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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上） 
以賽亞書二十六至三十三章 

 
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十六章，在第二十六章第九到十九节，非

常深刻的描述了许多的真理，值得我们仔细的去读，也需要深深的反
省。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话语来写下这些重要的真理，我在这里整理
出一些要点给你们做参考。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如果只是以恩惠待一个恶人的话，他仍然
不会学习公义，只有藉着神的介入，给恶人审判。藉着神的审判，公
义才能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是要把公义带到世界，
其实不是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说以色列人。好像有人說是要靠以色列
人把公义带到世界。其实不是。不是藉着以色列，也不是藉着教会。
而是靠着神。要靠着神，藉着审判，才能把公义带入这个世界。 

第二十六章第九节：「9 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
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10 以恩
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
意耶和华的威严。」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二点，在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神丰富的怜悯，他向软

弱受苦的子民指出来，他说，最终的胜利在前头等着他们。 
二十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11 耶和华啊！你的手高举，他们

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抱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
敌人。12 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作的事，都是
你给我们成就的。13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
我们，但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14 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
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
然消灭。15 耶和华啊，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
地的四境。」 

 
这里其实讲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在历史上有很多很自以为伟大，

或是我们认为他很伟大的统治者，都没有办法逃脱这个岁月的巨浪，
被人遗忘。它這裏講到说，我们以前好像有一个「主」，我们去崇拜他，
好像觉得，没有「他」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但是，他们很快就在岁
月的大浪之下被淘汰，被遗忘。但是神永远是我们的神，神永远是我
们的神，他是永远不变的。 

 
在二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讲到的痛楚和第十九节的身体的复

活，这两个伟大的事实，它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注意一下，在
二十六章的十三节，它是一个悲戚的思维以后，接下去十六到十九节，
就是文情并茂的描述。以下这一段是一个新译本，我念一下，让大家
作个参考，因为我们有時候看不同的翻译，可以给我们不同的启发， 

二十六章第十六节：「16耶和华啊！我们在急难中寻求你；你的惩



舊約先知書概論：第五課（上） 

 

2 

罚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倾心吐意，低声祷告，17 怀孕的妇人
临产时怎样疼痛，在绞痛中喊叫。耶和华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是这样。
18 我们也曾像怀孕一般疼痛，但所生的像风；我们未曾在地上行过拯
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因我们生下。」 

 
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靠自己，虽然像临产一样，经历许多的疼

痛，但所生的却像风一样盡是虚空。 
 
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和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是旧约圣经

中教导有关身体复活的两个最重要的经节。二十六章十九节，这里这
麼说： 
「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
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但以理书十二章我们来对照一下来看，第二节：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
被憎恶的。」 
 

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真的是先知的真知灼见， 
第二十六章第二十节：「20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

门，隐藏片时，等到忿怒过去。21 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
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 

当神审判人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人所能做的，只有逃避、躲避或
是隐藏，人无法免去灾难。因为神会给人一段时间，让他有机会悔改。
但是当人或一个国家的罪孽满盈的时候，人一定会受到审判。一個国
家也会受到审判。当神审判一个地区、一個国家的时候，其中的每一
个，不管你是所谓的好人，或是你是坏人，都会受到影响。那时人所
能做的，只有什麼呢？只有逃避、躲避或是隐藏，人没有办法免去灾
难，这是讲這個很重要的一個信息。 

 
同样你可以看出，在耶利米书三十章第七节： 

「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
来。」 

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的声音说：‘我的民啊，你
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灾殃；」 

这一些经文都指出来说，当神的愤怒倾倒在恶人的身上之后，神
会为他的子民，预备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是它这里並没有保证，神一
定会将我们从迫害我们的迫害之中拯救出来。 

所以我们要给这一段一个特殊的题目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
诗歌，是讲到神的信实的歌，这个神的信实的信实之歌。 

 
二十七章的第一节，它这里有很多很奇怪的描述啊，我们就不知

它在说什麼，它讲到「快行的蛇」。快行的蛇可能是指座落在那大水湍
急的底格里斯河的北面的亚述帝国。因为那河流，它弯弯曲曲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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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一样，所以它用快行的蛇，它水流很急的话，所以就好像很快。 
 
「曲形的蛇」，可能是指那座落在幼发拉底河。因为幼发拉底，也

是弯来弯去，所以形状像蛇。它南面的冲積的大平原上，有一个大巴
比伦帝国。 

 
然後这里又讲到「海中的大鱼」，那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

参考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九节： 
「9 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
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 
10 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赎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 

还有以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七节： 
「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 

以西結书二十九章第三节，「說：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
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
己造的。」 

 
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我们就知道说，这里面

所讲的大鱼，是指哪一个国家？它应该是指埃及。有人建议说，鳄鱼
和大鱼都是指巴比伦神话中海怪。固然圣经的作者也可以引用一些神
话来解释一些真理，相反的，这些经文与其他的经文，好像在约伯记
四十一章，还有诗篇第七十四篇十四节，它那里讲到说： 
「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 

还有诗篇一百零四篇二十六节： 
「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 

都可以看得出来。鳄鱼常常用来代表埃及，或是「鳄鱼」这个字
的希伯来原文，或许可以指某种鲸鱼，或是已经绝种的海怪。约伯记
的二十六章十二中的「拉哈伯」，也可能是同样的情形。因为「拉哈伯」
这个字，字面的意思是指「傲慢」或是「大嘴」，就是嘴巴很大的。你
如果要给二十七章一个特殊的题目，我们可以给他这样的题目，就是，
这是一个葡萄园之歌，因为他这里也讲到葡萄园。 

 
我们可以用七个极重要的真理来总结二十五到二十七章的大意； 
第一个，它讲到最后的胜利是属于谁呢？它说，神最后會取得胜

利。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到，神的城市最终会取代人的城市。 
 
第二个信息呢，它讲到神国度的喜悦。在二十五章六节、九节，

二十六章一到四节。 
 
第三个他讲到，死亡永远被吞灭，在二十五章第八节。我们还记

得说，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十四节，描写死亡，或者阴间，它张开大口，
可是到最后它自己反倒会怎麼样？被永远吞灭， 

你可以注意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讲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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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
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保罗在那里如何引用这一节经文所描述的荣耀、盼望。还有启示
录二十一章第四节讲到，将来死亡会被吞灭，那时是有盼望的。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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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信息呢？它讲到说，恶者最后終会被除灭，在二十六章十
一节和十四节。虽然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节经文顯示说，恶者被审判
以后会继续不断的受折磨。在旧约里面，却没有一节经文讲到有这样
的观念。但是圣经大部分强调，恶人最终会完全被毁灭，例如帖撒罗
尼迦后书一章第九节：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 

虽然我们宁愿希望说，当恶人复活之后，将被丢在火湖里完全的
消灭掉，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解释，像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里面所
形容，它说：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它名之
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 

还有在耶稣讲到，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这些永永远远受痛苦，
这样的经文，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我们没有办法想像这样的事情。也
许这个地狱，有人说地狱是一个地方，有人认为地狱只是一个状态，
地狱只是人把自己束缚到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话，那个状态是不
管你到哪个地方去都是一样，而且是永永远远，没有办法摆脱的。 

 
再下去，讲到说，神的子民会经历身体的复活，在二十六章第十

九节。你同樣参考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还有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等
等这些地方。 

 
下一个重要信息，当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地球上那一段时间，在

二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以及在那之后，在二十七章二到六节，他
都会保护义者。 

 
第七它讲到，神的葡萄园终于结出了好葡萄，你如果看二十七章

第二节到第六节： 
「2 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3『我耶和华是看守
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4我心中不存忿
怒，惟愿荆棘蒺藜與我交战，我就永往直前，把他一同焚烧。5不然让
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6 将来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 

 
我们可以拿这一段跟以赛亚书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悽愴之歌来

相比。我们琢磨一下，我们想一下，我们与旧约的信徒有多大的差别？
現在主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就可以享受，从主享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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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生命，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五节。这与旧约时代真有天
壤之别，那时神的子民是个别的葡萄树，而神是看管葡萄树的农夫。
这是记载到二十七章二到六节。 

 
我们來把这段经文给它一个总结。它说到在與神永远不落空的应

许（这是讲到二十五章第六到第七节；还有二十六章一到四节；二十
七章二到六节；还有十二到十三节）相比之下，人引以为傲的努力，
（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十一节到十二节；二十六章五节；二十
七章第十节，和他无法实现的梦想，（二十六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就
显得黯然失色。 

我再讲一次，我就不再提这经文，讓你比较清楚知道经文的这信
息。它讲到；在與神永不落空的应许相比之下，人引以为傲的努力，
和他无法实现的梦想，就显得黯然失色， 
再一次； 
在與神永不落空的应许相比之下，人引以为傲的努力，和他无法实现
的梦想，就显得黯然失色。 
 
二十八至三十三章：禍哉！在遭難最後關頭才肯來求告神的悲劇 

我们继续看下去，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如果要给这一段一个题
目的话，我们可以给它这样的题目，它讲到「祸哉」，我们看二十八章
到三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他這裏是讲到「祸哉！」 

 
我们来看一下，这整個思路，要从頭再思考一下。我们知道在第

一章，与神立约的子民，他们有什麼罪呢？他们的罪是悖逆的罪。在
第二章到第五章，讲到以色列人的骄傲，他们什麼的骄傲呢？他们男
人因他们的财富和地位的骄傲；女人因她们美丽而骄傲和外表的骄傲。
因此我们就不会對二十八到三十三章所揭示的，如出一辙的邪恶而感
到吃惊。我们如果回去看第一章和第二章以色列人的光景，我们就不
会對二十八到三十三章所揭示的，同样的邪恶而感到吃惊。 

 
你如果看个二十八章一到八節，二十八章十四節，三十章一节，

三十章第九节，这里更要进一层的指出来，这一些罪的根源是什麼呢？
是因为以色列人，极力想办法离开神，而且想要自己走自己的路，就
自己偏行己路，他们想要自己独立，讲好听一點就是自己要独立；讲
难听一點就是执意要偏行己路。他们要做自己的事，他们想要自己来
保护自己。随着创世记中的始祖犯罪之后，人就发觉，人要依靠自己
来分辨善恶，不是让神来裁定是非对错。这些经文，你可以从这些表
上提到的经文，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以賽亞書二十八章十四─十五節；二十九章十五─十六節；二十九章
十三節；三十章一，二，九─十六節；三十一章 1 節） 
 

我想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情形，我们很喜欢做审判
官，我们喜欢去分辨善恶；我们喜欢去讲说别人是不对的；别人是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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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啊之类的事情。但是在这几章，我们发觉一件事情，神一再的向他
們启示他自己，呼唤他们回转归向神，尤其在三十章十九节，三十三
章第二节， 

 
在这里神向他们表示出来最可贵的关心，好像二十八章十二节、

十六节；三十章十八节、二十一节。管教和赦罪，二十八章二十三到
二十九節；三十章第二十节。还有他的拯救，二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
二节；二十九章五到八節；三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三十到三十三節，
三十一章四到九節。 

 
可是神仍然会惩罚恶人的，你可以参考那个拯救的经节，还有二

十八章三到四节；还有三十章一到第十二节，但是不容置疑的，时候
到了，神会将他公义的国度带来；这里也列了很多的经文，你可以看
一下。 
（以賽亞書二十八章五，六節；二十九章十七─二十四節；三十章二十
三，二十四，二十九節；三十二章一到二十節；三十三章十三到二十
四節） 
 

你若好好读这段经文就会注意到说，这里其实描述希望的经节，
其实比描述灾祸的经节还要更多。 

 
我们需要再回头想一下，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罪，可以从两方面

最明显的表现出来， 
第一个，他们对神满有慈爱，激起希望的话语，他們充耳不闻，

他们口是心非，就是说，神给他一些教导，但是他们不愿意听， 
它这里其实有一段经文讲说：「9 讥笑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

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10 他竟命上加命、
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而且第二個，他们決意靠自己的力量来计划，你如果看二十八章
十四到十五节，靠自己的力量来努力。三十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但这
却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还有三十章第
十六节、十七节，他们不愿意一开始就來仰望神，这就带出这一段的
主题。这一段的主题：祸哉，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有灾祸了，
怎麼样有灾祸呢？就是遭难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才肯来求告神，这样
的人的悲剧。人可以一开始就倚靠神，但是人一直想要靠自己，他等
到遇到灾难，到最后关头，无药可救的时候，他才想要來倚靠神，这
样人的悲剧。 

 
在以赛亚书这个交响乐曲的每一个乐章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

们以前所讲的四个主题，大部分都是以对比的方式出现。就是它把神
的國度跟神的审判对比，或是它把人的骄傲跟神的国度对比，或把人
的骄傲跟神的审判对比。所以你就记住说，这里常用最多的，是对比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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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八到三十三章，讲到说祸哉，在遭难到最后

关头时，才肯来求告神之人的悲剧。 
 
这段开头的第一个字「祸哉」，就显示出有个最强烈的思路的改变，

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需要去搭建的历史的桥梁，虽然
這裏开头，一开始就提到「以法莲」，我们知道「以法莲」一般是指哪
一个国家呢？我们若读旧约圣经我们知道，「以法莲」一般是指以色列。
但是你读下去就发觉，它的注重点，其实是在讲南方的犹大国。 

 
二十九章的一节和第七节中的「亚利伊勒」，明显的是在指耶路撒

冷，因为这个字的意思是「狮子」，「狮子」是预表犹大的，犹大的首
都是耶路撒冷，所以一般讲耶路撒冷都是指犹大国，你可以参考三十
一章第九节。很有可能是在二十八章八节和九节的时候，或是二十八
章十三节和十四节的时候，神从谴责以色列转成谴责犹大。 

 
我们看下去，二十九章第一节， 

「唉！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
照常周流。」 

还有第七节，這裏这麼念： 
「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她的保
障，并使她困难的，必如梦景，如夜间的异像。」 

还有三十一章的第九节： 
「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旗惊惶。这是那有火在锡
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 

你就知道说，这里应该是在讲犹大，虽然一开始是讲以色列。 
 
虽然我们知道在当时亚述是以赛亚那个时代的世界的强权，这个

观念是正确的。可是小小的犹大，其实是夹在两个强国之间，西南方
是埃及，东北方是亚述。犹大离弃了神的保护，因此亚述就成为他们
最大的威胁，你可以参考列王記下十七章第四节；还有历代志下二十
八章第十六节。在我们所查考的这一段经节里，犹大向哪一国求救呢？
你去读它的话，你就知道说，他想要向埃及来求救。你如果去比较这
经文，可以看历代志下二十八章十四到十五节；以赛亚三十章二节还
再三十一；以赛亚书三十一章一节。 

 
就在遭遇这危机的关头，希西家王下令开凿一个地下水道，将水

从城墙外的基訓溪引入城墙内的西罗亚池，这个水道全长是有一千七
百尺，它从两头开始鑿，它的精确度，在当时，其时是非常的令人钦
佩，以下是希西家所记载的，描述挖掘那个水道的最后一段的经过，
这一段的记载是在一八八零发现一个雕刻的石碑，它有这样的描述，
它这里说： 

这是凿地上水道的故事，挖石工人在石壁的两边挖掘时，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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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只有三肘时，（三肘就是手的肘，）就听到对方的声音。于是他们
继续奋力挖掘，凿穿时，溪水就从溪中流入池子，水道有的地方深入
地底下一千两百肘，有的地方是一百肘。 

这個描述以赛亚也在二十二章第九到十一节描述了这件事情。另
外你可以参考历代志下三十二章十到三十二节。这个水道在今天还存
在。 

 
因为这一段是灾祸，我们就自然以为说，二十八到三十三章将充

满了对罪和审判的描述。可是若很快的一眼略过去就会发觉有二、三
十处的经文，说到神良善和他恩典的应许。 

 
在下面的表格中，我已经将一些经文分成两类，你填完这些表格

的话，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些讲到审判，哪些讲到希望的。它这
里显出一个最宝贵的事实，它说， 

虽然神因他道德的完美，必须审判人类， 
然而他心里最希望的，是人能悔改而得到他的慈爱！ 
 
所以我在这里把审判和希望的经文，我列出一些，你们自己把其

他的，在二十八到三十三章里面所有审判跟希望的经文把它列下來，
这样可以帮助你们了解这很重要的一个宝贵的信息， 
審判          希望              審判             希望 
二十八 1─4   －＞   二十八 5─6         二十九 9─16 －＞ 
二十八 7─15  －＞   二十八 16  
二十八 17─22 －＞   二十八 23─29  
二十九 1─4   －＞   二十九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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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虽然神因他道德的完美，必须审判人类， 
然而他心里最希望的。是人能悔改而得到他的慈爱。 

 
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神对以色列是如此

行，同样的，他也管教属于他的子民，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我
们基督徒如果执意离弃神的时候，我们若还是他子民的话，神会管教。
你可以参考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到第十节。 

 
二十八到三十三章里面有五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第一个他讲到，我们回应神的话语的重要性，这在二十八章九到

十三节，你同樣参考三十章九到十四节；二十九章九到十四节。在这
里，你可以注意到，二十八章九到十四节和二十九章十三节中，他们
对神话语有不同的态度。你可以想一下，哪一种態度是更不好，也许
两个都是很不好、但是这些态度也常常发生在我们今天的人的身上， 

二十八章第九节： 
「9 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
刚断奶离怀的吗？10 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
这里一点、那里一点。』11先知说：『不然，主要藉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
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12 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
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13 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
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
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14 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
和华的话。」 
 

这有一点反應我们现在基督徒也是有这样的心态。我们覺得牧师
在那邊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教训，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
所以我们很厌烦，在当时以色列人也是有这样的心态。那同样的，更
不好的心态，在二十九章第十三节，它说：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
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这里的态度是更糟糕，为什麼呢？因为這些人表面上是亲近神，
用嘴唇来敬拜神，但是心里却不愿意去照神的教训来做。所以我们基
督徒也常常是这样，我们很喜欢听道，也很喜欢开口圣经，闭口圣经。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却不愿意去遵行我们所讲的话，所以我们也常常敬
畏神，只是因为领受人的吩咐，并不是真的从心里去敬畏神。 

 
同样的三十章第九节到十四节，也是讲类似这样的话： 
「9 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

儿女。10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
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11你们要离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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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12 所以，以
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倚赖欺压和乖僻，以
此为可靠的。13 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凸出来的高
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14 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
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 

 
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就，你如果到遭難的最后关头，才肯来求告

神，这是一个悲剧，二十八章第十五到二十节，还有三十章第一到八
节和十五到二十一节，还有三十一章一到六节，你们特别注意到三十
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它这里的形容是从悲伤渐渐的转成有盼望的情形。
这一件事情就值得我们一辈子铭刻于心的，三十章十五节，这一段很
重要，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好好思想； 
「15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16 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
奔走。′ 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 所以追赶
你们的，也必飞快。17 一人叱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叱喝，你们都
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 18 耶和华必然
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
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19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
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
20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21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这里就是讲到，这些人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等到最后关头了基本
上就没办法，神也不会去帮助你，也不会去帮助你，你来求告神的时
候，也不会去帮助你。 
 

在这一段，三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基本上它是以一个以什麼样
的形势来表达？它是所谓的「吉訊」─「凶耗」的方式。你看三十章十
五节头三行，它是一个应许。身为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也听见神所
賜给我们，令人鼓舞的应许，例如好像在彼得后书五章七节；腓立比
书四章十九节；还有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然后他讲到一个「凶耗」，
它讲到我们想要靠自己，三十章十五节的第四段。而且第二他讲到说，
强迫神必须忍耐，我们强迫神，說你不要来管我，你不要来施恩给我，
让我自己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三十章第十八节是这样讲。 

 
因为这样，我们就常常尝到神对我所施管教的痛苦，这是在三十

章第二十节。那最后以一个「吉訊」，来做一个終結。当我没有什麼希
望的时候，我终於向神呼求，这是在三十章第十九节。而且很惊奇的
发觉，原来神满有爱心的回应我的需要，这是三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宽容。 

 
这里有一段经文我们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好好的去仔细读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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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就讲到，神在管教我们和我们一生的时候，他所蕴含的智慧， 
在二十八章第二十三到二十九节： 

「23 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言语。24 那耕地为要撒种的，
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25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
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
麦呢？26 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27原来打小茴香，
不用尖利的器具；轧大茴香，也不用碌碡；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
大茴香。28作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它不常打；虽用碌碡和马打散，
却不磨它。29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
大。」 
 

它这里讲到，一个农夫在耕地时候，他不会只是为耕地而耕地，
他耕地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撒种，所以他开垦耙地时候，他不会一直开
垦耙地。就是神要管教你，要惩罚你的时候，目的不是为了管教。像
我們很多中国人的父母亲，他打孩子只是有时候为了发泄自己的脾气，
他在公司或是在外面受气，就回家打孩子。神不是这样，神不是这样
的神。神管教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需要被管教，而且他，就像耕地的目
的是为了他要撒种，为了要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过得一个有收获的人生。
所以他耙完地，他就播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
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等他收成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打小茴
香不用尖利的器具，轧大茴香也不用车轮。所以它讲到说，神会根据
我们的情况给我们适当的管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并不常打。
他为了要让你能够细腻到可以，好像可以做饼，他只要能够磨碎就好，
他不会说拼命去打你，打你没什麼用。他根据你这不同的情形，给你
不同的管教。所以耶和华神，我们的神，他的謀略奇妙，他的智慧广
大，他对我们的人生的管教是有个目的，是要让能我们活出一个有收
成，收成百倍的人生，他不是随意的管教。 

 
所以它这里就讲到说，他会根据我们的情形，软弱的人他会很温

柔和管教；对那些倔强的，他就会比较严厉的管教。所以这一段我们
需要慢慢的去读，去发觉的它所蕴含的极重要的原则。我们每当遇到
困难的日子，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需要读这一段，令人安慰和激起
希望的信息，所以我们要需要把这一段经文读清楚。 

 
在第四段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报仇和喜悦的歌颂这两个很奇

怪交织在一起，你若看三十章第二十三节到三十节： 
「23 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
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24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
的料，这料是用木杴和杈子扬净的。25 在大行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
的时候，各高山冈陵必有川流河涌。26 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
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
样。27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
满有忿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28他的气如涨溢的河水，直涨到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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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净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
的嚼环。29 你们必唱歌，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像人
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30 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
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忿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
暴风、冰雹。」 
 

在后面三十四章和三十五章里面，当神惩罚世界的日子就是主耶
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报应终于临到了恶人，而义人
终于可以得到洗脱罪名。所以当主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这些义
人，他們真的可以喜乐而欢呼。而且我们还记住，对以赛亚来说，神
要惩罚世界的这日子，是不太远的。其實，你如果看三十一章八到九
节，三十二章一到四节，和三十二章九到十四节，和三十二章十五到
十八节。 

 
最后这一段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到我们的人生是朝着一

个何等的荣耀的方向去走，你如果看三十三章十三到二十四节，你如
果特别去看二十节到二十四里面。你同样可以参考诗篇第十五篇一到
二节；还有二十四篇三到四节；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
还有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还有二章六节；还有犹大书二十四节； 
以賽亞書三十三章二十節至二十四節 
：「20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
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21 在那
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
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22 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23 你
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篷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
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24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 其中居住
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 
 
思考問題： 

1. 為什麼邪惡的人一定要受到他該得的審判？是否惡人一定要受
審，公義才可能得彰顯？ 

2. 對於身體復活之事，你有怎樣的看法？ 
3. 神期盼他的葡萄園能結出好葡萄。這是什麼意思呢？ 
4. 為什麼人遭難到最後關頭才肯來求告神，是個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