

第四十到第六十六章中比较难来分段，但是我们在看第四十到第
六十六的时候我會再來讨论这个问题。 
以賽亞書的上半部 

以赛亚书的上半部是从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我们可以看一个图
表，这个图表就会显示出这一本书中一系列，比较合乎逻辑的语文的
单元，就好像那个交响乐曲也是有几个不同的乐章组成的一样，它也
是由不同的单元所组成的，在每个单元里，我们都可以找到以赛亚书
的四个主题，以特殊的方式混合在一起，虽然最理想的是，每个人都
能自己从这四个主题中得到最完整的感受，可是如果先知道这个个别
的语文的单元，还是有些帮助，所以我就把这张图表显现出来给大家
看一下，作個参考。 
 

第一章：法庭的畫面 
我们来开始看这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法庭的画面。 
当你在读这一章的时候，你就去想像，你以旁观者的身份，正坐

在审判世界的法庭里面，当你开始去认出所有的参与者的时候，就让
这一幕发挥它当有的效果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参与者，这个法庭里面有哪些参与者。 
第一个，陪审团，谁是陪审团？这是讲說美国的法庭的制度。美

国是用陪审团的制度，它用陪审团来判一个人是不是有罪，不是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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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它是大陆法，它是用法官来判一个人有没有罪。美国是要靠陪审
团，那陪审团是由谁来组成的呢？就是一般的平民，一般的老百姓，
它是很随意地去抽一些人，然后看这些人是不是合乎资格。所谓合乎
资格就是说，他是不是有受到这个案件的影响，或是說，他跟着这个
被审判的人，是不是有厉害关系，像这些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双方的
律师都同意的话，他就成为陪审团。陪审团会决定，这个人是不是有
罪，那在这里的陪审团是谁呢？你如果看经文你就知道，它是讲到天
与地， 

 
那原告呢？里面提到原告就是那去告被告的那個就是原告，你會

注意到他这里有不同的称呼，不同的名称。那被告是谁呢？你可以想
一下，看一下经文你就可以了解，那法官呢？我们如果从第一章第十
六到二十节，还有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就能够认出他是谁了。那
案件是谁和谁在争讼，那罪名呢？罪名你去找那个重复出现的字。 

 
这里并不是圣经第一个，第一幕的法庭的画面，也不是最后一幕，

你若翻到七百年前，就是在以赛亚书发生的七百年前，申命记三十章
十九节，这里也是一个法庭的画面，它这里这麼说：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你如果看三十二章第一节：「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
我口中的言语。」这是在以赛亚以前的时代的法庭的画面。 

弥迦书一章二节：「万民哪，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
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 

还有弥迦书六章一到三节：「1 以色列人哪，当听耶和华的话！要
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陵听你的话。2 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
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3

我的百姓啊，我向你作了什麼呢？我在什麼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
我证明。」 

弥迦是与以赛亚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你如果看约珥书三章十二到
十七节，這是在以赛亚书以后时代的一个法庭的画面。 
 
被告犯罪的證據 

可是让我们先來看一看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原告提出什麼
证据来证明被告犯了罪，在你的答案中，我们會发现今天基督徒所极
度需要的，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教训，那证据是什麼呢？你必须很
仔细才能找到神所用来证明他的子民悖逆他的证据，这证据十分清
楚，可是并不是你我所想像的，并不是你我所想像的。他证据在那里
呢？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七节，他是要以色列人做一件事情，做什麼
呢？就是 

「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
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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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们的罪是什麼呢？你會发觉很奇怪，神那時控告以色列人的
罪，其实不是我们所想像的說，是不是他们敬拜有没有敬虔啊，他们
的仪式是不是有照规矩啊？不是这样。他们的罪行是什麼呢？是说他
们以色列人「对人缺少爱心」，这样的罪行，你并没有办法用一个虔
诚的，敬虔的仪式和许多的祭物来补偿，人若犯了罪，他守一些月朔
和节期，是神所厌恶的。所以无论是「敬拜仪式的热烈」啊，或是「奉
献供物的丰富」，或是「传福音的热忱」，或是「基要真理上的准确性」，
都没有办法取代人的悔改。人需要先止住自己的恶行，止住作恶，神
才会悦纳人的祷告。所以第一章十一节神这麼说：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許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
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
不喜悦。」 

十二到第十五节：「12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
踏我的院宇呢？13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
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
我也不能容忍。14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
我担当，便不耐烦。15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
地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我们在历史上再向前，跨到七百年，到了耶稣的时代，到马太福

音二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还有二十三节，那里你看一下，他们在作
什麼呢？二十三章十四节：「14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
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
刑罚。15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
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
加倍。」 

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
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
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
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他们的传福音的热忱，第十五节，和他

们的基要真理上准确性吗？一个人他有传福音的热忱，或是他的基要
真理非常的准确，没有办法取代他对神真正的悔改，他有没有对神真
正的认识，有真正悔改，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从他对人是不是有
爱心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们将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约翰壹书四章七
节的中心信息写下来，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
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约翰壹书四章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
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也是一样，掩
耳盗铃，自欺欺人呢？你也可以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的二十三节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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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它说： 
「神啊，求你鑒察我」，哦，这个是有多麼的重要，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非基督徒中间也有很多人关心别人，让我们

来琢磨一下，到底使人去关心别人的原因是什麼呢？是什麼原因使人
对别人表示怜悯的心呢？我们需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你认为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在描述什
麼呢？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 

「5你们为什麼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
心发昏。 
6 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
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7 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
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
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8 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
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9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
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 
 

鉴于这个，我们就需要从我们所讨论过的历史的桥梁中，让我们
来猜猜看，以赛亚書是何时写这一章的，你认为是什麼时候呢？我们
认为是在以赛亚事工的末期写的，主前六百八十到六百七十，因为你
看第一章第五到第九节，等于是描述犹大国他们的光景，描述耶路撒
冷城的光景。 

 
在第一节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小小的线索，这就是我认为说，第

一章是整本书的序言，若是这样的话，以赛亚书第六章才是他真正的
第一章，在某些方面，第二章到第五章，它基本上是序言的一个补充，
所以等于是以赛亚书的结尾。所以我认为，第一章是以赛亚书的序言，
第六章才是以赛亚书真正的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五章等于是整本以赛
亚书的一个总结。所以你要看整本以赛亚书的内容，你看第一章，看
第二章到第五章，基本上你就知道说，它主要的信息在讲些什麼，第
六章才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那你記住，在法庭中一幕，第一章第十八节，神催促他们去作什

麼呢？第一章第十八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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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这一章中我们能找出以赛亚的四个主题吗？在那里？ 
第一个主题恩典，第二个主题悖逆，第三个主题审判，第四个主

题国度。 
 
以赛亚书第二到第五章：夢想的破滅 

以赛亚书第二到第五章，它有一个题目叫做，“梦想的破灭”，梦
想的破灭。在这几章中，“对比”是以赛亚将神要我们聆听生动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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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给我们的时候，所用了一个主要的文体，只有当我们找到对比的
时候，我们才能决定这些章节的主要信息，试着将开始第二章第一节
到第五节，和结尾第五章二十四到三十节之间的对比，拿来比较，用
你自己的话把它写出来。 
 

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1 亚摩斯的儿子的以赛亚得默示。论到
犹大和耶路撒冷。2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
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3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
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
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
冷。4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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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第五章二十四到三十节：「24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

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
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25所以耶和华
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
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
不缩。26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咝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
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27其中没有疲倦的、绊跌的；没有打盹的、
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 28他们的箭快利，弓也上了弦；
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29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
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30那日，他们要
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匉訇。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
中变为昏暗。」 

 
造成这个可怕的结局的原因是什麼呢？是什麼原因使得第二章第

五节那个快乐的梦想，被打得粉碎呢？第二章第六到二十二节是个答
案，因为这很重要，我们需要带大家念过一次，所以这一段把它念过
一次： 

「6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
作观兆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7他们的国满了金银，
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8他们的地满了偶像，
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作的。9 卑贱人屈膝，尊贵
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10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
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11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
傲的都必屈膝，惟独耶和华被尊崇。12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
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13又临到黎巴嫩高
大的香柏树和巴栅的橡树；14 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15 又临到高台
和坚固城墙；16 又临到他施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17 骄傲的必
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惟独耶和华被尊崇。18偶像必全然废
弃。19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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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20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
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21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
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22

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麼
呢？」 

 
在这些经节中，从一些重复出现的字眼中，找一个特别的态度，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重复的字眼，重复的字眼，他这里讲到“充满
了”，讲到“骄傲狂妄”，讲到“自高”，这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态度，
以色列人的态度。你如果注意到二章二十二节，历历如绘的形容吗？
你注意到第八章十二到十三节中的对比吗？第八章第十二到十三节：
「12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
不要怕，也不要畏惧。13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
怕的、所当畏惧的。」我们应该尊重的不是人，而是神。 

 
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的作者以赛亚，当他在第三章开始要详细

描述，神针对人的骄傲所做的审判的时候，他就从二章二十二节，历
历如绘的形容，转变为用尖锐的断声的方式，第三章第二节，三节，
还有十八到二十四节，第三章第二节：「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
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
行法术的。」 

第三章第十八节：「18到那日，主必除掉她们华美的脚钏、发网、
月牙圈、19 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20 华冠、足链、华带、香盒、
符囊、21戒指、鼻环、22吉服、外套、云肩、荷包、23手镜、细麻衣、
裹头巾、蒙身的帕子。24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
替美发，麻衣系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 

 
在这里神注重人的两大分类，就是男人跟女人。在第二到十五节

他指出「男人被降卑」，第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就指出「女人被降卑」，
从二章六到二十一節所强调，男人最大的危机是来自什麼东西呢？男
人最大的危机其实就来自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和职位所产生的
骄傲，而女人最大的危机是来自什麼呢？女人最大的危机是来自她们
对于什麼的骄傲呢？就是她们对于她们自己美丽与外表而产生的骄
傲。 

然后第四章第一节描述神审判之后的结果，第四章第一节：「在那
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
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其实这一节应
该是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 

 
你看这个图画勾画得够清楚吗？第二章第一到五节的梦想，最终

有一天会实现，就是在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2到那日，耶和华发生
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3,4

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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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
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5 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
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
有遮蔽。6 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
避狂风暴雨。」我们真的盼望那一天的日子，早一点来临。 

 
然后我们继续到第五章，来看第五章，第五章以赛亚的指挥棒转

去向弦乐器和木管乐器，我们就可以来听第五章一到二节，一个很小
很短的曲，接着看接下来的解释，好，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 

「1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
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2 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
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
反倒结了野葡萄。」 

 
然後注意它第七节，它怎麼解释这一段呢？「万军之耶和华的葡

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
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 

 
那你觉得該为这个凄惨之歌，取一个怎麼样子的名字呢？请翻到

诗篇八十篇八到十六节和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那里也记载着同样
的图片， 

诗篇八十篇第八节：「8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
把这树栽上。9你在这树跟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
10 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11 他发出枝子，长到
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12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
路的人摘取？13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
14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 
15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16这树已经被火焚烧，
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 

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
种子，你怎麼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 

 
在五章第三节中，以赛亚书的交响乐曲里，敲击乐开始了他们的

演奏，第三节到第六节：「3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哪，请你们现今
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4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作之外，还有
什麼可作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麼倒结了野葡萄呢？5现在我告
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
墙垣，使它被践踏。6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锄刨，荆棘蒺
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 

 
到第八节的上半段，整个乐章奏起了一幅，可怕震耳欲聋的乐曲，

然後讲到六个历历如绘的灾祸，鉴于我们在第七节中解释了葡萄园是
指神和百姓，那麼灾祸是指什麼呢？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这些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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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 
第八节：「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自

顾自己独居境内。」 
第十一节：「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

酒发烧的人。」 
第十八节：「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

绳拉罪恶，」 
「20 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

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21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
人。22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 

 
当我们读完这些灾祸以后，你就知道说，右边的经文其实也用左

边的题目可以配合的， 
假信心    五 8─10                                
假英雄氣概   五 11─17                              
假安全感    五 18─19                              
假智慧    五 20                                   
假快樂    五 21                                   
假道德    五 22─23                               
 

我们站在後面一点来看这四章，去找出以赛亚书写这几章的时候，
心中最挂念的是什麼？然后用幾個字将它表达出来，他其實讲一件事
情，就是：一个不愿意与神维持一个谦卑，倚靠，喜乐、關係的人他
们的悲剧，他们的悲剧。 

 
基督徒如果是明白他们不需要以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个人的成就

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那麼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其实
他已经拥有了这一切。你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七节： 

「6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
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7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我们还能让神
再说什麼吗？ 

 
奥古斯丁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

将永远无法得到安息，除非安息在你的里面。」 
 
思考問題： 

1. 在以賽亞的時代，男人的問題是什麼？女人呢？今天的我們是
否不同？ 

2. 這段經文提到「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是指誰？他們的遭遇
給今天的我們怎樣的警戒呢？ 

3. 為什麼二至五章要取名為「夢想的破滅」？讓夢想破滅主要的
原因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