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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如何處理先知文學 (Prophetic Writings)
I. 引言：
A. 先知的定義：
1. 代言人：05030 Nabhi (Prophet) 這字在舊約希伯來文聖經出現三百多次，在新
約希腊文聖經 (prophete) 出現一百四十九次，意思是「代言人」(speak for)，
是為神傳遞信息的人，他的話具有權威性及兌現性。
2. 先見：07200 Roeh (Seer) 是對社會有伺察力的人，能警覺百姓的墮落而痛心
疾首的傳出責備的信息。
3. 見異象者：02377 Hozeh (Visionaire) 是有「經歷異象」屬靈經驗的人，異象
的目的不在於個人的利益，而在於向百姓傳遞的信息，因而具宣告性或預告
性的。
B. 先知信息：先知的信息是「說出」(forth-telling)，這信息包括而不只限於「預
言」(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fore-telling)，所以先知的職責是：
1. 傳講 (forth-telling)：向外傳講 (Speak for, forth-teller)，佔先知文學三分之二以
上的篇幅。
2. 預言 (fore-telling)：向前預告 (Speak before, predictor)，佔不到三分之一的篇
幅。
C. 舊約大小先知書的簡單背景：
北國
被擄前 (722BC 被擄至亞述)
先知
事奉時之君王
(以色列)
約拿 (對
耶羅波安二世
尼尼微)
阿摩司
耶羅波安二世
何西阿
耶羅波安二世
至 何細亞
南國
被擄前 (586BC 被擄至巴比倫)
被擄中
回歸後 (536BC 第一次)
先知
事奉時之君王
先知
事奉時之君王
先知
領袖
(猶大)
俄巴底亞
約沙法
至
但以理
巴比倫 (尼布 撒迦利亞 所羅巴伯
(對 以東)
約阿施
甲尼撒) 至 哈該
所羅巴伯
約珥
約阿施
波斯 (古列) 瑪拉基
尼希米
以賽亞
烏西亞
至
以西結
巴比倫
希西家
彌迦
希西家
那鴻 (對
約西亞
尼尼微)
耶利米
約西亞
至
西底家
西番雅
約西亞
哈巴谷
約雅敬
D. 先知文學的兩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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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義：包括舊約的前期先知 (書、士、撒、王)、後期先知 (大小先知) 及部
分新約 (尤其是啟示錄)。
2. 狹義：只包括有關將來的預言。
E. 預言的重要性：
全本聖經 31,124 節中 8,352 節是預言 (26.8%)
舊約聖經 23,210 節中 6,641 節是預言 (28.6%)
新約聖經 7,914 節中 1,711 節是預言 (21.6%)
其中共涉及 737 個不同的課題 – (J. Barton Payne)
II. 預言的特徵：
A. 可明性 (Intelligibility)：民12:7-8：「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
的。 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
像… 」。預言雖多用象徵作比喻，卻是可以明白理解的，但其中有三層意義：
1. 字面意義 (Literal Meaning)：賽6:2 的撒拉弗是事奉神的天使。
2. 象徵意義 (Figurative Meaning)：撒拉弗是事奉者的榜樣。
3. 屬靈意義 (Spiritual Meaning)：事奉者當謙卑、勤勞和恆久。
B. 肯定性 (definiteness)：預言的肯定要注意兩大概念
1. 先知觀點 (Prophetic Perspective)：先知的觀點是平面性的，他們的信息在時
間上常相混雜，所以預言不一定能確定事件的先後。
a. 應驗時序倒置：
預言二
(賽 8:2-4)
預言一
(賽 7:14)

應驗一
(太 1:23)
應驗二
(賽 36:19)









預言一：賽7:14,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
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預言二：賽 8:2-4, 我要用誠實的見證人，祭司烏利亞和耶比利家的兒
子撒迦利亞記錄這事。我─以賽亞與妻子（女先知）同室；他懷孕生
子，耶和華就對我說：給他起名叫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 (擄掠速
臨、搶奪快到)；因為在這小孩子不曉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馬色的財
寶和撒瑪利亞的擄物必在亞述王面前搬了去。
應驗一：賽 36:19, 哈馬和亞珥拔的神在哪裡呢﹖西法瓦音的神在哪裡
呢﹖他們曾救撒瑪利亞脫離我的手嗎﹖(哈馬、亞珥拔和西法瓦音都
是敘利亞北部的城市，亞述於722B.C. 攻陷撒瑪利亞，擄是二方七千
多人。)
應驗二：太 1:23,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
利。
先預言的後應驗，後預言的先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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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重疊透視：
異象與信息

默示記錄

先知

時間及歷史進程

(平面透視)
難辨先後
不解全貌

2. 多重應驗 (Multiple Fulfillment)：預言可能在歷史不同的時間上重複的應驗。
a. 例 1：瑪 4:5,「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
們那裡去。」
 路1:17, 「他 (施洗約翰) 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
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的
百姓。」
 太17:11-12,「耶穌回答說：以利亞固然先來，並要復興萬事。只是我
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認識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將
要這樣受他們的害。」
 啟 11: 3-7,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
天。…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他們作
完見證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裡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並且得勝，把
他們殺了。 」
b. 例 2：珥 2:28-31,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
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做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在那些日子，我要
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
火，有煙柱。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
的日子未到以前。」
 徒 2:1-24, 「五旬節到了…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又有舌頭如火焰顯
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
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 眾人就都驚訝猜疑，彼此說：這是
什麼意思呢…。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高聲說：… 這正是先知約
珥所說的：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
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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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 2: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
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
了。」
 撒12:10,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
民。他們必仰望我（或譯：他；本節同），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
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
 啟8:7-12, 「第一位天使吹號，就有雹子與火攙著血丟在地上；…第二
位天使吹號，…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第四位天使吹號，…以致日
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晝的三分之一沒有光，黑夜也是這樣。」
C. 有 機統一性 (Organic Unity) ：預言雖不辨 先後 、 難解全貌，卻是相輔 相 承
(Interdependent)，互相沒有矛盾。
III. 預言的表達：
A. 口傳或行動：口傳的預言比比皆是，多是象徵性的。行動預言的例子如結4-5章
以西結畫圍城圖預言耶路撒冷城被困；側臥吃糞燒烤的餅預言被擄及吃不潔之
物；剃下的頭髮預言城中百姓的災難。又如賽20章以賽亞露身赤腳行走預告埃
及人將被擄蒙羞；及耶27:2 耶利米將繩索與軛套在自己頸項上預言列國將降服
在巴比倫的軛下等。
B. 異象：包括異夢，如賽6章聖殿的異象及整本啟示錄。
C. 預表：預表是舊約聖經中沒有直接具體描述出來的預言，作者藉某一些人、
事、物，預指或暗示新約中發生在基督本人或關於衪的某些特殊事件。嚴謹(狹
義)的預表觀念主張預表必須在新約中有明確的指明，可以根據新約啟示的回
溯，去決定舊約某些人、事、物，具有預表的作用 (筆者建議其他的可稱作預
示，以作分別)。預表的例子有何11:1說「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
及召出我的兒子來」，這節經文在舊約完全看不出預言的跡象，但在太2:15卻
說「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太2:1618與耶31:15也有同樣的預表關係(希律差人殺死伯利恆兩歲下的男孩的預表在耶
31:15)，其他的例子如下：
1. 林前10:1-5： 過紅海預表受洗，磐石預表基督。
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
2.
3.
4.

過，
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
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食，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
基督。
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

5.
2. 來10:20：聖殿幔子預表基督的身体。

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
身體。
3. 來10:11-14：祭物預表基督釘十字架為贖罪祭。
11. 凡祭司天天站著事奉神，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罪。
12.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13. 從此，等候他仇敵成了他的腳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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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因為他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IV. 解釋先知文學的基本原則：說與聖經所說的話相同。
A. 分辨是宣告性或是比喻性的信息：先分辨經文是用何種文体來表達，再決定應
由字義式或象徵式 (寓意式) 來解釋經文。
B. 分辨預言的種類：
1. 以應驗的時間分：先知的信息常將近期的將來、遙遠的將來、甚至末世的事
件混雜在一起，在時間上作出正確的結構分析是掌握預言解釋重要而又困難
的一環。
例：珥 1:13 - 2:3
近況/勸勉 預告將來
經 文
珥 1:13-14
祭司啊，你們當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壇的啊，你
(蝗災造成
們要哀號；事奉我神的啊，你們要來披上麻布過
的悲哀)
夜，因為素祭和奠祭從你們神的殿中斷絕了。
你們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嚴肅會，招聚長老和
國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華─你們神的殿，向耶和華
哀求。
珥 1:15
哀哉！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
從全能者來到。
珥 1:16-20
糧食不是在我們眼前斷絕了嗎﹖歡喜快樂不是從我
們神的殿中止息了嗎﹖
穀種在土塊下朽爛；倉也荒涼，廩也破壞；因為五
穀枯乾了。
牲畜哀鳴；牛群混亂，因為無草；羊群也受了困
苦。
耶和華啊，我向你求告，因為火燒滅曠野的草場；
火焰燒盡田野的樹木。
田野的走獸向你發喘；因為溪水乾涸，火也燒滅曠
野的草場。
珥2章
( 對以色列的預言 )
珥3章
( 對外邦列國的預言 )
2. 以預言的內容分：
a. 以色列民族命運的預言：例如耶 29:10-11, 「耶和華如此說：為巴比倫所
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
回此地。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
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但以理{9:2}及撒迦利亞{7:5}
均提及為此禱告)
b. 彌賽亞預言：例如彌 5:2, 「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
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
古，從太初就有」。賽52:13-15及53章 (僕人之歌) 亦屬彌賽亞預言。
c. 末世預言：例如但9:24-27,「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
七。要止住罪過，除淨罪惡，贖盡罪孽，引進（或譯：彰顯）永義，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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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異象和預言，並膏至聖者（者：或譯所）。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
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
七。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過了六十二
個七，那（或譯：有）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
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
經定了。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
供獻止息。那行毀壞可憎的（或譯：使地荒涼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
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或譯：傾在那荒涼之地），直到所定的結
局」。啟示錄亦為末世預言之一例。
3. 以應驗已否分：
a. 己經應驗的預言：如以色列的被擄與回歸 (耶 29:10-11, 經文見前面2a)。
b. 正在應驗的預言：耶 31:31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
猶大家另立新約」；結 37:21 「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
以色列人從他們所到的各國收取，又從四圍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本
地」；賽 27:12-13 「以色列人哪，到那日，耶和華必從大河，直到埃及
小河，將你們一一地收集，如同人打樹拾果一樣。當那日，必大發角
聲，在亞述地將要滅亡的，並在埃及地被趕散的，都要來，他們就在耶
路撒冷聖山上敬拜耶和華」。這些都在以色列復國後，逐步應驗，也是
主張聖殿將被重建的支持經文。
c. 尚未應驗的預言：
 耶30:11, 「因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將所趕散你到的那些國滅
絕淨盡，卻不將你滅絕淨盡，倒要從寬懲治你，萬不能不罰你（不罰
你：或譯以你為無罪）。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14:4-5, 「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
必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
南挪移。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因為山谷必延到亞薩。你們逃
跑，必如猶大王烏西雅年間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樣。耶和華─我的神必
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
 撒12:10,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
民。他們必仰望我（或譯：他；本節同），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
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
 啟示錄四至二十二章。
4. 以應驗的條件分：
a. 無條件的預言：神單方面成就的預言。
 創 8:21-22, 「耶和華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裡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
詛地（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念），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的活物
了。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了。」
 耶 31:33-34,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
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
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
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
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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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賽 65:17019,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
追想。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
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其
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
b. 有條件的預言：由人的抉擇而定應驗的方式，如利末記 26 章及申命記
28至32章神對以色列的應許 (遵命者降福，逆命者降災)。
確定歷史背景 (Historical Background - Situation in Life)：詩22:16-18, 「犬類圍著
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他們瞪
著眼看我。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雖是彌賽亞詩，但歷史背景
卻極可能是指撒上30:6「亞瑪力人擄走了大衛和跟隨他的人的婦女和大小人
口，眾人說要用石頭打死他。」詩22:19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救
主啊，求你快來幫助我！) 清楚說明這篇詩歌是大衛向神的呼求。
信息分段：以不同的思想分成了段落。聖經作者也常用重複的修辭手法表達新
段落。例如
1. 賽40至66章用「耶和華說：惡人必不得平安！」分成三段 (第三段用「他們
的蟲是不死的；他們的火是不滅的」來描寫「惡人必不得平安」)：
a. 無可比擬的父神 (賽40-48章)：賽48:22,「耶和華說：惡人必不得平安！」
b. 施行救贖的聖子 (賽49-57章)：賽57:21,「我的神說：惡人必不得平安！」
c. 推行萬事的聖靈 (賽58-66章)：賽66:24,「他們的蟲是不死的；他們的火是
不滅的；」
2. 彌迦書用「聽」分成三段落：
a. 懲罰 (彌1至2章)：彌1:2,「萬民哪，你們都要聽 (08085)！地和其上所有
的，也都要側耳而聽 (07181, 留心, 注意)！」
b. 國度 (彌3至5章)：彌3:1,「雅各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啊，你們要聽
(08085)！」
c. 敬拜 (彌6至7章)：彌6:1,「以色列人哪，當聽 (08085) 耶和華的話！」
對照同時期的其他信息：參考「大小先知書的歷史背景」之圖表及聖經歷史。
其他應注意的事項：
1. 注意「漸進啟示」的原則 (Progressive Revelation)：後期聖經的啟示較早期的
啟示比較明朗。
2. 作者可能用過去的字眼或觀念去描述將來的事物：
a. 賽65及66兩章以創1, 2章的生命樹(5:22)、河流(6:12)等來描述新天新地。
b. 彼後3章(3:10)、太24章(24:17-18)及啟示錄以創19章所多瑪被火的毀滅來
描述末世的審判。
3. 注意預言的公式 (prophetic Formula)：
a. 末日、末後的日子、主的日子、那日…。
b. 主降臨、主來到…。
c. 歸回、回到。
d. 神與子民同在/同住。
e. 神作王、神掌權、神/天國。
4. 注意預言所用的意象 (Figures of Speech)：
a. 地：通常代表世界。
b. 海：通常代表群眾。

E:\My Documents\Basic Bible Study\P14 A09 Prophetic.doc

7

Sunday School Lecture Notes

© by H T Hui

Edited 02/15/06, 05/15/13

基本釋經操練
c. 海邊的沙、天上的星：代表繁多。
d. 密雲黑暗的日子、血、火、煙、日頭變黑、月亮變血：代表本地或全球
性災難、痛苦。
e. 北方、北面：代表敵人。
f. 羔羊的婚宴：代表神人終極的合一。
5. 從簡到繁、從明到暗 (From simple to complex; from explicit to implicit)：注意經
文中附有的解釋或暗示。
V. 先知文學示範 I：賽 40：12–31

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2. 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他宣告說，他爭戰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
孽赦免了；他為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3.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或譯：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當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
4.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
的必成為平原。
5.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
的。
6. 有人聲說：你喊叫吧！有一個說：我喊叫什麼呢﹖說：凡有血氣的盡都如
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7.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草。
8.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9.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啊，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極力
揚聲。揚聲不要懼怕，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
10.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裡；他的
報應在他面前。
11. 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
羊的。
12. 誰曾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塵土，用秤稱山
嶺，用天平平岡陵呢？
13. 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或譯：誰曾指示耶和華的靈），或作他的謀士指教
他呢？
14. 他與誰商議，誰教導他，誰將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將知識教訓他，將通達
的道指教他呢？
15. 看哪，萬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塵；他舉起眾海島，好像
極微之物。
16. 利巴嫩的樹林不夠當柴燒；其中的走獸也不夠作燔祭。
17. 萬民在他面前好像虛無，被他看為不及虛無，乃為虛空。
18. 你們究竟將誰比神，用什麼形像與神比較呢﹖
19. 偶像是匠人鑄造，銀匠用金包裹，為他鑄造銀鍊。
20. 窮乏獻不起這樣供物的，就揀選不能朽壞的樹木，為自己尋找巧匠，立起不
能搖動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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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你們豈不曾知道嗎﹖你們豈不曾聽見嗎﹖從起初豈沒有人告訴你們嗎﹖自
從立地的根基，你們豈沒有明白嗎﹖
22.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蟲。他鋪張穹蒼如幔子，展開諸天
如可住的帳棚。
23. 他使君王歸於虛無，使地上的審判官成為虛空。
24. 他們是剛才（或譯：不曾；下同）栽上，剛才種上，根也剛才扎在地裡，他
一吹在其上，便都枯乾；旋風將他們吹去，像碎稭一樣。
25. 那聖者說：你們將誰比我，叫他與我相等呢﹖
26. 你們向上舉目，看誰創造這萬象，按數目領出，他一一稱其名；因他的權
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連一個都不缺。
27. 雅各啊，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以色列啊，你為何言，我的冤
屈神並不查問﹖
28. 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不曾聽見嗎﹖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
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
29.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3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
倦，行走卻不疲乏。
A. 經文觀察：
1. 四組問題和答案：詳情見後
2. 多比喻，誇張
a. 三個明喻：v. 15, 萬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塵；他舉起眾
海島，好像極微之物。
b. 兩個誇張：v.16, 利巴嫩的樹林不夠當柴燒；其中的走獸也不夠作燔祭。
c. 另一明喻：v.17, 萬民在他面前好像虛無，被他看為不及虛無，乃為虛
空。
d. 另一明喻：v. 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B. 經文分析與歸納：
觀 察、歸 納 與 分 段
節 數
經 文
解 釋、 原 則 和 教 訓
1. 上文：救贖的安慰
40:1-11
- 宣告：救恩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
- 安慰的原因是應許的
 安慰的話
的百姓
救恩己來臨
40:2
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他
平安與罪的赦免及償
 爭戰己過
宣告說，他爭戰的日子已滿了；他
還都是神自己的工作
 罪被赦免
的罪孽赦免了；他為自己的一切
和恩典
 懲罰還清
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40:3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 - 舊約時代平民要預備
- 喊說：迎接彌賽亞
的路（或譯：在曠野，有人聲喊著
道路讓王走過，我們
 預備迎接神的來
說：當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
也一樣要預備靈性和
臨
地修平我們神的道。
德行來迎接彌賽亞的
 修平神的路
40:4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
來臨
 填滿山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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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平山岡
 預備神榮耀的顯
現

40:5

- 喊叫：
 神的應許永不變
 有血氣的必都
枯乾
 神的話必永遠
立定

40:6

- 揚聲
 報好信息
 神臨到
 神掌權
 神賞賜
 神報應
 神牧養
 神聚集
 神懷抱
 神引導
無可比擬的父神
1. 神的知識無以倫比
 問題
 誰能匹配神創
造的智慧能力
 誰能匹配神無
限的知識
- 指導神的心
思謀略
- 教導神知識
和道德規範
 答案
 萬民和萬物都
微不足道
- 人
- 動植物

40:9

40:7
40:8

40:10

40:11

40:12-31
40:12-17
40:12

40:13

40:14

40:15

40:16
40:17

2. 神的權能永不搖動
 問題

40:18-26
40:18

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
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
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
口說的。
有人聲說：你喊叫吧！有一個說：
我喊叫什麼呢﹖說：凡有血氣的盡
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為耶和華
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草。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
的話必永遠立定。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啊，你要登高
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啊，你
要極力揚聲。揚聲不要懼怕，對猶
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
臂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
裡；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
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
乳養小羊的。

誰曾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
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塵土，用秤稱
山嶺，用天平平岡陵呢﹖
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或譯：誰曾
指示耶和華的靈），或作他的謀士
指教他呢﹖
他與誰商議，誰教導他，誰將公平
的路指示他，又將知識教訓他，將
通達的道指教他呢﹖
看哪，萬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
如天平上的微塵；他舉起眾海島，
好像極微之物。
利巴嫩的樹林不夠當柴燒；其中的
走獸也不夠作燔祭。
萬民在他面前好像虛無，被他看為
不及虛無，乃為虛空。

- 救恩的實現在於彌賽
亞的降臨
- 人雖生長茂盛‧美麗
如花，卻是短暫的
- 惟有神永不改變，我
們要追求永不改變的
道

- 對信徒而言，神的降
臨是好信息，不必懼
怕
- 神的本性
 掌權的大能者
 報應賞賜的審判者
 引導愛護的牧養者

- 海洋、蒼天、大地、
山嶺岡陵都微不足
道，神的能力遠超自
然界的力量

- 世人的知識和謀略不
能相比，神是智慧之
源
- 萬國的榮華也不足為
持

你們究竟將誰比神，用什麼形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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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銀鑄造和木
雕的偶像不能
與神相比

40:19
40:20

40:21



神比較呢﹖
偶像是匠人鑄造，銀匠用金包裹，
為他鑄造銀鍊。
窮乏獻不起這樣供物的，就揀選不
能朽壞的樹木，為自己尋找巧匠，
立起不能搖動的偶像。
你們豈不曾知道嗎﹖你們豈不曾聽
見嗎﹖從起初豈沒有人告訴你們
嗎﹖自從立地的根基，你們豈沒有
明白嗎﹖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
好像蝗蟲。他鋪張穹蒼如幔子，展
開諸天如可住的帳棚。
他使君王歸於虛無，使地上的審判
官成為虛空。
他們是剛才（或譯：不曾；下同）
栽上，剛才種上，根也剛才扎在地
裡，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乾；旋
風將他們吹去，像碎稭一樣。
那聖者說：你們將誰比我，叫他與
我相等呢﹖

40:22
答案
 一切被造物不
能與神相比
40:23
 君王和貴胄不
能與神相比
40:24
- 神在掌權
- 世上的地位
權勢都空虛
短暫
40:25
 問題
 還有誰能與神
相比
40:26
你們向上舉目，看誰創造這萬象，
 答案
按數目領出，他一一稱其名；因他
 天上萬象也不
的權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連一
能與神相比
個都不缺。
- 神創造
- 神護理
3. 神的安慰確有保証
40:27-31
40:27
雅各啊，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
 問題
和華隱藏﹖以色列啊，你為何言，
 神是否忘記
我的冤屈神並不查問﹖
 神為何不伸冤
40:28
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不曾聽見
 答案
嗎﹖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
 神是永在的神
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
 神是創造的主
慧無法測度。
 神永不疲乏困
40:29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
倦
力量。
 神的智慧無限
40:3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
 神賜能力
也必全然跌倒。
 保証：等候耶和
40: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
華的必從新得力
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
 不困倦
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不疲乏
結論：神的知識和權能是我們安慰的保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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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審判和永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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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祂同情諒解我們
的軟弱，祂必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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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掌權的大能者、
是報應賞賜的審判
者、是引導愛護的牧
養者，我們有何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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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文應用：
1. 對信徒而言，神的降臨是好信息，我們不必懼怕，但是自己卻要預備好。
2. 自然界的力量、世人的知識和謀略、世上萬國的榮華既不足與神相比，我
們就不應當去愛世界。
3. 神既將祂自己拯救的子女，一一記懷於心，我們就可以隨時隨地到祂施恩寶
座前求恩典、得憐憫。
4. 神既是掌權的大能者、是報應賞賜的審判者、是引導愛護的牧養者，我們面
對什麼的困難、勢力和環境，都不必懼怕。
5. 我要如何預備靈性和德行來迎接彌賽亞的來臨？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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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先知書文体作業示範 II：賽 6:1-13 (主日學教案之應用)

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2.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
膀飛翔；
3.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
4. 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
5.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
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6. 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裡拿著紅炭，是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
7. 將炭沾我的口，說：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
免了。
8.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
請差遣我！
9. 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
得。
10. 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
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
11. 我就說：主啊，這到幾時為止呢﹖他說：直到城邑荒涼，無人居住，房屋空閒
無人，地土極其荒涼。
12. 並且耶和華將人遷到遠方，在這境內撇下的地土很多。
13. 境內剩下的人若還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滅，像栗樹、橡樹雖被砍伐，樹墩子
卻仍存留。這聖潔的種類在國中也是如此。
A. HOOK：
第一次和男/女朋友約會會心跳，要見男/女朋友的父母會失眠，找工作面試
(Interview) 會緊張，會見一些對自己重要的人物一定會有些懼怕和焦慮，如果要
會見神，我們心裡的感受又如何呢？
先知以賽亞曾有會見神的經歷，我們可以從他學到什麼功課呢？
B. BOOK：經文
歸 納 分 段
節數
經 文
解釋與原則
背景
6: 1a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 (以 烏西亞
時間
賽亞) …
- 一位好王, 行耶和華眼中看
人物
為正的事, 神使他亨通, 只
是邱壇還沒有廢去, 百姓仍
在那裡獻祭燒香.
- 因高傲要進神殿燒香而長
大痳瘋 (歷下 26).

異象
聖殿/神/聖潔
天上的王：神
高高在上
坐在寶座
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6: 1b - 4
6:1b 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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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的神仍然安坐寶座上。
- 無限的神，卻坐在寶座上
與有限的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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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撒拉弗/事奉者的榜樣
侍立/飛翔：待命勤勞
翅膀：遮掩/隱藏/謙卑

6: 2

讚美：
聖潔, 權能, 榮耀
聖殿
根基震動
充滿煙雲
禍/自己/罪孽
犯罪被判者：有禍/滅亡
原因：
己身的罪
百姓的罪
親眼見神
潔淨
天使取炭
沾我的口
罪得赦免

6: 3

6: 4

6: 5

6: 6

6: 7

蒙召
看見需要
委身事奉

6: 8

被遣
告訴這百姓

6: 9a

百姓/猶大/審判
民
不悔改

6: 9b

不得醫治

6: 10

時間
遙遙無期
環境 (地)
極其荒涼，無人居住

6: 11

6: 12
被擄遠遷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
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
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
翔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
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
榮光充滿全地！
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
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

- 神至高無上、滿有權能，
天使是侍候祂的。
- 地上的王不潔淨 (長大痳
瘋)，天上的王完全聖潔。
- 事奉者的心態：謙卑、奔
走、繼續不斷。
- 讚美 (及禱告/香–是否寓
意？) 是敬拜的一部分。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
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
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
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 - 萬
軍之耶和華。
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
裡拿著紅炭，是用火剪從壇
上取下來的。
將炭沾我的口，說：看哪，
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
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免
了。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
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
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
遣我！
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

- 神是聖潔、統管萬有和立
約的神。
- 在神面前人會看見自己的
敗壞，是被審判的對象，
因而會謙卑自己。
- 有罪的人不配事奉神。
- 赦罪來自祭壇，必有犧
牲。
- 罪惡被赦免全是神主動的
作為，都是恩典。

…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
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
看見，卻不曉得。
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
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
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
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
我就說：主啊，這到幾時為
止呢﹖他說：直到城邑荒
涼，無人居住，房屋空閒無
人，地土極其荒涼。
並且耶和華將人遷到遠方，
在這境內撇下的地土很多。

- 事奉不僅是要付代價，它
的果效也可能也是「事與
願違」。
- 傳神信息的職責是艱巨
的，面對的是不肯悔改的
百姓，福音信息常被反對
及拒絕。
- 傳神信息要沒有自己的條
件。
- 傳神信息要關心–百姓到
幾時才會侮改？
- 傳神信息要耐心–直到無
人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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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召是神的主權。
- 蒙恩的人才會被召。
- 神不強迫信徒接受差遣，
蒙恩的人要甘心順服。
- 蒙恩後的責任是傳揚福
音。
- 先知的信息必須先被潔
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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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全被吞滅
樹墩子/餘種 /恩典
至終仍然蒙受恩典
餘民仍將存活

6: 13a

境內剩下的人若還有十分之
一，也必被吞滅。

- 傳神信息要忠心–直到被
擄到遠方，幾乎完全滅絕

6: 13b

像栗樹、橡樹雖被砍伐，樹
墩子卻仍存留。這聖潔的種
類在國中也是如此。

- 餘民仍蒙保守。
- 餘民是猶大生命和聖潔的
種子。

C. LOOK：信息 (賽 6:1-13)
1. 主題：蒙召者的異象
2. 分段
a. 神的聖潔與主權：
 永恆、無限
 權能，聖潔
b. 侍奉者 (天使) 的榜樣：
 勤勞待命
 謙卑讚美
c. 自己的不配和罪孽的對付：
 自己的敗壞，是審判的對象
 不配事奉神，蒙召是神的恩典
 聖潔(對付了罪)才配事奉
 呼召是神的工作，不是自己的志願
d. 禾場的需要：
 福音：去告訴這百姓
 工人：誰去？差遣誰？
e. 他人的拒絕：
 事奉的果效常會事與願違
 遭人反對/拒絕是基督的榜樣
f. 終極的恩典：
 終極會蒙神的保守
 產生生命和聖潔的果效
D. TOOK：應用
1. 事奉者的心態：
a. 虛心：謙卑、不配。
b. 甘心：犧牲、順服。
c. 耐心：前進、繼續不斷。
d. 關心：体恤、憐憫。
e. 忠心：負責、不放棄。
2. 應用之實際計劃：
a. 世上雖有不合理或不如意的事，事奉不僅是要付代價，它的果效也可能
是事與願違。但天上永恆的神仍安坐寶座上，無限的神仍看顧我們，我
要打電話給____，讓他不要為所發生的事情難過。
b. 事奉者若謙卑、勤勞、保持聖潔、繼續不斷的努力奔走，神的權能就可
以彰顯，祂的事工就能震動大地，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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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督徒當不斷的對付罪，常在神前認罪悔改。
d. 傳福音的職責是艱巨的，百姓雖不肯悔改，福音被拒絕，仍不可恢心。
3. 挑戰：
以賽亞一生的事奉從烏西亞王崩的一年蒙召起，經歷了約坦、亞哈斯、
希西家、直到瑪拿西，約六十年中痛責社會弊病，宣告審判的警告，然而他
深愛自己的同胞，不斷的懇求百姓回應神的呼召，至終他們仍不悔改，以致
亡國被擄。根據傳統的說法，他勒目 (猶太人的解經記錄) 記載他自己是被
瑪拿西追 殺，最 後躲 在樹洞中 ，被瑪 拿鋸 為兩半而 死 (王下 21:16; 來
11:37)。
以賽亞可以說本身就是一個受苦的僕人，所傳的信息在當時並沒有產生
很大的作用，以致猶大滅亡，百姓被擄，但他安慰的信息，將神救贖的計
劃、受苦的僕人、救贖中保的降臨、神救恩的榮耀實現 (包括新天新地新時
代的來臨)，就像樹雖被砍伐，樹墩子卻仍存留，他的事奉與信息，為餘民
留下了神的應許，帶來救恩的盼望。神對你與我的呼召又如何呢？
當我想到以賽亞的蒙召和事奉的時候，我會想到若是沒有神向他如此的
呼召，他是否能在一生完全不計效果的專一的事奉神？若是他沒有經驗到一
生痛苦失望的事奉歷程，神是否會將彌賽亞受苦僕人的信息啟示於他？每當
我讀到賽 6:1-13、53 章、或 9:1-7 這幾段經文時，我深知自己原是一個不潔
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像葉子漸漸枯乾，自已的罪孽好像風把
我吹去 (參賽 64:6)，然而神卻赦免了我的罪，賜給我機會事奉祂，雖然遇到
各種艱難痛苦，收不到預期的果效，但神的異象和信息，卻歷久常新，永不
磨滅，這就是一個蒙召者持續事奉的力量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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