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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下） 
以赛亚书六章 

 
綜覽以賽亞書一至五章的文思進展 
让我们最后来综览一下，第一到第五章的文思的进展，第一章是讲到法庭
的一幕，我们注意到四个主题都出现了，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虽然受
了神的管教，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九节，以色列仍然继续地悖逆神，
他们悖逆神表现，不是从他们敬拜的仪式或是他们祷告的长短，而是从他
们不关心可怜人，这件事上可以证明，我们认为这章是序言，可能是主前
七百○一年亚述蹂躏犹大国之后所写的。可是神惩罚了犹大之后，会建立一
个公义的国度，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第二到第五章；这段经文开始时描述了犹大人在一个平安的国度里，欢喜
快乐，完全倚靠他们的神而生活，以赛亚书二章一到五节，结果却以一个
鲜明的对比来作结尾；是一個黑暗、绝望，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六到三十
节。因此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命名为“破碎的梦”。平安的国度之所以没有来
临，是因为他们不论男女都满心骄傲，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凄苍的葡
萄园之歌中，对此事也有描述。接下来以赛亚书第五章八到二十五节，就
提到六个灾祸，描述象征他们的骄傲、悖逆的苦葡萄所得的下场。结果就
是神惩罚，亚述国入侵犹大，所带给他们极大的侮辱。可是以赛亚他期盼
神的国度接着就会临到，在四章第四到第六节。我们还记得吗？以赛亚他
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层峦叠峰之间的山谷，就是在他的时代和神的国度最终
来临的时代之间的那一段的时期。 
 
以賽亞書第六章：以賽亞蒙召的情景 
我们现在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蒙召的情景。请大家可能的话，用
大声来念兩次，要记住这件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在读的时候，你
可以让你的思路去融入这个图画的当中。和以赛亚一样，想像你看见、听
见、感觉到这个故事发生的真实性。 
 
我们记住，这件事情发生在乌西雅王死的那一年，乌西雅王的去世这件事
情，有没有什麼重大的意义呢？那你就需要去看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
讲到乌西雅，他那时国家强盛以后，他就心高气傲，所以他认为他可以到
圣殿去烧香，这件事情记载在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请大
家听我念一下： 
「16 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
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17祭司亚撒利雅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
跟随他进去。18 他们就阻挡乌西雅王，对他说：”乌西雅啊，给耶和华烧香
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
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雅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
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
大麻瘋。20 大祭司亚撒利雅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瘋，就催他
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与他。21 乌西雅王长大痲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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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
治理国民。」 
 
以赛亚提到这件事情，是不是单纯的拿来做为一个年代的参考呢？还是有
其他的意义呢？你认为如何呢？所以当你读这些经节的时候，你就需要来
思考；要将耶和华的荣耀，试着用人所能了解的文字表达出来，连亚伯拉
罕或摩西，神都没有要求他们将神的荣耀描绘出来，你也试着从神的角度
来想，你如果像神一样，有神一样体型和才能，而你想要使活在一滴水里
面的阿米巴虫来认识你的话，你要如何来让它来认识你呢？我们记住，道
成肉身这件事情，還要在七百年之后才发生。阿米巴虫的思想是这麼微小，
这麼狭隘，有限，与你的思想来相比真的是有天壤之别，好像在以赛亚书
五十五章第八节里面所说的： 
「8耶和华说：『我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9天怎
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你要如何才能将你的荣耀，向他们显现呢？神以他最高的智慧，就在以西
结书一章中表现出来，也在这里表现出来。 
 
当我们来要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思考一个问题，怎麼样解
释这一段经文，一般来讲我们会有三个方式来看一段圣经，就是我们一般
中国人常用的“灵义”，每一段圣经都给它一个属灵的意思。 
或是“喻义”就是说，当圣经里面有一些是用喻义或是用类比的方法来讲出
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找到它比喻后面的意思。 
第三个是讲到“字义”，字义的意思就是，我只是照着字面的意思来陈述，所
以有一种做法是把圣经里面所有的文字的描述，一律看成描述科学或历史
的事實的陈述，只看字面的意思。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历史的记载，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陈述，所以我
们需要用字义来解释。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许多教训，是用比喻或寓言的方
式来讲出来，所以当门徒问耶稣说，他为何用比喻的时候，耶稣在马可福
音四章这样说： 
「11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
用比喻。12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
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所以圣经用许多比喻，把神的奥秘对属神的人讲出来。 
 
还有一些超出人类所能理解的，我们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事情，圣经也用
“隐喻”或是“寓言”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不直接指出某个个体或概念，而用字
面上指称别的个体或概念，来暗指这两个个体之間，或概念之间的类比，
或是影射隐藏在这两者之下的更深的意义。 
“喻义”是比喻（parable）的意思，圣经中若是有用比喻或是隐喻(metaphor)
与寓言(allegory)来解释一些教训的时候，或描写一些事物的时候，好像天
堂、地狱这些，从这经文中，你就要找出它的类比，或隐藏在经文中更深
的奥秘。举个例来说吧：诗篇九十一篇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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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它不表示说，神就是一只老鹰，或你会变成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鹰。 
“灵义” 灵义解经就是将所有的经文，或所有的比喻，都用解释隐喻或是比
喻的方法来解释，为了要揭开圣经中隐藏的属灵的奥秘。 
 
另外一个極端是完全「谨守文字本意的真实(literally true)」，你把所有的经
文只看作，只能是「陈述事实(factual statement)」的，所以将所有的经文，
你都把它看作，它只是在描述「外在的事实」，或是我们只能用「字面的意
思（overt sense）」来解释。 
但是这種谨守文字本意，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指到谨守作者用这个字的
本意，就是说作者在写这些字的时候，他本来的意思是什麼意思，但是我
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神给那个作者默示的时候，神有他自己
的意思。所以也许这谨守文字的本意，也可以是另外一个层面，是指「谨
守上帝的圣言的本义」。所以表示说，它文字后面，神有要用那文字表达出
来的意思。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语言有它的局限性。有些东西，
像天堂或地狱，是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表达的。这一些「不可言喻的事物
(ineffabilis)」，只能用隐喻，就是（metaphor）来表达。 
 
奧古斯丁(AD 354-430)，他是主后三百五十四年到四百三十年的非常出名
的神学家，他也说，你想要描述上帝不是什麼，比你想要描述上帝是什麼
还要容易。所以我们知道，上帝非人类所能理解，上帝远超出人所有的范
畴，我们只能透过我们仅知的言语，我们人类的语言，来描述上帝。所以
在圣经中，许多描述上帝的经文，你都要用“隐喻”的角度来看，你不能用
字面的意思来看，因为字本身有它的局限性。 
著名的神学家阿奎那 Thomas Aquinas(約 AD1225-1274)，他是主后十三
世纪的人，他有一个经典之作，叫做《神学总论》，他是在中世纪裏最出名
的一个神学家，他对神的全能这个问题，有最深入的研究。在主后一千二
百七十四年，他去世之前，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天上荣光的景象，
他看完这天上荣光的景象以后，他因为他所看见的，他不知道如何用笔来
描述，来形容，所以从那一天以后，他就封笔不再写作，他没有完成他那
个经典之作，就是《神学总论（Summa Theologica）》这个经典之作，因
为他说，他发觉，他所写的，不过是草木禾秸，他所写的，比起他所看到
的，不过是草木之工。 
 
    所以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需要记住，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只是
神用他所能了解的程度，显现给他看。而他所描述的，只是他所看见的一
小部分，只是那一些他能够用语言能描述的部分。我们以这样的背景，我
们就可以开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提
到，我们需要记住，他所看见的异象，只是神让他所能了解的程度，显现
给他看，而他所描述的部分，只是他所看见的一小部分，只是他所能用文
字能来描述出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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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什麼（六章 1-2 節）？ 
他看見什麼呢？在第一節和第二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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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
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那这里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他所看到的圣殿，是神在所罗门的圣殿
中，还是在天上神的圣殿？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去看一下希伯来书八章
二节、五节，九章十一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或是启示录第十一章第
十九节。 

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没有任何历史的文獻证明说以赛亚是祭司，所以
他就没有权力进入圣殿，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其实只是天上圣所的一个影
子，你如果看希伯来书八章二节： 

「2 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作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
的。……5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
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
示你的样式。』」 

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
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还有说，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作的物件，必须用
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还有你再看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九节，它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说，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讲到说，神

是个灵，而不是个身体，那你对于在这里描述说：“他的衣裳垂下”这句话，
你有什麼想法呢？你如果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七节，这里说： 

「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 
诗篇九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

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 
还有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所以在这些经文中，衣服常常用来表示神的能力，威严，公义，热心等。 
还有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是耶和华名的居所，

所以你如果看耶利米书七章十到十一节： 
「10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

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麼？11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
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而圣殿也是耶和华荣耀的居所，但是耶和华的荣耀，在以赛亚看到这异
象以后，约一百年以后，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没有再回来。你如
果看以西结书第十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这里这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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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
神的荣耀。23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 

城东的那座山基本上就是指橄榄山，因为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
边。那时描述说，耶和华的荣耀终究离开以色列人而去。圣经没有再记载
说神的荣耀再回到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当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
已经没有神的荣耀，虽然它是不同的聖殿，但是它也没有神的荣耀。 
 
他聽見什麼？（六章 3-4 節）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三节到第四节，他听见什麼呢？  
「3 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

地！4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鉴于世界目前的局势，这可能是真的吗？我们可能可以从第六章第三

节，與第十一章第九节之间的重大差异得到答案。它說将来有一天，以赛
亚书十一章第九节它这麼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那你也参考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它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
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那答案是什麼呢？从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四章六节、七节来看，在
现今的世代，神的荣耀真的可以在哪里看到呢？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
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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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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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神荣耀的居所，那今天神的荣耀，也藉着神的殿，
就是他的教会彰显，这真是令人不可置信的事情。 
 
他做了什麼？（六章 5-8 節） 

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他作了什麼呢？那时我说： 
「5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6有一撒拉弗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7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8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
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们如果引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六节的说法；以赛亚的任务是什麼呢？
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六节：「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
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 

 
我们一般看圣经節的時候，我们看到第六章五到第八节，我们就只读到

第八节，就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就认为这是宣教的一个经
文，但是这段经文不止是到第八节，你还要继续从第九节，继续看下去啊。
九到第十节就讲到一件事情，当以赛亚写先知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一件
残酷的事实，他那个世代的以色列人是不会悔改的，神告诉他，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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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受到神的审判，而以色列人唯一的希望，是在被掳以后，那位将临到，
那个圣洁的种类——大卫的苗裔，那这件事情还要多久呢？ 

「11 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
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12 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
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13 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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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多久？ 

「11…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那这
个圣洁的种类，就是那个树墩子，这是什麼意思呢？以赛亚书六章十三节，
其实是可以用来解释旧约圣经中，所有关于大卫苗裔之经文的基本的经文。
我们最好的线索就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和第十节，以赛亚书十一章
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 

第十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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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翻到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这里这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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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五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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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迦利亚书三章八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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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这些经文藏在我们的脑海之中，然後我們再回来看第四章第二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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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这些经文以后我们就会明白他的意思，这是最了不起的预言，七百

年以后在伯利恒的那一夜，当这位苗裔第一次在人间露面时，这个预言就
生动地实现了。 

 
可是我们怎麼能了解神在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所表现出来的苛责

呢？我们就需要去搭建一些历史的桥梁，这變得非常的重要。从以色列人
出埃及到以赛亚的世代已经过了多少年呢？大概是七百年，那是一段很长
的时间。而为了了解在那一段時間所发生的情形，让我们去浏览一下诗篇
七十八篇，特别是三十六到三十九节， 

诗篇七十八篇三十六节：「36 他们却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37 因
为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38 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
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忿怒。39 他想到他
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 

在这一篇诗篇中，神哪个伟大的属性很突出的表现出来呢？就是他对以
色列人有那个恒久忍耐，虽然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不悔改，可是我们
用與神这个属性相对的哪个文字，来形容他们悔改真正的性質呢？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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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都是很表面的，很肤浅的。 
 
从这一段记述来看，以赛亚第六章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在他的旧约历史

中，伟大的转折点，从宇宙的宝座中，神发出严厉的圣谕，在以赛亚书第
六章第九到第十节： 

「9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
见，却不晓得。10 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
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我们知道说这一段经文是在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中间，最可悲的一段经
文，是除了在以西结书讲到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人以外，这一段经文是最
可悲的，因为神宣告了以色列人的命运。 

 
我们注意一下新约，如何有趣的引用这段圣经節，你先看约翰福音十二

章三十九节四十节，注意到这一段严厉词句之后，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十
二章第四十二节： 

約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二節：「37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
迹，他们还是不信他。38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
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39 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
亚又说：『40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
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41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
42 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
恐怕被赶出会堂。」 

然后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你注意马太在引用这句
话的时候，作了相当大的修改，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14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
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15 因为这百姓
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那另外你也可以参考 
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25 他们彼此不合，就散了；未散以先，

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
的。26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
见，却不晓得；27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
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上面所使用的这些原则，可能会帮助我们了解，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节
里面所讲的，为什麼耶稣只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卻看不见，听
也听不明白。 

你也可以参考 
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20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

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必先前更
不好了。21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以賽亞時代之後的兩次「復興」〈希西家和約西亞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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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看以色列历史的时候，猛然一看，以赛亚时代以后有两次的复
兴，你如果看那个历史的话，希西家和约西亚时代，他有两次的复兴，好
像这与神這严厉的圣谕相抵触，可是当我们来仔细看，以赛亚书三十九章
第五节，以赛亚对希西家王所说的话：「5 以赛亚对希西家说：你要听万军
之耶和华的话，6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
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7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
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8希西家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所以我们知道，虽然以色列人在历代志下三十章十八到二十七节，希西
家王时代有宗教复兴，如果看二十节：「耶和华垂听希西家的祷告，就饶恕
百姓」。但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基本态度并没有改变，你就发覺這基本上没有
什麼冲突。你也可以参考在历代志下三十四章十九到二十八节，关于约西
亚王时代的复兴。 

换句话说，神在两百多年前，对所罗门所说的应许，在历代志下七章十
四节，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
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应许，
到这时候已经中止了， 

最后我们可以看，在以赛亚书快结束的时候，以赛亚所发出，最令人心
碎的呼喊，這是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七节，他说： 

「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
们因罪孽消化。」 

如果新译本的话，他就把它译得更好，他怎麼说呢？他说： 
「没有人呼求你的名，没有人奋起抓住你，因为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

们在自己罪孽的权势下溶化。」 
这是以赛亚书中最能够生动描述，他写以赛亚书心情的一章经文。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里基本上是讲到以赛亚蒙召的情形，他带领我们

进入以赛亚交响乐曲中心的旋律，第六章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文，本书其
余的部分，都是从他這蒙召作先知的伟大的呼召以后所流露出来的，在这
个时候以赛亚已经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他那个世代的人不会悔改，神对他们七百年来表面的悔改已
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怎麼说呢？以赛亚在那時候已经知道说，神对以
色列人这七百年来，他们虽然有悔改，但是只是作一些表面的悔改，神已
经是到了，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 

第二个，以色列人唯一的希望，就是那圣洁的种子，应许弥赛亚要来到。 
 
思考問題： 

1. 以賽亞從神所接受的任務是報告吉訊還是兇訊？ 
2. 以賽亞時代的猶太人沒有希望，那今天我們的光景如何？我們為什麼

有希望？ 
3. 悔改真正的性質是什麼？為什麼神對以色列人的悔改如此的苛責？ 
4. 是怎樣的態度造成以賽亞第六章所記載以色列歷史的轉折點？今天

我們是否繼續犯同樣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