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约概论-旧约历史书/先知书  
 

林肯路教会国语堂 成人主日学 · 2017年秋季课程                      page 1 
 

第七课 公义审判·神圣救赎 - 以赛亚书概论 

1. 作者： 

传统认为本书是先知以赛亚所写。以赛亚

这个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他出

身贵族（乌西亚王堂兄弟）。近年的历史

批判学者认为本书作者不止有一人。 

  第一以赛亚（1-39章） 

  第二以赛亚（40-55章） 

  第三以赛亚（56-66章） 

根据是这三部分内容、风格、背景有差异

(第一部分以犹大为背景，第二部分却论

及被掳后的情景，第三部分又涉及巴勒斯

坦。) 不过若认定先知有从神来的启示，

可以用预言的方式讲述将来，这样的语境

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还有‘以赛亚学

派’的说法，是说以赛亚传下来的思想有

被后人发扬光大的可能。不过教会一般坚

信耶路撒冷以赛亚就是本书作者。 

2. 写作年代与背景： 

如果认定耶路撒冷的以赛亚是本书唯一作

者，那么本书应该是写于 700BC之前（大

概在 760-698 BC 之间）。 
 

以赛亚是犹大国四朝元老。他作先知的时

期始于乌西雅王末年（主前 739 年），历

经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共四王，而在玛

拿西作王时被锯死殉道（参来 11:37）。 
 

以赛亚生活的时代始终笼罩在亚述国兴起

并欲称霸世界的乌云之下，他在耶路撒冷

作四个国王的谋士并说预言。犹大当时受

到两个强大而敌对的邻国威胁：亚兰（叙

利亚）和以色列，但对犹大来说最大的威

胁却是她自己内部的道德堕落。国王们把

盼望寄托在政治联盟、军事力量甚至外邦

偶像上，他们忘记了神，百姓也跟从他们。

许多人被犹大周围强国的物质文化所引诱。 

以赛亚是写作圣经的先知中较早的一位

（同时期还有阿摩斯、何西阿、弥迦）。

在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的威胁中，面对昏

聩麻木堕落的同胞，以赛亚为神发出强烈

的呼声。 

3. 主旨要义 

以赛亚宣称了统治万国的神的主权，他呼

吁神的百姓盼望神并顺从神，并且警告了

若不顺从神则会带来的神的愤怒和国家的

毁灭。以赛亚预言了在他那时代之后很久

会发生的事，他谈到了以色列人被巴比伦

流放的事，并写下了对流放之民的安慰与

希望的话语。以赛亚还看到了那大卫的子

孙、将到来的弥赛亚，要带来平安与公义

之国，以赛亚将他描述为受苦难的仆人。 

以赛亚书突出地表达了‘神的救恩’的主

题。在以色列人悖逆所要遭受的必然的审

判中，神因慈爱存留恩典。书中宣告神拯

救的好消息。 

4. 写作目的 

代表神宣告犹太人马上要面临的危机

（如：亚以战争 734BC、西拿基立危机

701BC），并宣告神对巴比伦、亚述、埃

及等国的审判。 

强调神审判与救赎的旨意，从 1-39 章重

点预言神的审判；40-66章引出安慰与救

赎的信息，并以预言最大的救赎者（其降

生 7:14；其神圣工作 53:1-12）为重点。 

5. 写作特点： 

5.1 小圣经。以赛亚书被称为‘小圣

经’。这本书好像整部圣经的浓缩。圣经

有 66卷，本书有 66章；圣经总是把神的

公义圣洁所带来的审判与神慈爱怜悯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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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救赎作为主线，而以赛亚书则充分展

现了这一命题的真意。 

5.2 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本书在旧约经

文中含有最丰富、详细的预言耶稣基督的

内容：1 诞生(7:14, 9:6); 2 家谱(11:1); 3 名

字(7:14, 96);  4 被灵充满(11:2);  5 工作

(11:3-4, 61:1-3); 6 温柔(42:1-4); 7 受死(53); 

8 复活(25:8); 9 再临(63:1-6, 64:1); 10 作王

(11:3-16, 32:1, 33:17-24)。 

5.3 旧约中的福音真理。本书是旧约经

卷中的福音书，与新约最为接近.以赛亚

犹如旧约的保罗，强调子民得着应许的拯

救唯一的条件就是信心。在旧约中，没有

其他作者能够像以赛亚这样，把神恩典与

救赎的真理阐释的这么透彻。 

5.4 新约中引用最多。因为这部书卷的

重要性，新约经卷中直接引这位‘救赎的

先知’的话至少有五十八次之多。例如： 

以赛亚书章节  新约引用章节   

赛 1:9      罗 9:29    

赛 6:9,10    太 13:14,15  

赛 6:9,10    约 12:40,41  

赛 6:9,10    徒 28:25-27  

赛 9:1,2     太 4:14-16   

赛 10:22,23   罗 9:27,28   

赛 11:10      罗 15:12     

赛 29:13      太 15:7-9   

赛 29:13      可 7:6,7     

赛 40:3     太 3:3     

赛 40:3      可 1:3 

赛 40:3      约 1:23 

赛 40:3-5     路 3:4-6 

赛 42:1-4     太 12:17-21 

赛 53:1      约 12:38 

赛 53:1      罗 10:16 

赛 53:4      太 8:17 

赛 53:7,8     徒 8:32,33 

赛 61:1,2     路 4:18,19 

赛 65:1,2     罗 10:20-21 

5.5 文学体裁丰富。书中有诗歌、散文与

文学技巧，对其中诗歌水平评价甚高。 

6. 以赛亚书大纲 

   一、灾难与审判(1-39) 

             1、耶和华的日子与犹大(1-6) 

             2、耶和华的日子与以色列(7-12) 

             3、邻国的审判(13-23) 

             4、万国的审判(24-27) 

             5、耶京的六祸(28-33) 

             6、最后之愤怒和锡安重建(34-35) 

             7、第一部分之历史补遗(36-39) 

   二、救赎与结局(40-66) 

             1、耶和华的超越(40-48) 

                     （1）耶和华属性之超越(40-41) 

                     （2）耶和华救赎之超越(42-45) 

                     （3）耶和华审判之超越(46-48) 

             2、耶和华的仆人(48-57) 

                     （1）先以色列，后为基督(48-53) 

                     （2）以色列复兴，基督掌权(54-55) 

                     （3） 呼唤与应许(56-57) 

             3、耶和华的挑战(58-66) 

                     （1）对今世之伪善(58-59) 

                     （2）对将来之大事(60-65) 

                     （3）挑战、应许、警告(66) 

   ── 巴斯德《以赛亚书研究》 

 7.重点内容和思想 

7.1 以赛亚书分段信息要点： 

1-5章：相当于全书的序言，交代以赛亚

蒙召时的时代背景。这一段里悖逆和盼望

两个基调循环出现。一方面神明确宣告罪

必遭到审判(1:5-6, 24-25; 2:10-11; 

3:11)；另一方面神也为百姓指出光明的

未来(1:26-28; 2:2-4; 4:2-6)。总的景

象是悲观无助的（5章），象征以色列民

落在罪恶带来的水深火热之中。 

6-12章：以以赛亚蒙召开始（6），以子

民全体得救的乐歌作终（12），之间的主

题在于应许未来的君王。其中明确指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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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大君王属于耶西的根(11:1-9)、大卫

的族裔；是童女生子、名叫以马内利都被

清楚地预言(7:13-14)。‘有一婴孩将为

我们而生’的应许(9:1-6)响彻历史。 

13-27章：这一段的背景是全世界(论及

巴比伦、摩押、大马色、埃及、亚述，

等)，甚至是全宇宙。重点说明神是全地

的主宰(13:9-13)。全地都将在未来的大

君王统治之下(9:7; 11:4,6-9,14-16)。

在他的日子临到时，他要在天上地下彰显

权柄，对他的子民施行慈爱(14:32; 

16:5)。经文中将两座城作对比：世上的

没有神的城将倾覆(24:10)；救恩的坚固

之城将永存(26:1-4)。 

28-39章：神施行拯救的目的是要世界归

向祂，成为一位神，一群子民。以赛亚分

析了犹大与埃及、亚述的三国演义的关

系，虽然犹大国弱小，夹在两强国之间受

气，但是在神的历史计划中，这些国度都

在神的手中。在预言耶路撒冷将遭受灾难

时，也同时宣告神立的房角石根基稳固

(28:16)。犹大投靠埃及得罪了神，但埃

及根本没有帮助(30:1-14; 31:1-3)。反

而亚述被激怒来攻击他们(30:17; 36-37

章)。这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30:27-

33）。字里行间，神施恩拯救的应许仍然

不断出现(30:18,31:4-5,32-35章)。38-

39章的希西家的故事是一个插曲，他求

增寿 15年，却忘乎所以，向巴比伦使者

显摆财富，为日后巴比伦入侵留下祸根。 

40-55章：是全书最光明的部分，是救恩

之主旋律的高潮。在这里作者预告神的怜

悯终会展现，神的安慰必将临到祂的百姓

（40:1-2）。争战会结束，被掳之民将回

归，耶路撒冷将再度兴起(44:28; 45:13; 

48:20-22)。其中激励人心、脍炙人口的

恩典应许比比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一

段里，圣经清楚地预言了神命定的救赎

者，那位谦卑舍己的仆人，会担当世人的

一切罪孽(53:8,12)，带领百姓完全归向

神(49:5-6)。在这十几章里，关于耶稣基

督的预言出现非常频繁(例如 40:10-11; 

41:14; 42:1-4,6-7; 52:13-15; 特别是

53章仆人之歌)。 

56-66章：虽然作者预言被掳的人会回

归，但是以色列人仍然是在奴役之下。后

十章展望神子民真正自由的日子。百姓仍

在等候神的终极拯救(56:1)，神将向他们

施加恩典(61:1-3; 63:7)，终止仇敌的压

制(62:8)，亲自为他们复仇并救赎他们

(63:1-6)。最后耶路撒冷将成为新天新地

的中心(65:17-25)。 
参考《丁道尔圣经注释》改写 

7.2 弥赛亚神学。有关弥赛亚的论述是以

赛亚书的一个亮点。在记述大卫王室里背

道的亚哈斯和容易上当的希西家同时，以

赛亚预告未来会出现一位荣耀的君王

(9:1-7, 11:1-6)；在百姓因犯罪受到审

判的余波之中，以赛亚预言那位背负世人

罪孽，谦卑舍己救赎人类的神仆(42:1-4; 

52:13-53:12)；最后，在预见被掳后回归

之民仍然受外邦奴役。以赛亚应许那位申

冤报仇、施行救赎的救主将来必然降临

(59:20-21; 61:1-3; 63:1-6)。整卷书勾

勒出这位弥赛亚的生动画面。 

7.3 罪与救恩的思想。在旧约中以赛亚

书对罪与救恩的思想论述得最为深刻。因

此本书具有旧约中罗马书的称誉。首先本

书强调神的圣洁。正是因为这‘圣哉’的

神与罪恶不能相容，所以世上的罪恶必要

受到审判惩罚。以赛亚书中预言的以色列

人要遭受的颠沛流离的命运完全是因为他

们悖逆神造成的；埃及、亚述、巴比伦和

各国各族的命运也是与他们的罪密切相

关。神的公义圣洁是不能打折扣的。 

但是神又是恩典怜悯慈爱的神。审判惩罚

不是神的最终目的。神最终目的是要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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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神拯救的方式是通过降下恩典。无

论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还是在基督降临

后的恩典时代，恩典都是救恩的根本。人

靠自己无法自救，必须依靠神预备的救

主。以赛亚书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那将要到

来的人类的救主的形象。那可是在耶稣降

生 700多年前。所描写的预言在后来基督

降生、生平、受难、复活都一一实现了。

相信这位救赎主才是救恩的根本。 

7.4 查经示例： 

6:1-8 蒙召。这是以赛亚蒙召时的景象。

从经文中看到，蒙召的人首先要看到圣洁

与全能的神的异象：“他的荣光充满全

地”。其次蒙召的人要看到自己的不配。

以赛亚知道自己是污秽的，深知为主所用

要先悔改。在神的面前，人更能认识自己

的本相，看到自己的污秽。人有悔改之心，

是为神所用的前提。悔改、降伏在神面前，

神就洁净。神派来撒拉弗以红炭沾了他的

口，取去了他的罪。那不是火烙之刑，而

是洁净之举。第三要回应。在这蒙召之人

要回应神的呼召。“我在这里，请差遣

我！”以赛亚回应了神的呼召，一生为主

所用。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是怎

么回应的？ 

9:1-7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是一

段与耶稣基督相关的预言。以赛亚预示将

来有一个被藐视的、叫加利利的地方会得

着荣耀。人们会在那里见到大光。在压迫

苦难之中的人要得到解救。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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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是大卫的后裔。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

国度存到永远，他的政权永不止息。这一

切都是神的计划，是‘万军之耶和华必用

热心成就’的事。这些预言在700多年后

都完全应验了。神早就预备好了救恩，并

且不断借着先知向世人启示。直到时候满

足，耶稣就真的降世为人，成就救恩。 

53章 仆人之歌：以赛亚用了极其精准又

丰富的言语预言将要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

舍命，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出生于贫

苦之家（乾地）、是普通人（容貌）；他

所经历的遭刑罚、受鞭打，在受审之时默

然承受；他受死时的情节（列于罪犯之

中、为罪犯代求）他的品格、他受死的意

义（让我们得平安、医治、拯救我们、做

我们的赎罪祭）。以赛亚毫无疑地是在预

言耶稣。这首诗歌包括了基督的出生、容

貌、遭遇、细节，对他的赞美、歌颂，对

他身份的确定、救恩果效的定义。简直就

是诗歌体的基督论论文。 

65:17-25 新天新地。这是一幅美好无比

的图景，为神的子民将来在永恒的归宿里

如何生活的疑问揭开了谜底的一角。首先

在那里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所在。人的罪被

彻底赦免，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不再被

追想。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是新的。其

次那里是一个充满喜乐平安、幸福欢乐的

所在。因为有神的同在。再没有哭泣、哀

号的声音，而是被笑声和欢呼声取代。还

有那里是一个永生的所在。神应许的是永

生。再者那里是一个丰富的所在。在新天

新地里，绝对不是无所事事，腻烦的不堪

忍受的永远生命。而是有很多有意义的事

情要做。最后，那里是一个和平的所在。

神与人同在的和谐美好地久天长。 

讨论题： 

 本书的时代背景对理解经文有何帮

助？ 

 为什么书中审判与拯救的信息交替

出现？ 

 以赛亚如何预言耶稣基督（请找出

相关经文）？ 

 选你有感动的经文做灵修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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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背景： 

○ 王下 15:1-21:26  代下 26:1-33:25  

（一）南國猶大： 

   烏西雅 西元前 769-741 年 

   約坦   西元前 741-734 年 

   亞哈斯 西元前 734-715 年 

   希西家 西元前 715-697 年 

   瑪拿西 西元前 697-642 年 

   亞們   西元前 641-640 年 

   1.烏西雅與約坦王  

以賽亞出生於烏西雅王的時代，是猶大歷史中極

繁榮穩定的時期。烏西雅對屬神的事表現虔誠而

敬畏，可惜晚年因驕傲而被甚懲罰代下 26:16-

21 ，身患痲瘋病，與其子約坦共同攝政達 12

年。烏西雅去世那年，以賽亞蒙召成為神的先知 

賽 6:1 ，向受北方強敵壓境的猶大傳講信息。 

   2.亞哈斯王 

約坦之子亞哈斯作王時，北國以色列亞蘭（即敘

利亞）聯盟攻打耶路撒冷，約為西元前 734 年，

這是西元前第八世紀的第一次的政治危機，先知

在舉國憂愁下宣告「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

在）的應許，但亞哈斯王不肯信從，反而轉向亞

述求援。雖然危機暫時解除（以色列、亞蘭先後

被亞述殲滅）；但猶大也須向亞述稱臣進貢，成

為亞述的附庸國，宗教上也須隨從亞述（參 王下 

16:18 ）。第二次危機便是以色列被亞述併吞的

陰影。 

  3.希西家王 

第三次危機乃是希西家登基後，加強國家防務，

建造西羅亞隧道，供應耶路撒冷水源，不肯再臣

服亞述，亞述王西拿基立於是南下攻擊猶大各城

邑(西元前 701 年)；在這危急之秋，國中有人主

張與埃及結盟，以賽亞卻提出了神的立場 31:1-

9 ，警告猶大勿倚持人的幫助，並應許神自己要

保護耶路撒冷。這次危機幸賴神的保護而安然度

過。37:36 。先知接著又提出另一個危機，即巴

比倫的威脅，預言國家將要滅亡，人民被擄

39:5-6 。不過，先知更遠眺將來，預言百姓將

從被擄之地歸回，以色列蒙神復興，充滿榮耀。 

 

 （二）亞述帝國： 

以賽亞之前的 150 年，亞述帝國不斷地擴張版

圖，征服了臨近諸國。 

1.西元前 840 年，以色列王耶戶已開始向亞述進

貢。 

2.西元前 734 年，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擄走了以

色列北部人民 王下 15:29 。 

3.西元前 732 年，亞蘭遭亞述帝國殲滅。 

4.西元前 722 年，撒瑪利亞被攻陷，亞述王撒縵

以色擄走了其餘的以色列人 王下 17:6  

5.西元前 702 年，亞述王西拿基立攻入猶大，毀

滅了 46 個有城牆的堅固城，擄走了 20 萬猶大人 

王下 18:13 。 

6.西元前 701 年，亞述軍隊在耶路撒冷城外被耶

和華的使者擊殺而去 王下 19:35-36 。 

        

 （三）北國以色列： 

耶羅波安二世  西元前 784-753 年 

撒迦利雅      西元前 753-752 年 

沙龍          西元前 752-751 年 

米拿現        西元前 751-742 年 

比加轄        西元前 742-741 年 

比加          西元前 741-730 年 

何細亞        西元前 730-722 年 

  1.米拿現：基於個人政治野心，向亞述王普勒

納貢，以求堅定國位 王下 15:19 ，自此激起

亞述對巴勒斯坦的貪慾之心，種下亡國之因。 

  2.比加轄：作王兩年被殺。 

  3.比加：與亞蘭王利汛結盟，攻打耶路撒冷，

圍困亞哈斯 王下 16:5 ，結果由於亞哈斯向亞

述求援，反遭重創。 

  4.何細亞：計劃聯合埃及王梭背叛亞述王撒縵

以色，結果反被監禁，成為亡國之君。 王下 

17:4-6  

             

  （四）三次的重大危機：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5&sec=1&chap2=21&sec2=26&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4%BB%A3%E4%B8%8B&chap=26&sec=1&chap2=33&sec2=25&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4%BB%A3%E4%B8%8B&chap=26&sec=16-21&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4%BB%A3%E4%B8%8B&chap=26&sec=16-21&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B3%BD&chap=6&sec=1&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6&sec=18&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6&sec=18&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B3%BD&chap=31&sec=1-9&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B3%BD&chap=31&sec=1-9&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B3%BD&chap=37&sec=36&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B3%BD&chap=39&sec=5-6&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5&sec=29&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7&sec=6&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8&sec=13&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9&sec=35-36&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5&sec=19&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6&sec=5&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7&sec=4-6&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7&sec=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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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亞以戰役（Syro-Ephraimitic）：主前 734 年 

2.撒瑪利亞陷落：主前 722 年 

3.西拿基立攻擊耶路撒冷：主前 701 年 

           

  （五）相關年代整理 

 以賽亞生  西元前 765 年 

  烏西雅在位  西元前 789-740 年 

  以賽亞被召  西元前 740 年 

  約坦在位    西元前 740-736 年 

  亞哈斯在位  西元前 736-727 年 

  希西家在位  西元前 727-699 年 

  北國被擄    西元前 722 年 

  希西家病    西元前 714 年 

  瑪拿西在位  西元前 699-643 年 

  以賽亞被殺  西元前 681 年 

 

  五、政治社會背景： 

在以賽亞傳道生涯之前，猶大和以色列兩國的政

治與經濟都相當富庶、發達。在烏西雅統治下，

猶大有一段高水準的富裕生活 代下 26:1-

23 ，而北國以色列在耶羅波安二世執政下，也

恢復了所羅門王時期的大部份領土 王下 

14:25,28 。不過這個看似強盛的時代，卻充滿

貧富不均、階級懸殊的狀況。 

 

  六、宗教道德方面： 

烏西雅與約坦王雖致力於重建耶和華的敬拜，但

邱壇（迦南人獻祭之處）仍未能廢除；在社會道

德上則是奢侈放縱。亞哈斯登基後拆毀崇拜的秩

序、破壞誡命，企圖將耶和華之名字百姓心中完

全塗抹。以賽亞公開斥責他的罪孽，但王毫不理

會。希西家王算是中興之王，但是之後的瑪拿西

更是敗壞有加。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4%BB%A3%E4%B8%8B&chap=26&sec=1-23&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4%BB%A3%E4%B8%8B&chap=26&sec=1-23&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4&sec=25,28&m=
http://a2z.fhl.net/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E%8B%E4%B8%8B&chap=14&sec=25,28&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