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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以赛亚——他预言救赎

听啊，大地，

神已在说话。

当神差遣先知来对我们说话时，我们听进去的有多少！
我们从先知的生活范例中学到许多东西，但最重要的是神透
过祂的仆人要向我们表明祂的信息。

神已说话，祂已透露祂的话语。神藉由祂所拣选的人向
我们显明。祂向我们显明祂是神圣、要审判罪恶的神；同时
也是怜悯的神，就像一位有怜悯之心的父亲一样，对他的子
女表达他的慈爱。神亲近我们，而且要帮助我们。神用祂的
话语来指引我们。如果我们承认罪、听从祂、并接受祂的话，
祂就使我们脱离罪恶。

我们从先知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不仅如此，我们还要
学得更多。在本课中我们将从先知以赛亚身上获得信息。“以
赛亚”的意思是：神是救赎的来源。神给我们的信息是：救赎
是由神圣的恩典大能而来，并非靠我们自己或靠宗教仪式来
完成。

在本课中你将学习
    异象和呼召
    警告和应许
    救赎者的邀请

本课将帮助你
认识先知以赛亚。
解释奉献的意义。
叙述真正的救赎者。
了解以赛亚预言的真谛和它对你个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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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象和呼召

我们并不清楚神拣选多少人成为先知来事奉祂。当然有
好些是我们并不认识的，但无可置疑的是以赛亚的职责。他
是伟大的众先知之一，是神特别拣选来传达祂的希望和救赎
的信息给人类。

以赛亚可能出身于官邸世家，因为他终其一生都活跃于
宫廷。他是一个历经多朝的称职史官。他是一个有恩赐的作
家，其笔风文雅，有涵养。他的措词如诗，有丰富的表达能
力。他爱好自然，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的文章平易近
人。身为一个受过完整教育的政治家，他的写作风格却受历
史学家和学者的注意。六十年来，他在说话、写作和宣扬神
的话语，也见到他的预言一一实现。

我们都知道，在人们需要帮助时，神对祂所拣选的人说
话，并用他们来影响他人的生命。我们都注意到，当人们因
罪和崇拜偶像而有遭毁灭的危险时，神就对先知说话。这些
状况在以赛亚的经历里都是真的。此外，许多人都不顺服神，
甚至敬拜偶像，他们自私，且待人不公。

更糟的是他们拒绝承认他们的罪和需要。他们继续以动
物作为燔祭，且举行宗教仪式并以宗教的名来禁食。他们骄
傲、行为不检，就好像神允许他们特别的权力一样。以赛亚
了解这些，并向世人呼喊：“听啊，哦，大地！”

神让以赛亚看见异象。以赛亚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
座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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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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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很震惊。接下来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以赛亚知道他现在就在圣者的跟前，他感到惊恐，然后呼喊：
“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



71

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然后有一撒拉弗飞到神坛，用火剪拿着红的炭沾以赛亚
的口。

“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主的声音又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神说：去吧！把我的信息传给世人，并警告他们，因他
们的罪审判要来。也要告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祂会拯救
那些开耳听到，开眼见到真理的人。祂要派一个救赎者，叫
作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

习题
1  用下面的词语完成句子。

罪   报信者 救赎者   圣洁 神   异象
   审判 发怒     天使    争战    王   以赛亚

1) 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自己站在       的面前。
2) 撒拉弗的话语提醒了以赛亚：神最重要的性格是

  。
3) 这使得以赛亚特别意识到自己与他的人民的     。
4) 由神的疑问中显出祂要某个人成为 。
5) 神的目的是要警告人们那将要来的 。
6) 神应许差派一位 。

应许和警告

当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时，他就接受神的
呼召了。他说我愿成为那使者，神赞扬他的顺服和乐意服从。
神与他来往密切，并使他成为伟大的先知之一。

我们从以赛亚看见的异象和他的呐喊中学到了许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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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我们学到神对其子民的关怀。祂看见人们的罪和问题，祂
因人们的不顺服而悲恸。祂想出一个计划来帮助他们。当然，
照惯例，祂要一个人，经由他来工作。神问：“我可以差遣谁
呢？”祂要一个愿意的人，神并不呼召那些不愿意的人。如果
我们愿意接受祂所赐给我们的，祂将帮助并引导我们每一个
人。

    我们也从以赛亚身上，学到如何回应神对我们的关怀。
以赛亚的异象让他感到神的圣洁及他的罪。他知道他没办法
洁净自己，来站在神的跟前。他只有认罪，并接受神洁净的
方法，他接受神给他预备的洁净。

    他愿意成为神的使者，因为他敬爱且敬畏神，并讨神的
喜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他以这种方式领受到神的
圣洁和慈爱时，他感到惊愕并为他的子民感到悲哀。他发现
他们对他们的宗教变得盲目，他们的行为就像叛逆的小孩，
就像不听话、不尊重父亲的小孩。

    以赛亚想警告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将导致毁灭。他们
陷入邪恶，无法自拔。以赛亚愿意成为神的使者，因他爱神
也爱自己的子民。他做先知的职责就是帮他们凝聚起来。

习题
2. 圈出正确的答案。以赛亚愿意成为神的报信者，因为他

1) 爱神，想取悦祂。
2) 要警告人们罪会使审判临到他们身上。
3) 明白神爱他们并从审判中拯救他们。
4) 知道人们的宗教行为无法拯救他们。

3. 以下是先知以赛亚说的话，请熟记。
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
不肯听从训诲的儿女…
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
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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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为了使人们了解他的警告，先知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人想要种葡萄，选了一块肥美的山冈。他刨挖园子，
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在园中盖了一座瞭望楼，为的
是要防范那些来破坏这园子和偷葡萄的人。他为将来的收成
和产品做了完全的准备。换句话说，他尽其所能地来看顾他
的葡萄园。

   他知道辛苦工作的代价是什么吗？当然，他想要一个美
好的收成，又美又可口的葡萄。但想象一下他若摘下一串成
熟多汁的葡萄，却发现又酸又难吃时，他的失望是多么大！
这怎么可能发生？他感到多么的空虚和沮丧！

    你想他会怎么办？“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围
墙，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剪杂枝，不再耕耘。
荆棘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再降雨在其上。”园主说。

    以赛亚说：“这就是发生在人类和神之间的一段故事。”

   以赛亚继续说明：“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
家。他所喜爱的人，就是犹太人。”他期望他们以爱及顺从回
报，但相反的，他们变得叛逆和藐视双亲。神会怎么做？他
警告世人，以赛亚解释说，这就是神说的：

    “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
消灭。”

    “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
有权势的必如麻瓢，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
无人扑灭。”

   以赛亚继续说着：“神忧伤、失望是因为人在三个方面跌
倒。”

1．他们骄傲自大，刚愎自用而不依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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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们变得贪心自私，把好的占为己有，欺骗贫穷无助
者。

3．他们曾为了这些邪恶的事做补偿，用牲畜作燔祭和举
行仪式，殊不知燔祭和祷告的意义和目的为何。

    神的警告话语，经由以赛亚透露出来：“这百姓用嘴唇敬
拜我，但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敬拜我只是用人教的方式
而已。”

习题
4.填入空格，完成问题。

1)        ，比一同败亡；        ，必致消灭。
2) 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               。
3) 这百姓用嘴唇敬拜我，但               。

   神就像一位好父亲一样，稳定明确；祂所差派的先知将
祂警告的信息向世人宣布。但是神的心充满仁慈，神说：“我
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因此我们看见警告的同时也有许多应
许。

    人如草一般，以赛亚继续说：“他们的荣耀只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花必谢，但主的话必长存。”

    这是主对人们应许，神会以救赎者的身份出现。只用动
物作为燔祭是不足以救他们的。宗教仪式也不能救他们。神
指出他们的罪，并警告他们审判必要来。是的，人像草一样
的软弱，风吹草倒，他们的心充满恐惧。

    然而，神却叫以赛亚告诉他们：“要坚强，不要害怕，主
会到来他会拯救你们。”

    我们几乎可以听见以赛亚的声音，充满喜悦地高呼神的
话：“用力呐喊，用力，不要惧怕，神来了。看，至高主带着
权柄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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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解释说神的本性要拯救人们，远离罪恶，同时祂
也是一个温柔的牧者，关心祂的羔羊。神用祂的手臂扶持那
些需要的人，并带领他们靠近祂的心。神知道他们需要一个
强大的力量来统治他们。但他们也需要爱，来安抚生命中的
伤痛。他们知道神是温柔的，没有人会被神遗忘，没有人会
被神遗弃，神从不厌倦帮助我们。

    他说：“那些信主的，必增强他们的力量。他们必像老鹰
一样的高飞；他们必饱，而不疲倦；他们必能走，而不昏迷。”

    听以赛亚书里的应许，也就是先知所说的：

“我必使你坚强，来帮你。

    因为我是主神，要掌管你的恐惧。我要帮你。

    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帮你，宣扬主，你的救赎者。不要
怕，我已赎你。

   我已呼你的名，你是我的。”

习题
5. 再读一遍在本课中神的应许。你要熟记这些应许，使它成
为你心中的安慰。请回答下面的问题。

1) 那些信神之人的应许是什么？
2) 神赐予哪些应许使得祂的子民不再恐惧？

救赎者的邀请

    以赛亚书中的应许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
是我们的救赎者。

    这个字在先知得作品中，出现过许多次。它在律法和任
何时代都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律法，当人无力偿还债务时，或陷入困境时，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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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亲戚作为他的救赎者。这位救赎者有义务偿还债务或
损毁，来支援他们的亲人。例如有一个人被买做奴隶，这救
赎者必须救赎他离开束缚。如果有一个人，因为贫穷必须卖
掉祖产，那么他的救赎者必须买回，使它归家族所有。救赎
者必须是家族心很强，并有责任解脱重担的人。

    当以赛亚说，神是救赎者时，他的意思是说，神会遵守
祂的应许，并且神系着人，就像任何家庭义务系着亲人一样。
再者，这也意味着神愿意付任何代价来解救祂的子民，赦免
他们的罪，祂会为他们付出所欠下的债，祂会解脱他们免于
束缚。

    为了使人们明白赎罪的必要，神用动物燔祭来当仪式。
就像我们在前几课所学的，罪必须以死来赎。圣洁和公义的
神是不能容忍罪的。但在爱和恩典中，祂提供了一个赎罪的
计划。当祂的子民为罪懊悔，并要求赦免时，神接受动物的
燔祭作为还债的象征。通常那动物是羊，完美无缺的羔羊。
它代替惩罚。而那流出的血，象征罪的洁净。当动物用这象
征的方式代替人时，罪的可怕就显现了。这仪式帮助人们了
解，他们自己不能救自己远离罪恶，他们需要一位救赎者。

   然后，神开始教导祂的子民，经由先知所透露的信息，
动物燔祭只是一种暂时象征。还记得神提供燔祭来救赎亚伯
拉罕的儿子，使他免于刀下吗？当然，这是一个可怕的献祭。
有一幅美丽的图画，真正伟大的献祭，可以救赎所有的人类，
这完美的献祭，就是那位救赎者，是神对所有人类的启示。

    当然，从一开始神就知道祂会以救赎者的姿态向人们显
示，这是从先知以赛亚的口中所传出的福音。以赛亚不了解
这神秘的细节，但他信心十足地呼喊应许和安慰的信息：“唱
出喜悦的歌来，因神已安慰他的子民，他已救赎他们。在末
了，大地会见到神的救恩。”

    以赛亚预言了神会另外派一个使者，让人们知道救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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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者会是一个报告者或见证者，他在旷野中呼喊：“把主的
道路修直！”他预备人的心来接受弥赛亚的来临。

习题
选出最适合的叙述。
6.当一个人     ，他需要一位救赎者。

1) 欠下许多债务时。
2) 欠下一笔他无法偿还的债。

7.救赎者是      
1) 从人们偿还的债务中饶恕他们。
2) 偿还别人欠下的债。

8.动物献祭的目的是      。
1) 赎罪的解释。
2) 宗教的仪式。

    神告诉以赛亚，祂希望全人类知道神会提供救赎给祂的
子民，所以祂让先知了解有关救赎者的消息及其特征。

    以赛亚接受了人类有一天走在黑暗中将看见强光的启
示，就是说神与人关系的神秘感将逐渐消除，神的旨意和计
划将显现，如同阳光在晨曦中显现一般。神与亚伯拉罕、摩
西和大卫立的约，将以崭新、荣耀的方式来实现。在失望中
的人们将得到希望之光。

    以赛亚看到这新时代的光芒将开始，同时并有处女生出
小孩，这小孩将被称为神迹的导师、至尊、永恒及和平之子。

    以赛亚也看见这位救赎者，其他先知所预言的仆人会在
非常卑贱的环境中出现。祂不会以大帝王的姿态出现，而是
以卑下的孩子及被拒绝的领袖出现。让我们看一看以赛亚有
关祂的叙述。

    祂被人拒绝、鄙视。祂是悲苦受难的人。祂不暴扈、不
欺诈。祂公义但却愿意牺牲来赎他人的罪。祂为我们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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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他人受罪。

    祂为他人受苦，为全人类受苦；以赛亚说，为我们，祂
为我们受苦。然后奇妙的真理从先知的口里说了出来。那就
是真正的救赎者独自为我们受罪。祂替我们受罚，付出了罪
的代价，就像代罪的羔羊一样。

    因为那完美无暇的人愿意替充满罪的人类牺牲，神和人
才以此得以合好。祂为我们承受羞辱，使我们免于付出罪的
代价。因此我们已从罪的代价中得到释放，我们也从审判中
得到了自由。神的恩慈已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永生的道路，来
让我们得以在灵里安息。只要我们接受祂所赐给我们的话语，
在我们心中的一切疑惑和渴望便将成为信心和喜乐。

习题
9.填空。以赛亚描述的仆人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对祂应该有的
期望。例如，我们能期望得到指引，因为祂被称为奇妙策士。
1) 我们期望得到力量，因为祂是        。
2) 我们期望祂了解我们的悲伤，因为祂是        。
3) 我们期望祂从罪里拯救我们，因为祂愿意         。

    在以赛亚说完真正的救赎者，并且帮助人们了解到可以
从祂身上获得解脱后，他就极力邀请人们。“来，你们这些饥
渴的，来喝水。”他向他们解释说他们有责任来接受救赎。

    他举例说就像口渴的人需要喝水、饿的人需要面包一样，
我们必须积极的寻求神。

    以赛亚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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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极力要求后，神又加上一段美好的应许：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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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9.1）全能的神         

2）悲苦受难的人
  3）替充满罪的人类牺牲。

1.1）神    2）圣洁    3）罪    4）报信者     5）审判
  6）救赎者

8. 1）赎罪的解释

2. 全部正确

7. 2）偿还别人欠下的债

3. 重复以赛亚的话语。

6. 2）欠下一笔他无法偿还的债。

4. 1）悖逆的和犯罪的      
2）无水浇灌的园子

  3）他们的心却远离我。

5.1）他们必会更新他们的力量。他们必高飞。他们必跑，而
不疲倦。他们必能走，而不昏迷。

  2）我会帮助你。我已赎你。我已呼你名。你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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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测验

综合题
1 你是否仔细阅读过第六课呢？
2 你是否完成本课所有习题呢？
3 你有没有核对过习题的答案呢？
4 你有没有复习本课的目标，你是否能达到他们建议的？
5  在做本课测验前，你是否复习了？

选择题

6. 从以赛亚的异象中我们看见全能神显示了
1) 神的大能及人的软弱。
2) 神的圣洁及人的不洁。
3) 神的公义及人的不义。
7.从葡萄园的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出神期望人们
1) 以爱和顺服来回报神的预备。
2) 以做好事来获得成为神的儿女的权力。
3) 对于神的照顾要有一些反应。
8.那在魔鬼的诱惑前软弱的人们需要神的启示
1) 仁慈，强调神的恩慈
2) 统治权，免除了毁灭。
3) 公义，必定审判罪。

9.在神的圣洁与公义里容不下罪，在这样的情况下，祂在爱
里为悔改的罪人开了一条道路，藉着        得着原谅。

1) 重复敬拜仪式的要求。
2) 接受动物献祭以作为罪偿还的象征。
3) 一笔适当的罚金

10.神藉着先知来启示动物献祭是
1) 为人所犯下的罪的一个恩惠。
2) 最根本的献祭。
3) 那将要来，完美献祭之暂时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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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题
11.以赛亚是有名的先知之一，他向群众求援，因为他来自一

个非常卑贱的家庭。
12.在以赛亚的异象中——神影响他很大，因为他看见神的圣

洁与将受审判腐败的人类之间的差别。
13.以赛亚所宣称之审判的信息，显现了神的本质像一位父

亲，祂的目的是要惩罚犯错的小孩。
14.动物献祭是一个暂时性的表征，为要表明真正伟大的献祭

——救赎者，祂会出现在众人前并且从罪里拯救所有人
类。

填空题
15.为要警告人类将要来的审判，神需要一位      。
16.以赛亚说：神的救赎对那些愿意接受       是有效的。

17.以赛亚知道那些行宗教仪式的人们不能         。

18.动物献祭的目的是在说明从罪里           。

19.以赛亚预言希望之光将升起，那将要来的救赎者从    而
生，要取代失望的黑暗。

20.由于仆人的愿意牺牲，使得            与人之间的和平
能够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