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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上） 
以賽亞書七至十二章 

 
彌賽亞奇怪的頭銜 
    来讨论一下弥赛亚奇怪的头衔，因为这里提到说，这弥赛亚就是那个苗
裔，大卫的后裔就是那个苗裔，所以我们就需要讨论一下，圣经里面描述弥
赛亚的一些奇怪的头衔。 
 
苗裔、本（原文是墩） 

他这里形容说弥赛亚是苗裔，是树的墩子，因为神告诉以赛亚说，他世
代的人是不会回转归向神的，他們会被像树一样被砍倒，砍得只剩下树墩子，
这听起来真令人泄气，还有希望吗？ 

 
还有的！神继续讲说，那「圣洁的种类，仍在那树墩子」， 

第六章 13 节：「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
在国中也是如此。」 
    因为有一天，第十一章第 1 节：「从耶西的本（就是耶西的那個，被砍
剩下的樹墩子）必发出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是神给以色列
人的应许。 
    到那一天，第 10 节：「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 
     
    那这件事情在启示录第五章第 5 节里面会得到实现，那里这麼说：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
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启示录二十二章 16 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
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在那里就会得到实
现。 
 
不僅如此，這位「苗裔」也將是一位王！ 
    不仅是这样，这弥赛亚，这苗裔也是一个王，你如果看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 5 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
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耶利米书三十三章 15 节：「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
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这件事将在启示录十一章 15 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到那时候会实现： 
「15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
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16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
就面伏于地敬拜神，17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
执掌大权作王了。」 
 
「苗裔」不僅是位王，也是位祭司！ 
    这苗裔不仅是个王，也是一位祭司，这是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 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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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这里说：「大祭司约书亚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
人大卫的苗裔发出。」 
第六章第 12 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
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必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这件事情将来会在希伯来书四章 14 节到第五章 10 节，還有希伯来书七
章第 7 节到 28 节，还有希伯来书第十章 21 节、22 节得以实现。 
 
可是，祂不僅是位普通獻祭的祭司，這位「苗裔」還是那被殺的羔羊。 
    好像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2 节，7 节，12 节里面这麼说，它说： 
「2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
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7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12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份，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
致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这件事情将在约翰福音一章 35 节，还有希伯来书九章 26 到第十章 12
节得以实现。 
    约翰福音第一章 36 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希伯来书九章 26 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
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希伯来书十章 12 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
下了。」 
  
    有了这些应许，我们就引颈举踵的等待着这一位苗裔的实现了。 
在以赛亚书四章 2 节的应许：「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得以实现。 
 
第七到第十二章：以馬內利 
    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的标题是“以马内利＂，犹太人和中国人有一点类似
的地方，就是我们对人名特别的重视，所以在我们看第七章到十二章的时候，
人名和它们的意义，就成了解开以赛亚书整个思路的钥匙，而且我们在第八
章第 18 节時，我们能够相当的肯定，关于以赛亚这两个儿子，以赛亚认为
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兆头，它的兆头的价值，完全建立在他们名字的意思上，
所以有这個了解以后，我们就来查考这一段非常出色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
的标题是“以马内利＂，在圣经中“以马内利＂这名詞第一次的出现，就是在
以赛亚书第七章中出现。 
 
歷史背景： 
    那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一下那个历史背景，犹
大王乌西雅死于公元前七百三十五年，同年，比加辖的将军利瑪利的儿子比
加背叛了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十
五章 24 到 27 节，所以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兰王利汛，以色列王利瑪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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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比加攻击犹大王亚哈斯，这是在历代志下二十八章 5 到 15 节里面所记
载的。 
亚哈斯为了要抵抗这两个国家的攻击，所以他从府库和从耶和华的圣殿里
面，并他一些首领的家中，取了所有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请求他援助，后来
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来攻击大马色，杀了利汛，而且击败了以色列的军队，
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十六章 7 到 20 节，以拉的儿子何细雅背叛利瑪利的
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十五章 29 节。何细
雅向亚述纳了极重的贡物才保存了他的王国，一年以后，亚述王提革拉毗列
色正式将以色列国改为行省，这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的历史的背景。 
 
思路的進展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整个思路的进展的情形，从第七章的一开始，
以赛亚正要去见亚哈斯王，可是他不是獨自一个人去见他，他带著他的儿子，
名叫施亚雅述也跟着他一起去，这个儿子的名字施亚雅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的名字，施亚雅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一小群劫后余生的人要回来」，那
我们记住，這对亚哈斯王来说，你如果看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 18 节，
這孩子是一个「兆头」，是一个什麼样的兆头呢？是一个「凶耗—吉讯」的
兆头？是那个邪恶的亚哈斯王他不想要的兆头，为什麼呢？因为如果「一小
群劫后余生的人要回来」的话，就表示人民要先被别国掳去作俘虏才行，这
正是亚哈斯王他绝对不想要的事情。 
 
    当时亚哈斯王被两个小国威胁，一个是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十个支派，
一个是叙利亚，就是亚兰。他不愿意被击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以赛亚给
国王另外一个兆头，一个名叫「以马内利」的男孩会出生，这名字的意思我
们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当然这是一个带着希望的兆头，
他先前的那两个敌人将要被击败，但是我们知道七章 14 节是在童女所生的
主耶稣的身上得到应验，可是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个兆头不仅是七章
14 节，还包括到 15、16 节，它这里是这麼讲的， 
    以赛亚书第七章 14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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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
与蜂蜜。16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
致见弃。」 
    整段经文是给亚哈斯王的一个兆头，你如果看 16 节的话，你听起来好
像，这个孩子在亚哈斯王那个时代就会出生，那是不是除了主耶稣以外，在
那个时代还有另外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呢？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说，原文这个童
女，处女，almah 意思其实只是指一个「年轻尚未结婚的女子」，当然是指
一个处女，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来讨论。 
     
    然后接下来，在以赛亚书第七章 17 到 25 节，以赛亚告诉亚哈斯说，他
说：亚述国不仅会来攻打北国，也会来攻打犹大国，所以你如果看这段经文，
七章 15 节所提到的孩子所吃的「奶油与蜂蜜」，是指那些在被蹂躏过之土地
上存活的人所吃的食物。在第七章 17 到 25 节以赛亚告诉亚哈斯说，犹大真
正的危险是从亚述而来，不是以色列或叙利亚，我们要知道那个背景，那时



舊約先知書概論：第三課（上） 

 

4 

候亚哈斯已经派人向亚述王求帮助，你如果看 
    列王记下十六章 7 到 9 节：「7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
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
我脱离他们的手。』 8 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
亚述王为礼物。9 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
汛，把居民掳到吉珥，」 
    或是以赛亚书七章 20 节：「那时，主必用大河外赁的剃刀，就是亚述王，
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 
 
    犹大国卻被亚述逼到几乎灭亡的地步，你如果看第七章 17 到 19，和八
章 7 到 8 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讽刺的一个转变。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八章，八章一开头就提到另外一个男孩子，
这个孩子名叫：「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它意思是什麼意思呢？意
思就是说：「赶快去拿掳物，速速去抢财物」，替一个婴孩取这样的名字是很
奇怪的事情，这个婴孩是以赛亚的第二个儿子，这个名字所显示「立即的」
意思，是指說这两个正在威胁犹大国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他们的
财宝会被亚述王带走；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十六章 7 到 9 节，还有十七章 1
到 6 节。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令人鼓舞的一个应许，换一句话来说，犹大國
不用再怕这两个国家。你如果再仔细再看一下，你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孩子
出生的时间和历史的情势，就在第八章第 4 节： 
    「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
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看起来与第七章 14 节所讲的那個小孩子的情
形，是完全一样，因为你如果参考第七章 16 节的话。 
 
    所以以赛亚的这个儿子，是否就是他在第七章 14 到 16 节所提到的那个
小孩子呢？可是这个小孩子并不是童女所生的，你如果看第八章第 3 节的
话：「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玛
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 
  

从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说，第七章 14 节是预表基督，可是这个经文，这
个预言，是不是应验两次呢？是如何应验呢？我们再回到第七章 12 节，你
会觉得很奇怪，以赛亚在第七章 12 节告诉亚哈斯王说，要他向耶和华要一
个兆头，但是亚哈斯卻回答说，他不试探耶和华，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
事情，說我们不试探耶和华，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为什麼神会藉着以
赛亚，这麼严厉的来责备亚哈斯，我们就需要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亚哈斯是一个非常坏的王，他不是因为敬畏而不试探耶和华，

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 6 到 8 节，就解释了这件事情，第六节他说： 
    「这百姓既厌弃西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汛和利瑪利的儿子」 
这西罗亚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水泉，它是一个可靠的水源，但是因为
它的水流得很慢，但是它很可靠，它在干旱的时候它还是有水，但是利汛和
利瑪利的儿子，为什麼他们喜悦利汛和利瑪利的儿子呢？你就要去看列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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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十六章 6 到 9 节，它这里形容说，亚哈斯王他心里喜悦他的阴谋，因为他
已经花钱买通了亚述，设计要对付利汛和利瑪利的儿子，利汛就是亚兰王，
利瑪利的儿子就是以色列王，所以第八章的第 7 节就这样告诉他说：「7因此，
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
水道，涨过两岸；8 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颈项。以马内利啊，他展
开翅膀，遍满你的地。」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整个故事，那时亚哈斯王认为他作了一件非常
聪明的事情，他花钱去收买亚述王来打叙利亚跟以色列。但是他没想到，亚
述王才是他真正的敌人，這亚述王打败这两个国家以后，他下一个就是来对
付犹大国，所以他们不愿意西罗亚这个可靠的水源，他们花钱去买亚述王，
结果后来，这亚述王就是好像大河的水，「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
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他会打到犹大，「涨
溢泛滥，直到颈项」，讓犹大国几乎要被他们灭掉， 
 
   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故事，第八章 5 节，以赛亚再一次描述
亚述像「洪水」一般的攻打神的地土，可是以赛亚却大声喊道说： 
「你使出全力来吧，你来攻击神的地土吧，但是神与我们同在。」 
在第八章第 8 节，他说：「虽然我们好像要被水淹没，快要被淹没了，但是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高声的喊叫说，以马内利」，就是说，神还是与
我们同在。 
    所以你如果看第八章第 9 节，他这里这麼说： 
    「9 列国的人民哪，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哪，当侧耳
而听！任凭你们束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束起腰来，终必破坏。10任凭你
们同谋，终歸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以赛亚形容，在大水漫过河岸，涨溢到颈项，就是在亚述的军队攻克犹
大所有其他的坚固城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喊着说，神与我们同在。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接下来这个以赛亚书八章 12 到 22 节，是神亲自对
先知所说的话，是对以赛亚来说，是安慰的话，第八章 12 节，它这里这麼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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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为你们所當怕的、当
所当畏惧的。14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作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向耶路撒冷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15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
并陷入网罗被缠住。』16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17我要等
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18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
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
迹。」 
 
    那这里的话，其实也是讲到，预表基督的一段话，这里也是神给以赛亚
安慰的话，但是中间也含着预表基督的一段话。可是对于那些离开神，去交
鬼，去求问交鬼之人的人，他们结语却是令人胆战心惊，第八章 19 节到 22
节里面，就是讲这一些人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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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19 节：「19 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
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細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
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 20 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
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21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
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22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
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 
     
    然后继续下去，神就应许说，有一天，那坐在黑暗和痛苦中的人，会看
见大光，是的，有一天，神应许说，战争会停止，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 2 节，
这里说：「2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
们。3 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
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4 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
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5 战士在乱杀之
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 
而且，不止这战争会结束，是的，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个婴孩，一个与这个大
光有关的婴孩会出生，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婴孩，他的名是什麼呢？他的名是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是的，有一个永不衰残的国度会来，那这个国度什麼时候会来呢？你就注意
到，这个应许是在胜过仇敌以后才有的，表明先要有分摊掳物，财宝之事，
就是这个「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这件事情要结束以后，这个婴孩
才会来。 
  
    然後我们继续读下去，从第九章第 8 节到十章 19 节的这段经文，你就
发现作者的整个思路，有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而且你若读这里有好几段，基
本上分成四段，文情并茂的词句里面，它每一句都以同样的句子来做结尾，
它是以什麼样的句子来做结尾呢？它是说，「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未转
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个句子在第五章 22 节时已经出现过了，所以我们
来看一下，它这里所分的四段，每一段神发怒的主要原因是在哪里？ 
 
    第一段是在九章 8 节到 12 节，它这里这麼说，第九章第 9 节： 

「9 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
自大的心说：10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
柏树。」第一段，这是神发怒，为什麼呢？因为这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
非常骄傲自大，非常骄傲自大。 
 
    第二段,第九章 13 节到 17 节，它这里说：「15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
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16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
败亡。17 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各
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各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
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些讲到说，他们这整个民族，整个国家，
他们的长老尊贵人，他们以谎言教导，把这些百姓引导讓他們走岔、走錯路。 
 
    第三段是在九章 18 节到 21 节：「18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蒺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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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稠密的树林中着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19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
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20有人右边抢夺，仍受饥饿；左
边吞吃，仍不饱足。各人吃自己臂膀上的肉。21玛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
吞吃玛拿西。又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
仍伸不缩。」 
它讲到说，在当时的以色列国家，他们的国民是怎麼样的一个国民，是邪恶
的人，他们对兄弟没有怜爱，他们是靠抢夺，想以为他靠抢夺，就可以满足
他们的饥饿，描述、描写到以色列当时邪恶的情形。 
 
    第四段是第十章 1 到 4 节：「1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
之判语的，2 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妇当作掳物，
以孤儿当作掠物。」 
所以它這裏讲到说，当时的人他们的律法，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屈枉正直，
都是在欺压这些贫穷人， 
 
    所以从十章第 5 到 19 节，神就宣告了对以色列和犹大国所要发的灾祸。
然后，当他宣告完毕以后，就转去宣告对亚述王，所要发出可怕的灾祸，所
以如果當時我们只读到第十章 8 到 14 节的时候，我们好像读到亚述王，为
他自己伟大的战绩而骄傲，而大言不惭地吹嘘他的國力和智慧的时候，我们
特别注意到，你如果看以赛亚书第十章 13 节、14 节： 
    「13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
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像勇士，使坐宝座
的降为卑。14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
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 
 
可是当我们听到神对他们的得胜，特别是他们对以色列和犹大国的进攻，几
乎造成完全毁灭这件事情，所下的评语的时候，就知道故事的完结篇与前半
段，有非常尖銳的对比，神怎麼来看待亚述国呢？对他们有什麼样的评语
呢？他说，亚述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什麼呢？手中的「棍」和「杖」而已，
第十章第 5 节，他这里这麼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 
换句话说，因为神的子民变成亵渎的国民，这是在第十章第 6 节，它这里这
麼说：「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
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 
因为神的国民，神的子民，变成亵渎的国民，所以神藉着亚述这个「棍」，
这个「杖」来惩罚他邪恶的子民而已。所以亚述只不过是神作为刑罚他子民
的工具而已，所以亚述是个残忍的斧头，是个邪恶的斧头，第十章第 15 节，
它这里这麼说：「斧岂可向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好
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非木的人。」 
  
可是，是神在挥动那个斧头，神举起锯子，抡起棍子，然后神在所定的日子，
神就会消灭这个邪恶的帝国，所以你如果看，参考以赛亚书十四章 24 节里
面这麼说：「24 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
意，必照样成立，25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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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加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26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
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27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意，谁能废弃呢？他的
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 
此外，你如果再看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 8 节的时候，它这里这麼说： 
「8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哪，要心里思想。9你们要追
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10我从起
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
的，我必成就。11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
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作成。」 
这四十六章也很精彩的表示出，神拥有至高无尚的权柄，掌管世上所有帝国
的命运。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解释说，这世上政治领袖的每一件恶行啊，
例如说希特勒，斯大林他们作的，都有神在表现他至高无上的权柄。但是我
们能够绝对的把握一件事情，神像过去一样，仍是拥有至高无上权柄的神，
他最后会给这一些人，他们适宜的审判。 
 
    在十章 20 节，作者再次回到第七章第 1 节那时候的思路，他再次提到
那个小孩子，提到第一个小孩子施亚雅述，就是「一小群劫后余生的人要回
来」，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第十二章的结尾，它这里说，有一天，他们不再
倚靠那擊打他们的，就是那个亚述，却要诚实倚靠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
人，有一天，會归回。可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亚述会先蹂躏犹大王，就
是在第十章 20 节到 23 节。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神最终一定会刑罚這邪
恶的帝国，第十章 33 节，它这里说：「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
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 
 
    而且最后在第十一章第 1 节，它就讲到这个应许，这个伟大的应许，它
说：「1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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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十二章第 1 节他就讲到：「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以转消，你又安慰了我。」 
第十二章第 6 节说：「锡安的居民哪，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
列圣者乃为至大。」 
 
    我很快的把这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的整个思路，跟着作者的思路，很快的
把它走过一次，這讲起来是非常的戏剧化，所以在整本圣经中，它是好像秋
风扫落叶一样，一路的向里推进，整个事件最后是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达
到最高潮。 
 
思考: 1.為什麼神不喜悅亞哈斯“不試探耶和華＂的言語？今天的我們該避免 
       怎樣的態度呢？ 

2.基督徒在最困難的光景下是否仍能呼喊“以馬內利＂呢？ 
3.為什麼人不願倚靠神，卻想要去求問交鬼的人？ 
4.面對那些現今得勢掌握權勢的邪惡之人，我們該有怎樣的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