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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下） 
以赛亚书二十四至二十七章 

 
第二十四章：當虛謊的嘉年華會終了時 

  十三章到二十三章讲到这些预言以后，二十四章就讲到，当一个国家
的罪恶重于他的公义，他被放到天平上去秤，已经显出他的不足的时候，
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的光景。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描寫神的属性，说神
很伟大，有些描写神的慈爱，有些描写神的恩典，有些描写神的能力。但
是，有些经文所以伟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将神那个无限的可怕的愤怒揭开
给我们看，我们知道，神不只是慈爱，不只是有恩典的，神也是公义的，
神也是忌邪的神，神也是会愤怒的神。所以有些经文把这神，的那个无限
的、可怕的愤怒，揭开给我们看的话，那個经文就显得非常的伟大。在以
赛亚书二十四章是其中的一个地方，在以赛亚书有三个地方是讲到神的愤
怒，一个是二十四章，一个是三十四章，还有第三个是六十三章的第 1
到 6 节。所以我们讲完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对万国的严厉的默示以后，
二十四章就是最後的一幕。 

 
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常常想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

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命运，跟我们所处的国家，我们所属的民
族，我们所生活的国家，我们生活的土地或我们生活的地区，其实都是息
息相关的。所以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罪恶重过他的公
义的时候，神会审判的，这是在前面，我們在十三章到二十三章里面所提
到的。 

当神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的
每一个分子，都没有办法免开那个命运，所以我们的命运是跟我们的国家，
跟我们生活的地区，跟我们所属的族群的命运是分不开的，神会怎麼样审
判这个世界呢？也许会用天灾，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说：「天作孽，
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其实在先知书里面也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
说，如果是神要藉着天灾来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他可以因为先知的祷告
而免去这个刑罚，但是一个人如果是因为自己的罪恶，被自己的罪恶所审
判的时候，他是无法逃脱的。神也会藉着一个更坏的民族来刑罚我们的，
所以你如果看这个二十四章 1 到 6 节的时候，你应该需要把我们在过去
五十年所发生的事情，跟这个经文来对著，一起来对照。你如果去看 1
到 6 节，你就会想到，在五十年代后期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形，
还有在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候的光景，其实讲得非常像。所以你如
果看二十四章 1 到 6 节，你去读它的时候，你就发觉这经文所描写的，
正是在当时我们中国人每一个人所遭遇到的命运，我们听她来念一下， 

第二十四章：「1 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
将居民分散。2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
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
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3地必全然空虚，尽都是荒凉。因
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4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
也败落了。5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例律，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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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约。6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
剩下的人稀少。」 

 
你如果继续看一下，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 12 到 16 节，他再一次用

那个交响乐进展中，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来描述，你记得我们前面谈过，以
赛亚书基本上进展方式是用交响乐式的進展方式，他有很多的表达方式，
有一种最好的方式是用什麼方式呢？就是所谓的对比的方式，所以你看那
个以赛亚书二十四章 1 到 13 节，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它讲到神审判一
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光景的时候，但是在最绝望的时候，你又
好像听到神国度荣耀的希望从遥远地方传来，就好像在第 16 节里面，所
以你如果去对照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以赛亚书二十四章 12 节到 15 节：「12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净尽。
13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14这
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15因此，你
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 

而你到第 16 节，它这里这麼念：「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
耀归于义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
诡诈的大行诡诈。』 」 

 
   你就发覺這里，在最不好的时候，他突然听见，从东方有荣耀耶和华，
从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的名，而且慢慢那个声音传过来，说什麼呢？
「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这是遥远的东方传过来这样的声音，但
是我现在的光景是什麼呢？他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
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 

 
    你就发现这以赛亚，是非常知道怎麼用这种对比的方式，来表达他这
信息，他的才华真的在二十四章里面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你就会发觉，
在二十四章 14 到 16 节上半段，喜乐的经文后面，又听到神的愤怒倾倒
在地上時候的悲惨情形，当他们在听到黑暗和呻吟的时候，似乎在遥远的
远方，越过黑暗的那个地方，他们也听见人们歌唱的声音，「说，荣耀归
于那义者」。是的，神的审判，真能够引领义人通往神国度的门。 
 
   这一段经文你如果仔细是去看的话，與我们中国自己所发生的情景来
对照的话，你就发觉真的是在形容我們中国，就好像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
的时候，那时他们还可以听到，遥远的地方有人声唱着说，「荣耀归于那
义者」，那个是有希望的。你如果现在来看的话，中国的过去五十年，神
藉着不法之人的手来审判我们中国人。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贵到国家的主
席像刘少奇，或是一个大学教授，或是一个农民，大家都一样，有同样的
命运。但是因为神藉着这不法的人，将许多基督徒分散到中国各地，基督
徒被破坏，被分散，到许多偏远的地区，但是福音也因为这样才传到整个
中國。所以我们如果看二十四章，我们真的是要从心里赞美神，神真的是
藉着这个审判，让我们中国有更多的人可以称义，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以后可以慢慢去读，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里面也有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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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 7 到 12 节，这里所描述的，
跟启示录十八章 21 到 23 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巧合，为
什麼呢？因为它这是描写巴比伦，巴比伦代表什麼呢？代表这个世界，这
个世界将要被毁灭的时候，它在死亡之前的呻吟，我们知道巴比伦所预表
的是一个哲理的系统，这里所描述的，就和启示录所描述的是非常的相似。 

 
   你如果看二十四章 7 到 12 节，这里这麼念：「7新酒悲哀，葡萄树衰
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8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
乐也止息了。9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10荒凉的城拆
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11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
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12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净尽。」 
 
   然後你继续看启示录十八章 21 到 24 节，这里这麼说：「21 有一位大
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
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了。22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
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决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
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23灯光在你中间决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
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
你的邪术迷惑了。24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
看见了。』」 

 
以赛亚书二十四章 21 到 22 节：「21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

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22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
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 

 
   这基本上是和启示录二十章明显是有关系，它两个都描写耶稣基督第
二次来临以后，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及接下來永远的死亡，或永远活着的
景况的来临之前的情形，这基本上記載在啟示錄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所
以以赛亚描写到，当神审判世界的时候，是讲到「主耶和华的日子」，世
上邪恶的统治者，将会有什麼样子的下场呢？这是在启示录二十章 4 到 5
节，在那之前所有的信徒都已复活，在地上与基督一同掌王权，可是其余
的死者呢？其余的死者要等到千禧年之后才复活，然后他们要接受神的审
判，这是在启示录二十章 12 到 13 节。这迟来的审判，与以赛亚书二十
四章 21 到 22 节的，是非常吻合，有人是用这个来支持前千禧年的说法，
就是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前回来，实现他对以色列人要建立大卫国，王国的
特别应许，在那以后，邪恶的使者才会复活，接受启示录二十章所描述的，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千禧年的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因为这是神学的
问题，我们有另外神学的课程来讨论。 
 

以赛亚的默示达到高潮的时候，也就是对以色列的默示的高潮，所以
你如果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觉它其实也是描写神对中国人的审判。我
们可以想像，当亚当跟夏娃离开伊甸园的门口，他们站在那个挥着火剑的，
就是着火的剑，的天使的门外，回头看伊甸园的时候，那时候是怎麼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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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景呢？他们是独立了，亚当夏娃那时真的是独立了，不需要靠神了，没
有神来管他们，他們可以任意而行了，在创世記第一章 27 到 31 节，第
二章 15 节。几千年来，我们虽然都知道人生注定是一场过眼烟云，但是
亚当的子孙们，还是想尽办法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想要趁机及时行乐，
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但是有一天，神会这麼说：
「游戏已经结束了，落幕吧！」神有一天会审判这个地，会审判每一个人，
这就是以赛亚书二十四章里面所要表示的信息。 
 
綜覽賽十三至二十四章的文思進展 

我们要回头来综览一下，以赛亚书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整个的文思进
展，特别是与以赛亚这个交响乐曲中四个主要的主题有关的部分，第十三
至二十三章讲到默示，这几章继续描述神的审判这个主题，而且成为它的
中心思想。我们的焦点则集中在十三和十四章，就是神对巴比伦的审判，
这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历史上已发生过的玛代人的进攻，这是在以赛亚书
十三章 17 节，一个是将来世界末日时，神因邪恶刑罚世界，这是在以赛
亚书十三章 11 到 13 节，虽然以赛亚书十四章 14 到 20 节，肯定是指巴
比伦的最后一位王伯沙撒，你可以参考但以理书五章 22 到 23 节，还有
30 节，还有其他许多的描述，还有以赛亚书十四章 13 节到 14 节，还有
16 节里面所指的人，还有十四章 17 节，讲到他没有释放犹太的俘虏，还
有十四章 18 到 20 节，他没有得到国葬，虽然这些经文都指出来，这里
所讲的是指巴比伦最后一位王伯沙撒，但也可能是影射撒旦，因为他是世
界的巴比伦哲理系统的统帅，在这段经文中有几处经节提到神的恩典，和
他最终的国度，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十八章第 7 节，十九章 20 到 25 节。 

 
第二十四章讲到虚谎的博览会结束了。这是将神的审判和神国度的荣

耀连贯在一起最生动的桥梁。这里讲到神的审判是在二十四章 1 到 13 节，
还有 16 节的下半节到 22 节。这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对神在最后审判时
所发出的愤怒，最历历如绘的三处描述之一。这一段经文也讲到神国度的
荣耀，在二十四章 13 到 16 节的上半节，还有 23 节，这两个在这一章里
面被连贯在一起，然后后面的这个神国度的荣耀，这个主题就成为第二十
五至二十七章中的主题。 
 
第二十五至二十七章：有希望！神是信實的 

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如果要给这一段经文一个题目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这样的题目《有希望！因为神是信实的》。 

 
我们又回到二十四章 14 到 16 节上半节，当以赛亚正在描述神可怕

的审判的时候，他停下来倾听，在遥远的地方有人在歌唱欢乐的歌曲，我
们看一下， 

二十四章 14 节：「14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
那里扬起声来。15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名。」 

十六节的上半节：「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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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想说，在神震怒的时候，在神审判的时候，还有谁可能歌唱呢？
在那个破碎的世界呻吟之后，隐隐听到的歌声，在二十五章和二十七章，
却变成它的主题曲，它的主题曲其实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所
有信神的人，是有希望的。为什麼呢？因为神是信实的。 

你可以看在二十四章的第 23 节，他讲到说：「那时月亮要蒙羞，日
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
长老面前必有荣耀。」 

还有第二十五章 8 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
各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后面这几章，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千锤百炼的句子。同样把我们看这
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段经文与中国教会在过去五十年所遭遇的连
一起，我们就会发觉，它也是在讲我们的经历。 

 
虽然我们已很习惯说，大部分的先知书是以诗词形式写出的，可是这

一段却可以称为诗歌，它与诗篇二十二篇、二十四篇非常的相似，先知和
以前的诗篇的作者，一样的看到几百年以后，或是几千年以后，他们當代
的人还没有看到的一些景象，虽然他们自己认为说，他们也盼望，以为这
些事情很快就实现，而且要注意到有一点，就是，二十五和二十六章的诗
歌是神的子民所唱的歌，而不是第一章中那个悖逆之人的歌，也不是二至
五章那个骄傲的人，或是第七至十二章中，那些倚靠自己才干的人所唱的
歌。它这里是一个谦卑之人所唱的歌。 

 
    这一段有一部分是向神的祷告，你如果看二十五章 1 到 5 节，二十
六章 3 节，7 节到 18 节，二十七章中有一部分是神对他的子民所唱的歌，
你看二十七章 3 到 6 节，二十六章 20 到 21 节，而二十六章的 20 到 21
节其实应该是属于第二十七章，我们应该记住：万国的大城市都是巴比伦
哲理的中心。 

你如果看启示录十七章 18 节，它那里这麼说：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 
还有十八章第 10 节：「因怕她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

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还有你如果看 16 节到 21 节，或是你看启示录十四章第 8 节：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

倾倒了，倾倒了！』」 
十六章 19 节：「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

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 
 
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城市的时候，就是讲到说，这都是代表人以自我

为中心的那个哲理的系统，尤其是巴比伦，巴比伦正是这个以自我为中心，
以人為本位的这一些哲理的中心，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
记住，有几个要点你需要记住，以赛亚在这几章中特别强调说：「人的城
市」与「神的城市」之间的对比。他讲到人的城市是讲到什麼呢？强调人
的傲慢，而且他讲到最后神会将它毁掉。你如果看二十五章第 2 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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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十五章 12 节，还有二十六章 5 节，还有二十七章 10 节，这里都讲
到；人的城市，神最终会将它毁灭。 

二十五章第 2 节：「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
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 

看二十五章第 12 节：「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
到尘埃。」 

还有二十六章第 5 节：「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
拆平，直到尘埃。」 

还有二十七章第 10 节：「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去的居
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 

 
同样他也提到神的城市， 
它讲到二十五章第 6 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

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 
二十六章 1 到 2 节，「1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

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2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
得以进入。」 

还有二十七章 13 节：「当那日，必大发角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
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 

 
鉴于在前面提到的，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里面讲到巴比伦，与这启示

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中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对比，这里也是讲两个城市的
对比，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看这；人的城市、神的城市之
间的对比，你看二十四章 12 节：「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净尽」。而你
对比二十四章 23 节：「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
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
这也是很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需要带着这个观念，回头再去看一遍二十
五到二十七章，而且带着感情来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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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二十五到二十七章 
我们现在仔细来看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的每一段，每一段基

本有它的第二类的题目，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说，这一段题目主要是讲到“人
的城市与神的城市的对比”，但是它还有一个小的标题， 

 
我们来看二十五章，二十五章我们可以注意到说，神是何等亲切的神，

你特别注意到第 4 节和第 8 节：「4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
风直吹墙壁，你就作贫穷人的保障，作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作躲暴风之
处，作避炎热的阴凉。」 

他形容的真是很好，它形容说，當暴风直吹墙壁的时候，你可以作他
的保障，好像在炎热的时候，你可以作他的阴凉。 

 
还有第二十五第 8 节，它这里也是这麼念的：「8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

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讀这一段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亲切，你就会想到在启示录七章
17 节也是这麼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
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还有启示录二十一章第 4 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
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從这一些形容词你就发现以赛亚对文字，他巧妙的应用，你看二十五

章 4 到 6 节，还有第 10 节，假如你有强烈的想像力的话，你几乎就可以
身历其境的感受到它所形容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说，第二十五章第 4 节，
在暴风直吹的时候，有一个墙壁可以挡住他，在炎热的时候有阴凉的地方， 

二十五章第 5 节：「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
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 

你就可以感受到，好像在避炎热的阴凉，那种感觉，就好像他们在中
东也常常是這樣，因为平常是旱季不会下雨，但是有时候突然之间会有暴
风雨。 

 
同样的我们看它的经文,好像可以尝到它的味道，在二十五章第 6 节： 
「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

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 
我们也可以好像闻到它，在二十五章第 10 节： 
「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

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 
在当时的人也像中国现在农村一样，他需要用人的排泄物来做肥料，

所以他們需要把干草和人的排泄物一起搅拌以后，让它发酵，然后作肥料，
所以我们好像也可以闻到那个味道，你就觉得说，以赛亚在二十五章的时
候，他用文字描写到一个程度，我们几乎可以闻到他那个味道。 

 
希伯来原文里面，那个二十五章 6 节满髓的肥甘，是指牛骨的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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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以前，人们对胆固醇不是那麼惧怕，所以犹太人认为牛骨的骨髓，
是极佳的佳肴珍馐，你可以参考诗篇六十三篇 5 到 6 节，它说： 

「5,6 我在床上記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
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所以神特别将这形容词加在里面，与醇酒放在一起，它这酒当然是指
犹太人他们常喝的葡萄酒，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米酒，但是在犹太人他們喝
葡萄酒，他們是在欢乐的时候他們才喝，我們現在清教徒们认为，喝酒不
是說禁止，但是也几乎到禁止的地步，但是在当时，他们婚宴的时候，喜
庆的时候，他们都是喝葡萄酒，所以神用这两样东西，来挑起犹太人，尤
其在被围困城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对神国度的響往。你如果也参考诗篇十
六篇的第 11 节，它这里说：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
永远的福乐。」 

 
所以这一段如果我们要给它一个特殊的题目，另外的题目的话，我们

可以说，它是一个胜利之歌，它是什麼样的诗歌呢？它是要唱胜利的诗歌，
就是当你倚靠神，得到胜利的时候，你可以享受这些东西。 
 
思考問題 

1. 我們的命運，是否與我們所屬的民族，所生活的國家，土地或地區
有關？為什麼？ 

2. 講義說；神審判之日能引領義人往神國度之門，你是否同意？ 
3. 既然我們都知道「人生不過是一場過眼煙雲」，那我們該如何過我

們今世的日子呢？ 
4. 在以賽亞的時代，人的城市代表傲慢，那今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