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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50-52 章章章章，，，，受教受苦的僕人受教受苦的僕人受教受苦的僕人受教受苦的僕人    

【內容】：以賽亞 49章下到 52章上，先知說出以色列的怨言與上帝的回應。

上帝多次應許百姓的餘民會蒙恩、興望、被贖、得救。這段經文呼籲百姓

對上帝的應許有回應，聽從祂的命令，因為上帝必要救贖、定會再次興起

錫安。中間一段「上帝的僕人」的敘述，看到這位受教受苦的僕人，是如

何專心受教、願意順服，寧可受辱受苦也信靠上帝終會使他稱義。 

【經文段落】： 

49:14–50:3 錫安的哀聲、上帝的回應 

49:14–16 離棄忘記之哀聲、永不忘記的應許 
  14 錫安埋怨離棄遺忘 

「錫安說、耶和華離棄了我、主忘記

了我。」 
 15-16 上帝應許永不忘記 
  15「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即或有

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 

  16 「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

牆垣常在我眼前。」。 

49:17–20 毀壞荒廢之光景、興盛擴張的應許 
 17, 19 錫安面臨毀壞荒廢 

「你的兒女必急速歸回、毀壞你的、

使你荒廢的、必都離你出去。」 

 18, 20 上帝應許興盛擴張 
  18 「(你的兒女) 你必要以他們為妝飾佩戴、以他們為華帶束腰、像新

婦一樣」 

  20 「你必聽見喪子之後所生的兒女說、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給我

地方居住。」 

49:21–23 喪子獨居之嘆息、列國養育的應許 
  21 錫安被擄獨居喪子 

「那時你心裏必說、我既喪子獨居、是被擄的、漂流在外、誰給我

生這些、誰將這些養大呢。」 

 22-23 上帝應許列國養育 
 22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豎立大旗、他們必將

你的眾子懷中抱來、將你的眾女肩上扛來。」 

 23 「列王必作你的養父、王后必作你的乳母。」 

49:24–26 擄掠搶奪的壓迫、奪回解救的應許 
  24 錫安遭受擄掠搶奪 

「勇士搶去的豈能奪回、該擄掠的豈能解救麼？」 

「錫安的哀聲」 

• 以色列的百姓多次發哀聲埋怨
顯出他們意志消沉、滿腹牢騷 

• 賽 40:27：「雅各阿、你為何

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

以色列阿、你為何言、我的冤

屈 神並不查問」 

• 賽 45:9-10：「禍哉、那對父

親說、你生的是甚麼呢．或對

母親說、你產的是甚麼呢」 

• 賽 49:14：「錫安說、耶和華

離棄了我、主忘記了我。」 

• 所以上帝說他們是悖逆的人 
(46:8) 和心中頑梗、遠離公義

的 (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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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6 上帝應許解救奪回 
「但耶和華如此說、就是勇士所擄掠的、也可以奪回、強暴人所搶

的、也可以解救、與你相爭的我必與他相爭、我要拯救你的兒女」 

50:1–3 被休被賣的埋怨、大能救贖的應許 
  1 錫安埋怨被休被賣 

「耶和華如此說、我休你們的母親、休書在哪裏呢？我將你們賣給

我哪一個債主呢？你們被賣、是因你們的罪孽．你們的母親被休、

是因你們的過犯。」 

  2-3 上帝應許大能救贖 
「我的膀臂豈是縮短、不能救贖麼．我豈無拯救之力麼．看哪、我

一斥責、海就乾了、我使江河變為曠野。」 

50:4–11  受教的僕人、順命又受苦 

50:4 受教者扶助安慰人、日日聽主命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 
「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50:5 蒙主開通耳朵、順命不違背退後 
「主耶和華開通我的耳朵、我並沒有違背、也沒有退後。」 

50:6–7 任憑受苦受辱、主必幫助不蒙羞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

我腮頰的鬍鬚、我由他拔．人辱

我吐我、我並不掩面。」 
「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

抱愧．我硬著臉面好像堅石、我

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50: 8–9 任憑指控定罪、主要稱僕人為義 
「誰與我爭論、…誰與我作

對、…誰能定我有罪呢？」 
「稱我為義的與我相近，…主耶和華要幫助我。」 

50:10–11 敬畏聽命依靠神（義人）、或是行在自我中（惡人）？ 
「誰是敬畏耶和華聽從他僕人之話的．．這人行在暗中、沒有亮

光、當倚靠耶和華的名、仗賴自己的 神。」 
「你們點火用火把圍繞自己的．行在火焰裏。必躺在悲慘之中。」 

51:1–8   錫安的復興、上帝的作為（主三度呼籲「當聽我言」，51:1, 4, 7） 

51:1–3 餘民要追想上帝復興的作為 
  1 追想上帝作為與選召 

「你們這追求公義尋求耶和華的、當聽我言．你們要追想 …。」 

「受苦的僕人」 

• 僕人之歌也說到上帝的僕人多受
藐視受、欺壓、被人苦待 

• 賽 49:7：「那被人所藐視、本國

所憎惡、官長所虐待的」 

• 賽 50:6：「人打我的背、人拔我

腮頰的鬍鬚、人辱我吐我」 

• 賽 53:3：「他被藐視、被人厭

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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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錫安荒場要歡喜感謝 
「耶和華已經安慰錫安和錫安一切的荒場、使曠野像伊甸、使沙漠

像耶和華的園囿．在其中必有歡喜、快樂、感謝、和歌唱的聲音」 

51:4–6 餘民要留意上帝公義與救恩（公義與救恩， 50:5, 6, 8，參 46:13） 
  4 百姓留心、國民側耳 

「因為訓誨必從我而出、我必堅定我的公理為萬民之光。」 
  5-6 公義救恩永存不廢 

「我的公義臨近、我的救恩發出、我的膀臂要審判萬民．」 
「惟有我的救恩永遠長存、我的公義也不廢掉」 

51:7–8 餘民要存記上帝訓誨與應許 
  7 不怕辱罵不懼毀謗 

「知道公義、將我訓誨存在心中的民、要聽我言不要怕人的辱罵、

也不要因人的毀謗驚惶。」 

51:9–52:12 復興的懇求、上帝的命令（三重命令「興起、離開」51:17,52:1,11） 

51:9–16 懇求上帝興起拯救，祂必救贖勿懼 
 9-10 懇求祂的膀臂能力像古時 

「耶和華的膀臂阿、興起、興起、以能力為衣穿上、像古時的年

日、上古的世代興起一樣。從前 …、不是你麼?」 
 11-12 上帝必施救恩領贖民歸回 

「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

上、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憂愁歎息盡都逃避。惟有我、是安慰你

們的．你是誰、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變如草的世人。」 

51:17–23 錫安蒙呼召，上帝忿怒已過 
 17-20 錫安喝了上帝忿怒之杯 

「耶路撒冷從耶和華手中喝了他忿怒之杯、以至喝盡。」 
 21-23 主將苦杯收回遞給敵人 

「你的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必不至再喝。我必將這杯、遞在苦待你

的人手中。」 

52:1–10 錫安要興起，上帝救贖臨到 
 1-2 錫安要聖潔華美蒙解救 

「錫安哪、披上你的能力．聖城耶路撒冷阿、穿上你華美的衣服」 
 3-6 上帝憐百姓為己名行事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既是無價被擄去、如今我在這裏作甚麼呢」 
 7-10 報信宣揚神作王救錫安 
 7 「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 神作

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參，賽 40:9） 
 9 「耶路撒冷的荒場阿、要發聲歌唱．因為耶和華救贖了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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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12 餘民要離開，上帝開路引導 
 11 餘民要離開巴比倫出來 

「你們離開吧、離開吧、從巴比倫出來、不要沾不潔淨的物」 
 12 上帝前行開路後盾保護 

「耶和華必在你們前頭行．以色列的 神必作你們的後盾」 

【經文要義】： 

− 以賽亞書 49章下以色列百姓對上帝的懲罰以為他們被棄被離，他們的母

親－錫安被休被賣，耶和華回應並非如此。針對他們的哀聲埋怨，祂給他

們多重的應許：永不忘記、興盛擴張、列國養育、奪回解救、及大能救贖

的應許。 
− 50章繼續「上帝的僕人」的主題，文字以第一人稱說出僕人受教的口，受

教的耳，受教的心。他順服的態度與心志，即使受苦受辱他也挺身仰面逆

來順受。相信上帝必幫助他、與他相近、稱他為義。 
− 如此在苦難中仍然順命的僕人，是百姓的榜樣。上帝因此對錫安百姓有三

度呼籲 (51章上)。對上帝興起作為拯救錫安的懇求，祂有三重命令(51下) 

【新約對照】： 

49:23 你便知道我是耶和華、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 羅馬書 10:11 
52:7 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

說、你的 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 

羅馬書 10:15 

【彌賽亞的預表】： 

50: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 

– 這位上帝的僕人，有上帝所賜的舌頭與話語，他知道用言語教導安慰人，

並且他只說神要他說的話語。耶穌在世傳道就是如此（約 12:49-50）。 

50:4 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 上帝的僕人每日領受上主話語、與主親近。耶穌在傳道期間，常在清晨與

父神親近，像受教者一樣。（太 14:13，可 6:31, 47）。 

50:6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頰的鬍鬚、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

並不掩面。 
– 彌賽亞－上帝的僕人又是受苦受辱的僕人，這段經文描述的毒打羞辱，應

驗在耶穌基督受審後遭受鞭打、吐沫、侮辱的情景。耶穌在被釘十字架前

為我們背上受鞭傷，頭上受拳打，臉上受吐沫、嘲笑戲弄辱罵都落在他身

上。彌賽亞這樣的受苦都在上帝救贖計劃中，使我們更明白上帝的愛。

（太 27:26-30，可 15:15-20，約 19:1-3）。 

【功課】： 

1. 查考賽 50:4-9，找出一項我可以從上帝的僕人學習的榜樣，如：受教的

口、受教的心、或每早晨受教的耳，加上說明我要學習這做一項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