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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下） 
以賽亞書七至十二章 (續) 

 
以賽亞七至十二章中關於彌賽亞的預言 

当我们讨论以赛亚书七至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要提到这几
章中有关彌赛亚的预言，就会牵涉到一些问题，当犹大的拉比研究这几
章的时候，毫无问题的会认为，它们是强调弥赛亚的来临，和我们的看
法是一样，特别是在第九章第 6 节到第 7 节，和十一、十二章，你也可
以说八章 13 到 15 节，好像也是在讲到弥赛亚。可是这并不表示说犹太
人的拉比认为，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神，绝对不是。犹太人的拉比，
犹太人的老师，的教师们认为，这弥赛亚只是一个大卫王的后裔，只是
耶西的根所发的一条枝子，他会再度坐在大卫王的宝座上面，来永远治
理一个公义的国家。但拉比们解释九章 6 节所提到的名称，他们也承认
这一些都是指神，它讲到神是奇妙、策士啊等等这一些，但是他并不认
为，它是在说那一位婴孩是神，所以他们大多数人认为，七章 14 到 16
节在亚哈斯的时代已经应验了，不是在指弥赛亚。 

 
 但是因为新约圣经的记载，我们毫无疑问的相信说，这几章经文所

指主人翁，不仅是指弥赛亚，而且是指神的儿子，你特别看到第九章第
6 节那里所说，它是指到是神自己，我们就不容置疑了，所以从七章到
第十二章里面，中间最引起争辩的经文，其实是在七章 14 到 16 节，所
以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查考这一段经文。虽然我们在新约里面很清楚
地指明说，七章 14 节是指弥赛亚，可是鑒於七章 14 到 16 节与第八章
第 1 到第 4 节之间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就需要来探讨说，到
底以赛亚同时代的人，对第七章 14 到 16 节有怎麼样子的解释呢？我们
如果这样去看的话，我们就很自然的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对当时与
以赛亚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认为，七章 14 到 16 节指的婴孩，就是指
那个「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这个婴孩， 
 
以賽亞書第七章的嬰孩與第八章「瑪黑爾沙拉勒哈施罷斯」的比較 

 我們來对照一下，七章 14 节到 16 节，它讲到以马内利，它讲到婴
孩是一个记号，在七章第十四节里面，它说：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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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看第八章第 18 节，它讲到這婴孩是一个记号，而且在第八
章第 4 节的时候，它讲到说，这孩子会说爸爸和妈妈以前，就是讲到他
能夠分辨善恶以前，他们所惧怕的那两个国家会被毁灭，在第八章第 4
节是这麼说。 

 
然后其次在第七章第 17 节，讲到说亚述会入侵犹大，所以我们看第

八章第 7 到 8 节，它也讲到说亚述会入侵犹大， 
 
然后在第七章里面讲到说，有一位特别的年轻女子，这當然是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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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预言的时候还是处女，会生个婴孩，以赛亚当时的听众会假设，她
会结婚以后才有小孩子，那如果看第八章就知道，婴孩的母亲是以赛亚
的妻子，在生這婴孩以前，她是一个女先知，你如果看第八章你就知道
说，这婴孩的妈妈是个女先知。她是不是有可能是在以赛亚第二个新的
妻子，而在当时的时候，她仍然是处女，在这里却并没有解释，所以也
许有可能，在以赛亚说这预言的时候她还是处女，后来以赛亚跟她一起
同房生了这第二个儿子。 

 
 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以赛亚当时的时代的人认为，七章 14 到 16

节是指后来以赛亚跟那女先知所怀孕所生的一个儿子，但是我们要知
道，圣经里面很多预言有時候「双重的实现」。圣灵藉着一件事情，后
来很快发生的事情，为了要预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新約作者認為這些經節是預表彌賽亞或基督 

 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作者，认为哪一些经文是预表弥赛亚或是基
督，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找出哪一些经文，是引用以赛亚的经文，来预
表基督，你可以用串珠的聖经去找，但是我现在就把这些经文列出来，
让你们可以看；新约在什麼地方引用呢？ 

以賽亞中的經節        新約作者引用這些預表彌賽亞的經節 
1. 以賽亞七 14─16   馬太一 22-23 
2. 以賽亞八 14    彼得前書二 8，羅馬書九 33 
3. 以賽亞八 18    希伯來書二 13 
4. 以賽亞九 1─2      馬太四 14-16，路加一 32，約翰八 12 
5. 以賽亞九 6─7      路加一 32-33，啟示錄五 5-13                                             
6. 以賽亞十一 1─5，10  羅馬書十五 12，啟示錄五 5，二十二 16 

 
 当我们查到這裏，我們就很容易就说，以赛亚书七至十二章，这里

讲的最重要的，是有关主耶稣要来的应验，但是我们来看这样的经文，
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先从以赛亚那个时代
有关的角度来看。因为这段经文是对以赛亚那个时代的同胞们所说的信
息，所以我们就问到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他的经文中看到，以
赛亚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又把他的视野再向前，就是向以后的世代七
百年，来跳到那七百年，耶稣降生的时代来说，或是跳到两千七百年以
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时代，来讲这经文呢？我们如果从经文来仔细来
看的话，我们是找不到任何经文，能看得出来，以赛亚那时候已经看到
七百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或看到两千七百年以后，我们要解释经文的
方法，他完全没有这种跨越时代的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对这一段经文，
我们该怎麼样来了解呢？我们现在先来从第七章 14 到 16 节和八章 4
节拿来比照以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 22 到 23 节，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圣灵

感动以赛亚写第七章 14 节的时候，圣灵已经想到，主耶稣将要由童女
而生的这件事情，而耶稣基督确实是童女所生的，这是十分清楚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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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并不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为什麼呢？因为这个预言不仅是七章 14
节，还包括了 15 节和 16 节，你如果看七章 14 节的话，从当时人的角
度来看的话，你就发觉，听起来仿佛这件事情，是指一個亚哈斯所认识
的人，而且显然七章 15 节到 16 节，是说这预言很快就会应验。那我们
从第七章十六节跟第八章第四节中间非常相似的角度来看的话，会不会
看得出来，是不是应该这麼解释，当时以赛亚跟亚哈斯说的时候，是指
一个亚哈斯所认识的，一个未婚的女先知呢？后来却变成以赛亚的妻子
呢？这意味着以赛亚是娶了两个妻子，那这是很有可能。 

 
我们还记得，以赛亚他很肯定的说，他这两个儿子都是神给他的一

个预兆，你看第八章 18 节： 
   「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儿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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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说，以赛亚那时知道他两个儿子都是神给他的预
兆，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意味着，以赛亚他的第二个妻子，是一个亚哈斯
所认识的，一个未婚的女先知。 

 
我们就回到一个问题，童女 almah 这个字，这个字是什麼意思？这

个字的意思并不是问题的核心，为什麼呢？因为希伯来文 almah 这个字
的意思，是指年轻尚未结婚的女子，尚未结婚的女子在当时应该是指处
女，而且他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以及在與以赛亚结婚之前那个女先知
仍然是处女，所以很明显的，以赛亚妻子怀孕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奇迹，
看以赛亚书第八章第 3 节，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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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如果说我們对一个道德高尚已經定婚的一个女子说，我预言
你有一天你会生孩子的话，那你说，这一句话，你说的时候，是认为她
将来会结婚，而且会有正常的怀孕，我们一般是这样的认为。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什麼以赛亚的儿子，不是叫作「以马内利」

呢？這個問題問的好，为什麼主耶稣的名字不是叫作「以马内利」，主
耶稣后来起名，不是取名叫「以马内利」？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21 节，
它说： 

「21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
姓从罪恶里救出来。22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
23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但是你要知道，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22 节，那时再次把这个名字提
出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日。」 

因为藉着婴孩，藉着耶稣基督到世界这件事情，就实现了一件事情，
实现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应许，就是以马内利，并不一定要成为
耶稣基督的名字，只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藉着这一样事情，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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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名字并不一定要叫以马内利。 
 
所以我们知道，被命名为以马内利的人并不一定是神，因为他也可

以是像說，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对旧约的信徒来说，耶和华神会
像婴孩一样被生出来，这是绝对不能相信的。這在当时的时代，他们没
有办法相信这樣的事情。到新约的时候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奥秘，是神从
亘古以来的一个奥秘，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才显现给当时的圣徒们知道，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六章 15 节到 16 节，它这里说：「15到了日期，那可
称颂、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16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
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
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阿门！」这里将以色列人对神的看法很
清楚地描述出来，这是一个很正确的看法。 

 
基於这段经文，就是甚至到了道成肉身已成了事实以后，神变为人

这个真理，對当时以色列人还是個无法想像的概念，我们有时候也是很
难理解的，所以在旧约时代的信徒们，认为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
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是大卫的后裔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能说，期
待他们有更深的看法，因为甚至在新约的时代时，我们还是经过了很长
的时间，我们才有办法了解这件事情， 

 
那麼童女生子是不是很重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是需

要童女生子这件事情来证明嗎？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的
儿子，这件事情是需要童女生子来作证明的，为什麼？因为不然的话耶
稣有其他的父亲的话，他就不是神的独生子，但是主耶稣用这种圣灵怀
孕，是不是应验了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呢？在马太福音来说和路加福音都
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是应验了以赛亚他所说的这件事情， 

 
虽然后来很多人用童女怀孕，来证明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但是在圣

经里面，从来没有用这个论点来证明耶稣基督的神性。因为我们知道亚
当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这不表示他就是神，我们就知道亚当他也是
一样，他也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但這不表示他是神，他只能证明说，
人類是从神所生的，就好像在使徒行传十七章 28 到 29 节，它说：「人
是从神所生的」。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靠着什麼能证明他是神，最大的证据是什

麼呢？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在罗马书第一章第 4 节，它说：「按着圣善
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从童女怀孕生
子，聖經裡面并不用这件事情来证明他是神，但是因为如果他不是童女
生子的话，他就不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那有些人认为说，因为是童女生子来证明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是的，

当圣灵降临在马利亚身上的时候，天使说那孩子是圣者，在路加福音第
一章第三十五节，可是在圣经里面，並没有一处曾经说到，犯罪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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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从生理的父亲而来的，也许真的是这样，可是我们并没有把握。圣
经并没有用童女生子来解释主耶稣是无罪的。我们从马太福音一章 20
节可以知道，耶稣是马利亚从圣灵怀孕，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所以耶
稣是无罪的。另外在希伯来书四章 15 节说到：「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
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
罪。」这一個聖經節也证明耶稣的无罪。 

 
这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以前的时代，怀孕一定需要男女两方一起

来怀孕才能生子，但现在如果是说，将来可以克隆一个人的话，将来就
可以不需要男女双方来怀孕生子，那这样生出来是不是就没有罪？所以
我们不能拿童女怀孕生子来证明说，耶稣是无罪性的，是因为童女怀孕
生子这件事情来的。 

 
 我们如果把七章到第十二章，把焦点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

那我们就发现，基本上这里有很多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和耶穌基督有關，
我们刚刚讲到第七章第 14 节，講到有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第 14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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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23 节里面提到的。 

 
 同样第八章 14 节其实也是讲到主耶稣，它说：「他必作为圣所，却

向以色列两家作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
和网罗。」这是在彼得前书二章 8 节，还有罗马书九章 33 节里面，彼得
和保罗这两位圣徒，都引用这节经文，来说明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绊脚石
的这件事情。 

 
 第八章第 18 节，它这里说：「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儿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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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
伯来书二章 13 节，虽然以赛亚认为他自己和他两个儿子，是神给他作
为预兆和奇迹的。可是圣灵引导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节经文来强调，
主耶稣与神的儿女一样，是有血有肉之人。 

 
 还有以赛亚书第九章第 1 到第 2 节，它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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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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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太福音四
章 14 到 16 节，就引用这一节经文来说明，主耶稣基督像大光一样从加
利利出来，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 32 节和约翰福音八章 12 节，却用他来
指出「主耶稣是外邦人之光，是世界的光」。 

 
 还有第九章第 6 到第 7 节，它这里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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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
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
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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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基本上在路加福音第一章 33 到 36 节，它这里说，神把大卫的宝
座赐给马利亚所生的婴孩。在启示录五章 5 到 13 节也是描写主耶稣是
大卫的根，将执掌王权，直到永远。 

 
 以赛亚第十一章第 1 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

必结果实。」 
第 10 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保罗又引用这個经文来将希望带给外邦人，也指出主耶稣将来要掌

管全世界，所以你如果看罗马书十五章 12 节。你如果参考类似的经文，
在启示录五章 5 节，它这里也提到，它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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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启示录二十二章 16 节，它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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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十一章到十二章，这两章都是向前瞻望，看到

這大君王在他的国度，你如果看十二章第 6 节，它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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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如果看
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第 2 节：「2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
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3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
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这两节经文其实非常相似，所以
我们就知道，以赛亚书十一章和十二章这两章，都是以赛亚那时向前，
向前瞻望，看到将要來神的国度的光景， 

 
 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我们需要抱一个正确的

态度，就好像我们看所有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先尽量的去了解作者
当初如何看他所写的经文，你會發覺一件事情，他们常常期盼神会很快
的惩罚罪恶，然後接着就是公义的国度，马上就降临在以色列国。可是
先知书写完了几千年以后，这些事都还没有应验，那我们就不加思索的
认为说，神带领先知们跨越了一大步，到历史的后期。好像我们在读先
知书这几章经文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看到这跨越的这一步，甚
至可以说，根本找不到先知书跨越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好像先知们都
认为說，他们所盼望的，不会在短时间之内就实现。 

 
所以我们来了解在以赛亚书七章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赛亚

在描述，神向他可怕的敌人亞述國的惩罚，每一段后面，你如果看，第
八章 7 到 22 节，十章 12 到 19 节，十章 24 到 34 节之后，在每一段以
后，马上又写下神给以色列国一个「公义的国度」的应许，你看九章 1
到 7 节，十章 20 节，十一章到二十章第 6 节，這让我們印象深刻。 

 
可是我们回顾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发觉，神拯救希西家王脱离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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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控制以后，繼位的却是犹大国有史以来最邪惡的一个王，就是玛拿
西，那怎麼有可能？就是好像说，先知所给的应许就是神给他们解脱以
后，马上公义的国就来到。但是神给希西家王解脱以后，继承希西家的
王，后来确是一个最坏的王。所以我们在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需要作
一个基本上的，心态上的调整，我们必须认为说，神的预言要花很长的
时间才會应验，但这听起来是非常令人泄气，好像神把这令人泄气的事
情，故意向以赛亚隐瞒。但是我们需要相信，神还是希望他的子民，在
历史上任何一段时间，都能有权享受他所盼望得的特权，就是他们所等
待神国度的梦想，在他们的时代很快就会达到，神还是希望他的子民真
的能够回转，所盼望的国度很快就能夠来到。 

 
 其实這也和我们现在的情形一样，我们过去教会两千年来，一直盼

望神的国度馬上就来到，你如果参考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21 到 22 节，帖
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也认为基督会在他那个时代就回来了。这表示他
们也盼望说耶稣基督在他们活着的时代就回来，可是到他们临终的时
候，耶稣都还没回来呢。也许有人认为说，好像没有让以色列知道这件
事情，但是在第六章以赛亚已经知道两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你如果回去
看第六章的话，他已经知道， 

1. 他当代人是不会回转归向神的。 
第二个，以赛亚那时已经知道说， 
2. 以色列人唯一的希望是在那圣洁的种子，一個大卫的后裔的王。 
所以他那时已经知道说，他那个时代是没有指望，不表示说他对那

个时代的人没有盼望，他也希望他那个时代能够回转，讓神的国度可以
马上来，但其实在第六章，他已经知道那令人灰心，令他心碎的一個事
实，就是说，在当时的世代的人是不会悔改，所盼望大卫的根，耶西的
根，是要在他们被擄以後才有办法实现。 

 
 第七章第 3 节有讲到说，神在惩罚亚述国以后，一小群劫后余生的

人要回来，在第七章第 3 节，施亚雅述名字的意义，你可以参考第四章
20 到 22 节。这些回来的人是指在主前七百三十二年到七百○一年，被
亚述掳去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他们回来。 

 
 所以当以赛亚写到第十三章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确定他

的时代，他写十三、十四章的时代。他应该已经知道，神对恶人的惩罚
和公义国度的来临，不是指他近期的亚述国的事情，而是要等到巴比伦
的时代，起码要等到巴比伦帝国的时代，在主前六百一十二年到五百三
十六年，后来耶利米和以西结也都抱着同样的希望，认为说神公义国度
的来临是在巴比伦帝国结束以后才会来临。 

 
 但以理是第一个听到神说，公义的国度要等到巴比伦帝国以后，还

要再遲才来到的舊約作者。神告诉他说，巴比伦国以后，还要另外有三
个帝国来，這是在但以理书二章和第七章，神也启示他说，巴比伦灭亡
以后，在弥赛亚来临之前，起码还要经过七十个安息年，这假設七年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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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但以理书九章 24 到 27 节。到后来这些先知们才慢慢清楚，神公
义的国度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有可能来。 

 
 我们也许在读圣经的时候，還要考慮一些因素，在圣经里面，我们

偶然会碰到一些經節说，只要神的子民，真的是願意转意，真心悔改，
神所应许的国度，就会真正来临。神因着他永存的智慧，知道每一个景
況；他知道他的子民会不会回应，知道他在每一个时代，他所提供的福
祉会不会真的实现，可是神每次提供这个应许的时候，都是真心真意的，
神是愿意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悔改，但是也许神预先知道這件事情，在
这个时代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一些神国
度的应许，神是真心的是给以色列人有这样的应许，希望他们能够回转，
让他的国度可以实现，但是神却知道，尤其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后半段的
时候，告诉以赛亚，說他們，基本上，那个时代的人是不会回转。我们
以后還会再仔細的讨论这观念，到底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是不是
真心的应许，或只是说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实现，但还是给他们的应许。 

 
 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麼犹大跟以色列的人，对神恩惠表现出这麼

奇怪，这麼负面的反应？我们要知道到底以色列人和犹大，神是怎麼样
来评论他们呢？你如果从第七章到第八章，我們可以找出一些线索，他
们，基本上，当时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麼呢？他们有属肉体的骄傲，他
们以为他们不需要靠神，不需要遵守神的教导来行，所以在当时，在他
們的社会就行出不义，没有秉照公义来行。我们也来想一想，為什麼他
们明明知道神可以给他们应许，可以让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他们还
是拒绝呢，这其实在今天的世代也是一样，就是神虽然应许给我们拯救，
但是还有很多人还是硬着心，还是來拒绝神。 
 
以賽亞書十章 9 節 

 最后我们来搭建两座有趣的历史桥梁，第一个是在以赛亚书十章 9
节：「迦勒挪岂不像迦基米施吗？哈马岂不像亚珥拔吗？撒玛利亚岂不
像大马色吗？」 

你如果去参考一个很好的圣经地图，我们就可以找出下面四对古老
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地理位置。 

 
迦勒挪：迦勒挪与阿摩司书六章二节的甲尼是同一个城市，是宁录

所建四个城市之一，你可以参考创世記十章第 10 节，在幼发拉底东岸，
巴比伦东南约六十英里的地方， 

迦基米施：迦基米施位于今天的叙利亚与土耳其交會之處。 
哈马：哈马在今天的叙利亚北部， 
亚珥拔，这是哈马旁边的一个叙利亚的都市。 

 
以賽亞書十章 28 到 32 節 

 第二个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章 28 到 32 节，你可以想像你正住在耶
路撒冷城内，已经听说了亚述人可怕凶残的暴行，每天传来的消息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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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军一天一天地逼近，你胆战心惊地在等待着，28 到 32 节：「28亚述
王来到亚叶，经过米矶仑，在密抹安放辎重。29他们过了隘口，在迦巴
住宿。拉玛人战兢，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30迦琳的居民哪，要高声呼
喊。莱煞人哪，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突啊，31玛得米那人躲避，基
柄的居民逃遁。32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锡安女子的山，就
是耶路撒冷的山，抡手攻他。」 

以上每个地方之间，间隔约小于八个英里。 
 
綜覽以賽亞書七至十二章的文思進展 

 我们現在来综览一下，以赛亚书七至十二章的文思进展，七至十二
章的题目是「以马内利」，这是以赛亚蒙召之后，开始实行他先知的任
务，我们第一次看到犹大因骄傲所导致的邪恶，和他们为什麼拒绝神，
可是纵然他们行恶，神仍然应许会赐下恩典给他们；就是帮助他们解决
当前的危机，他们当前的危机是什麼呢？就是以色列国和叙利亚扬言要
攻打犹大，可是并没有真正的实行，他们真正的危机是什麼呢？是即将
来临的危机，就是亚述军队的进攻，这是发生的主前七百三十二年和七
百二十二年，那时亚述进攻以色列，七百○一年进攻犹大， 

 
神的恩典分别可以从以赛亚书七章 14 到 16 节，八章 4 节，9 节，

10 节，十章 24 到 27 节，33 节和 34 节看出來。最后有一位大卫的子
孙，以弥赛亚的身分来作永远的王，这是在以赛亚书九章 1 到 7 节，十
一至十二章，同时圣洁的种子，大卫的根就会发芽，他们充满欢乐的国
度就会实现。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交响乐曲中的三个主题，交织着出现，人的

悖逆，神的恩典和他最终国度的荣耀，我们的神真是至高全能之神哪。 
 
这一段也描述了亚述国向西拓展版图时，所表现出来的目空一切的

狂妄，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十章 5 节到 14 节，还有 28 到 32 节，这让
以赛亚的第四个主题，神的审判和惩罚更显得有呼之欲出的感觉，你可
以看以赛亚书十章 12 节，还有 16 节到 19 节，还有 33 节到 34 节。 
 
思考問題： 

1. 為什麼主耶穌沒有被取名為「以馬內利」？ 
2. 什麼原因導致猶大和以色列對神的恩惠表示出奇怪、負面的反

應？今天的基督徒是否也犯同樣的錯誤？ 
3. 你同不同意我們無法用童女生子來解釋主耶穌是無罪的？什麼是

證明主耶穌是神的最大證據呢？ 
4. 克隆人與聖靈懷孕生子有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