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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回顧歷史的回顧歷史的回顧歷史的回顧：：：：危機與轉機危機與轉機危機與轉機危機與轉機歷史的回顧歷史的回顧歷史的回顧歷史的回顧：：：：危機與轉機危機與轉機危機與轉機危機與轉機



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3636章章章章章章章章3939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1.1.這段內這段內這段內這段內這段內這段內這段內這段內容陳述一段容陳述一段容陳述一段容陳述一段容陳述一段容陳述一段容陳述一段容陳述一段猶大猶大猶大猶大猶大猶大猶大猶大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危機存危機存危機存危機存危機存危機存危機存危機存亡關亡關亡關亡關亡關亡關亡關亡關頭頭頭頭頭頭頭頭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歷歷歷歷歷歷歷歷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2.2.以以以以以以以以賽亞在賽亞在賽亞在賽亞在賽亞在賽亞在賽亞在賽亞在這時這時這時這時這時這時這時這時候經歷上帝的拯救候經歷上帝的拯救候經歷上帝的拯救候經歷上帝的拯救、、、、參與的上帝參與的上帝參與的上帝參與的上帝候經歷上帝的拯救候經歷上帝的拯救候經歷上帝的拯救候經歷上帝的拯救、、、、參與的上帝參與的上帝參與的上帝參與的上帝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彰顯上帝的啟示彰顯上帝的啟示彰顯上帝的啟示彰顯上帝的啟示、、、、宣告上帝的判決宣告上帝的判決宣告上帝的判決宣告上帝的判決事工事工事工事工、、、、彰顯上帝的啟示彰顯上帝的啟示彰顯上帝的啟示彰顯上帝的啟示、、、、宣告上帝的判決宣告上帝的判決宣告上帝的判決宣告上帝的判決。。。。。。。。

3.3.猶猶猶猶猶猶猶猶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國從一個被滅的危機中被解救出來國從一個被滅的危機中被解救出來國從一個被滅的危機中被解救出來國從一個被滅的危機中被解救出來，，，，但卻但卻但卻但卻國從一個被滅的危機中被解救出來國從一個被滅的危機中被解救出來國從一個被滅的危機中被解救出來國從一個被滅的危機中被解救出來，，，，但卻但卻但卻但卻
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前一個危機的敵人前一個危機的敵人前一個危機的敵人前一個危機的敵人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前一個危機的敵人前一個危機的敵人前一個危機的敵人前一個危機的敵人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前一個危機的敵人前一個危機的敵人前一個危機的敵人前一個危機的敵人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走向另一個淪亡的命運裡。。。。前一個危機的敵人前一個危機的敵人前一個危機的敵人前一個危機的敵人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後一個淪亡的隱憂來自後一個淪亡的隱憂來自後一個淪亡的隱憂來自後一個淪亡的隱憂來自，，，，後一個淪亡的隱憂來自後一個淪亡的隱憂來自後一個淪亡的隱憂來自後一個淪亡的隱憂來自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前前前前。。。。前前前前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3636--3737章裡敘述章裡敘述章裡敘述章裡敘述，，，，後者在後者在後者在後者在章裡敘述章裡敘述章裡敘述章裡敘述，，，，後者在後者在後者在後者在3838--3939章裡揭示章裡揭示章裡揭示章裡揭示章裡揭示章裡揭示章裡揭示章裡揭示。。。。。。。。

4.4. 3636--3939章成為本書章成為本書章成為本書章成為本書章成為本書章成為本書章成為本書章成為本書的轉折點的轉折點的轉折點的轉折點、、、、上下兩部分的橋上下兩部分的橋上下兩部分的橋上下兩部分的橋的轉折點的轉折點的轉折點的轉折點、、、、上下兩部分的橋上下兩部分的橋上下兩部分的橋上下兩部分的橋樑樑樑樑樑樑樑樑

本課目的本課目的本課目的本課目的本課目的本課目的本課目的本課目的：：：：：：：：

�� 明白神拯救的能力憐憫的心明白神拯救的能力憐憫的心明白神拯救的能力憐憫的心明白神拯救的能力憐憫的心，，，，祂掌管歷史的主祂掌管歷史的主祂掌管歷史的主祂掌管歷史的主明白神拯救的能力憐憫的心明白神拯救的能力憐憫的心明白神拯救的能力憐憫的心明白神拯救的能力憐憫的心，，，，祂掌管歷史的主祂掌管歷史的主祂掌管歷史的主祂掌管歷史的主

�� 認認認認認認認認識人軟弱微小識人軟弱微小識人軟弱微小識人軟弱微小、、、、要單單仰望主的同在與搭救要單單仰望主的同在與搭救要單單仰望主的同在與搭救要單單仰望主的同在與搭救識人軟弱微小識人軟弱微小識人軟弱微小識人軟弱微小、、、、要單單仰望主的同在與搭救要單單仰望主的同在與搭救要單單仰望主的同在與搭救要單單仰望主的同在與搭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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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 【【【【【【【【參王下參王下參王下參王下參王下參王下參王下參王下1818--2020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王原向亞述朝貢王原向亞述朝貢王原向亞述朝貢王原向亞述朝貢，，，，王原向亞述朝貢王原向亞述朝貢王原向亞述朝貢王原向亞述朝貢，，，，
後來反叛後來反叛後來反叛後來反叛後來反叛後來反叛後來反叛後來反叛 ((王下王下王下王下王下王下王下王下18:7)18:7)
�� 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王十四年王十四年王十四年王十四年，，，，亞述王亞述王亞述王亞述王王十四年王十四年王十四年王十四年，，，，亞述王亞述王亞述王亞述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南下攻南下攻南下攻南下攻南下攻南下攻南下攻南下攻�� 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希西家王十四年王十四年王十四年王十四年，，，，亞述王亞述王亞述王亞述王王十四年王十四年王十四年王十四年，，，，亞述王亞述王亞述王亞述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西拿基立南下攻南下攻南下攻南下攻南下攻南下攻南下攻南下攻
打巴勒斯坦與埃及打巴勒斯坦與埃及打巴勒斯坦與埃及打巴勒斯坦與埃及，，，，其中所要對付的就是其中所要對付的就是其中所要對付的就是其中所要對付的就是打巴勒斯坦與埃及打巴勒斯坦與埃及打巴勒斯坦與埃及打巴勒斯坦與埃及，，，，其中所要對付的就是其中所要對付的就是其中所要對付的就是其中所要對付的就是
猶大國希西家的叛變猶大國希西家的叛變猶大國希西家的叛變猶大國希西家的叛變猶大國希西家的叛變猶大國希西家的叛變猶大國希西家的叛變猶大國希西家的叛變

�� 亞述大軍已經滅掉其他猶大城邑亞述大軍已經滅掉其他猶大城邑亞述大軍已經滅掉其他猶大城邑亞述大軍已經滅掉其他猶大城邑亞述大軍已經滅掉其他猶大城邑亞述大軍已經滅掉其他猶大城邑亞述大軍已經滅掉其他猶大城邑亞述大軍已經滅掉其他猶大城邑
只剩耶路撒冷只剩耶路撒冷只剩耶路撒冷只剩耶路撒冷只剩耶路撒冷只剩耶路撒冷只剩耶路撒冷只剩耶路撒冷 ((王下王下王下王下王下王下王下王下18:18:1313--16)16)

�� 亞述王派特使來到城門前招降亞述王派特使來到城門前招降亞述王派特使來到城門前招降亞述王派特使來到城門前招降亞述王派特使來到城門前招降亞述王派特使來到城門前招降亞述王派特使來到城門前招降亞述王派特使來到城門前招降((王下王下王下王下王下王下王下王下18:18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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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3636－－－－－－－－3939章章章章章章章章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段落
�� 36 36 –– 373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危機挑戰中投靠的對象危機挑戰中投靠的對象危機挑戰中投靠的對象危機挑戰中投靠的對象危機挑戰中投靠的對象危機挑戰中投靠的對象危機挑戰中投靠的對象危機挑戰中投靠的對象，，，，，，，，

「「「「「「「「你到底倚靠誰呢你到底倚靠誰呢你到底倚靠誰呢你到底倚靠誰呢你到底倚靠誰呢你到底倚靠誰呢你到底倚靠誰呢你到底倚靠誰呢？？」」」」」」」」

�� 3838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希希希希希希希希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

希西家之希西家之希西家之希西家之希西家之希西家之希西家之希西家之危危危危危危危危
希希希希希希希希西家之西家之西家之西家之西家之西家之西家之西家之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 3838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希希希希希希希希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西家病危中懇求蒙痊癒，，，，，，，，
「「「「「「「「求你使我痊求你使我痊求你使我痊求你使我痊求你使我痊求你使我痊求你使我痊求你使我痊癒仍癒仍癒仍癒仍癒仍癒仍癒仍癒仍然存活然存活然存活然存活然存活然存活然存活然存活」」」」」」」」

�� 3939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希希希希希希希希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凡我家中所有的凡我家中所有的凡我家中所有的凡我家中所有的、、、、他們他們他們他們凡我家中所有的凡我家中所有的凡我家中所有的凡我家中所有的、、、、他們他們他們他們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見了見了見了見了見了見了見了見了」」」」」」」」

66

希西家之病希西家之病希西家之病希西家之病希西家之病希西家之病希西家之病希西家之病

希西家之愚希西家之愚希西家之愚希西家之愚希西家之愚希西家之愚希西家之愚希西家之愚



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36 36 –– 373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36:1 36:1 –– 1010 亞述人向希西家招降挑釁亞述人向希西家招降挑釁亞述人向希西家招降挑釁亞述人向希西家招降挑釁，，，，亞述人向希西家招降挑釁亞述人向希西家招降挑釁亞述人向希西家招降挑釁亞述人向希西家招降挑釁，，，，

「「「「「「「「你所倚靠的有甚麼可仗賴的呢你所倚靠的有甚麼可仗賴的呢你所倚靠的有甚麼可仗賴的呢你所倚靠的有甚麼可仗賴的呢你所倚靠的有甚麼可仗賴的呢你所倚靠的有甚麼可仗賴的呢你所倚靠的有甚麼可仗賴的呢你所倚靠的有甚麼可仗賴的呢????????」」」」」」」」

a)a)依靠埃及嗎？依靠埃及嗎？
66 「「你所倚靠的埃及你所倚靠的埃及你所倚靠的埃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壓傷的葦杖是那壓傷的葦杖是那壓傷的葦杖是那壓傷的葦杖、、、、人若靠這人若靠這人若靠這人若靠這你所倚靠的埃及你所倚靠的埃及你所倚靠的埃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壓傷的葦杖是那壓傷的葦杖是那壓傷的葦杖是那壓傷的葦杖、、、、人若靠這人若靠這人若靠這人若靠這
杖杖杖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就必刺透他的手就必刺透他的手就必刺透他的手杖杖杖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就必刺透他的手就必刺透他的手就必刺透他的手」」

b)b)依靠耶和華嗎？依靠耶和華嗎？
77 「「希西家豈不是將神的丘壇希西家豈不是將神的丘壇希西家豈不是將神的丘壇希西家豈不是將神的丘壇、、、、和祭壇廢去和祭壇廢去和祭壇廢去和祭壇廢去、、、、且對且對且對且對希西家豈不是將神的丘壇希西家豈不是將神的丘壇希西家豈不是將神的丘壇希西家豈不是將神的丘壇、、、、和祭壇廢去和祭壇廢去和祭壇廢去和祭壇廢去、、、、且對且對且對且對
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麼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麼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麼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麼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麼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麼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麼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麼????????」」

c)c) 依靠軍力嗎？依靠軍力嗎？
88 「「我給你二千匹馬我給你二千匹馬我給你二千匹馬我給你二千匹馬、、、、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夠不夠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夠不夠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夠不夠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夠不夠我給你二千匹馬我給你二千匹馬我給你二千匹馬我給你二千匹馬、、、、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夠不夠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夠不夠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夠不夠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夠不夠」」

d)d)不是神的意思嗎？不是神的意思嗎？
1010「「耶和華吩咐我說耶和華吩咐我說耶和華吩咐我說耶和華吩咐我說、、、、你上去攻擊毀滅這地吧你上去攻擊毀滅這地吧你上去攻擊毀滅這地吧你上去攻擊毀滅這地吧耶和華吩咐我說耶和華吩咐我說耶和華吩咐我說耶和華吩咐我說、、、、你上去攻擊毀滅這地吧你上去攻擊毀滅這地吧你上去攻擊毀滅這地吧你上去攻擊毀滅這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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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36 36 –– 373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36:11 36:11 –– 2121亞述人向百姓招降呼籲亞述人向百姓招降呼籲亞述人向百姓招降呼籲亞述人向百姓招降呼籲，，，，亞述人向百姓招降呼籲亞述人向百姓招降呼籲亞述人向百姓招降呼籲亞述人向百姓招降呼籲，，，，

「「「「「「「「你們當聽亞述大王的話你們當聽亞述大王的話你們當聽亞述大王的話你們當聽亞述大王的話你們當聽亞述大王的話你們當聽亞述大王的話你們當聽亞述大王的話你們當聽亞述大王的話」」」」」」」」

a)a)不要聽王的話不要聽王的話
1414--1515「「因他不能拯救你們因他不能拯救你們因他不能拯救你們因他不能拯救你們．．．．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因他不能拯救你們因他不能拯救你們因他不能拯救你們因他不能拯救你們．．．．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

倚靠耶和華倚靠耶和華倚靠耶和華倚靠耶和華倚靠耶和華倚靠耶和華倚靠耶和華倚靠耶和華」」

b)b)投降就可吃喝投降就可吃喝
1616 「「你們要與我和好你們要與我和好你們要與我和好你們要與我和好、、、、出來投降我出來投降我出來投降我出來投降我、、、、就可以吃喝就可以吃喝就可以吃喝就可以吃喝你們要與我和好你們要與我和好你們要與我和好你們要與我和好、、、、出來投降我出來投降我出來投降我出來投降我、、、、就可以吃喝就可以吃喝就可以吃喝就可以吃喝」」

c)c) 等待遷徙新居等待遷徙新居
1717 「「等我來領你們到一個地方等我來領你們到一個地方等我來領你們到一個地方等我來領你們到一個地方、、、、有五穀和新酒有五穀和新酒有五穀和新酒有五穀和新酒、、、、等我來領你們到一個地方等我來領你們到一個地方等我來領你們到一個地方等我來領你們到一個地方、、、、有五穀和新酒有五穀和新酒有五穀和新酒有五穀和新酒、、、、

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

d)d)不要相信耶和華拯救不要相信耶和華拯救
1818--2020「「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麼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麼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麼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麼？？？？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麼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麼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麼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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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36 36 –– 373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37:1 37:1 –– 77 希西家王信靠上帝的行動希西家王信靠上帝的行動希西家王信靠上帝的行動希西家王信靠上帝的行動希西家王信靠上帝的行動希西家王信靠上帝的行動希西家王信靠上帝的行動希西家王信靠上帝的行動

a)a)謙卑朝見神，謙卑朝見神，
1,141,14 「「希西家王聽見希西家王聽見希西家王聽見希西家王聽見、、、、就撕裂衣服就撕裂衣服就撕裂衣服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披上麻布披上麻布披上麻布、、、、希西家王聽見希西家王聽見希西家王聽見希西家王聽見、、、、就撕裂衣服就撕裂衣服就撕裂衣服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披上麻布披上麻布披上麻布、、、、

進了耶和華的殿進了耶和華的殿進了耶和華的殿進了耶和華的殿。。。。進了耶和華的殿進了耶和華的殿進了耶和華的殿進了耶和華的殿。。。。」」

b)b)尋求先知，尋求先知，b)b)尋求先知，尋求先知，
2, 52, 5 「「希西家王的臣僕希西家王的臣僕希西家王的臣僕希西家王的臣僕、、、、就去見以賽亞就去見以賽亞就去見以賽亞就去見以賽亞希西家王的臣僕希西家王的臣僕希西家王的臣僕希西家王的臣僕、、、、就去見以賽亞就去見以賽亞就去見以賽亞就去見以賽亞」」

c)c) 懇切禱告，懇切禱告，
4,154,15 「「求你為餘剩的民求你為餘剩的民求你為餘剩的民求你為餘剩的民、、、、揚聲禱告揚聲禱告揚聲禱告揚聲禱告求你為餘剩的民求你為餘剩的民求你為餘剩的民求你為餘剩的民、、、、揚聲禱告揚聲禱告揚聲禱告揚聲禱告」」

d)d)上帝賜話語、應許拯救，上帝賜話語、應許拯救，
66 「「耶和華如此說耶和華如此說耶和華如此說耶和華如此說耶和華如此說耶和華如此說耶和華如此說耶和華如此說」」
77 「「我必驚動他的心我必驚動他的心我必驚動他的心我必驚動他的心、、、、他要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他要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他要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他要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我必驚動他的心我必驚動他的心我必驚動他的心我必驚動他的心、、、、他要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他要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他要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他要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裏倒在刀下我必使他在那裏倒在刀下我必使他在那裏倒在刀下我必使他在那裏倒在刀下。。。。、、、、我必使他在那裏倒在刀下我必使他在那裏倒在刀下我必使他在那裏倒在刀下我必使他在那裏倒在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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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36 36 –– 373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37:8 37:8 –– 1313 亞亞亞亞亞亞亞亞述王再度挑釁述王再度挑釁述王再度挑釁述王再度挑釁、、、、褻瀆上帝褻瀆上帝褻瀆上帝褻瀆上帝述王再度挑釁述王再度挑釁述王再度挑釁述王再度挑釁、、、、褻瀆上帝褻瀆上帝褻瀆上帝褻瀆上帝

a)a) 1010 「「不要聽你所倚靠的不要聽你所倚靠的不要聽你所倚靠的不要聽你所倚靠的不要聽你所倚靠的不要聽你所倚靠的不要聽你所倚靠的不要聽你所倚靠的 神欺哄你神欺哄你神欺哄你神欺哄你神欺哄你神欺哄你神欺哄你神欺哄你」」

b)b) 1111 「「難道你還能得救麼難道你還能得救麼難道你還能得救麼難道你還能得救麼難道你還能得救麼難道你還能得救麼難道你還能得救麼難道你還能得救麼??」」

�� 37:14 37:14 –– 2020 希西家王禱告希西家王禱告希西家王禱告希西家王禱告、、、、仰望上帝仰望上帝仰望上帝仰望上帝希西家王禱告希西家王禱告希西家王禱告希西家王禱告、、、、仰望上帝仰望上帝仰望上帝仰望上帝

a)a) 耶耶和華身份的偉和華身份的偉大大a)a) 耶耶和華身份的偉和華身份的偉大大
1616 「「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阿阿阿阿阿阿阿阿、、、、你你你你、、、、惟有你惟有你惟有你惟有你、、、、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你你你你、、、、惟有你惟有你惟有你惟有你、、、、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 神神神神．．．．你曾你曾你曾你曾神神神神．．．．你曾你曾你曾你曾創創創創創創創創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天地天地天地天地。。。。天地天地天地天地。。。。」」

b)b) 耶耶和華行事的榮和華行事的榮耀耀
2020 「「耶和華我們耶和華我們耶和華我們耶和華我們耶和華我們耶和華我們耶和華我們耶和華我們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阿阿阿阿、、、、現在求你救我們脫現在求你救我們脫現在求你救我們脫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阿阿阿阿、、、、現在求你救我們脫現在求你救我們脫現在求你救我們脫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離離離離離離離離
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王的手王的手王的手王的手、、、、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王的手王的手王的手王的手、、、、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華華華華。。。。華華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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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希西家的禱告學習希西家的禱告學習希西家的禱告學習希西家的禱告學習希西家的禱告學習希西家的禱告學習希西家的禱告學習希西家的禱告((37:1437:14--2020))

�� 認認認認認認認認識神身識神身識神身識神身識神身識神身識神身識神身份份份份份份份份

�� 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望神同在望神同在望神同在望神同在望神同在望神同在望神同在望神同在

�� 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

��耶和華是同在耶和華是同在耶和華是同在耶和華是同在、、、、立約的立約的立約的立約的耶和華是同在耶和華是同在耶和華是同在耶和華是同在、、、、立約的立約的立約的立約的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是天下萬國的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是創造天地的主是創造天地的主是創造天地的主是創造天地的主是創造天地的主是創造天地的主是創造天地的主是創造天地的主

��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求你側耳而聽求你側耳而聽求你側耳而聽求你側耳而聽．．．．求你側耳而聽求你側耳而聽求你側耳而聽求你側耳而聽．．．．
��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求你睜眼而看求你睜眼而看求你睜眼而看求你睜眼而看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求你睜眼而看求你睜眼而看求你睜眼而看求你睜眼而看

��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 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相信神能力

�� 祈求祂拯救祈求祂拯救祈求祂拯救祈求祂拯救祈求祂拯救祈求祂拯救祈求祂拯救祈求祂拯救

�� 明明明明明明明明白祂旨意白祂旨意白祂旨意白祂旨意白祂旨意白祂旨意白祂旨意白祂旨意

��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神為中心神為中心神為中心神為中心神為中心神為中心神為中心神為中心

1111

��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

��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

��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
��因為他因為他因為他因為他因為他因為他因為他因為他((((((((們們們們們們們們))))))))本不是神本不是神本不是神本不是神本不是神本不是神本不是神本不是神

��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華



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36 36 –– 373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37:21 37:21 –– 3535 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受受受受受受受受（（（（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話帝話帝話帝話帝話帝話帝話帝話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1.1.亞亞亞亞亞亞亞亞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參賽參賽參賽參賽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參賽參賽參賽參賽10:810:8--1414））））））））
�� 亞述王亞述王褻瀆褻瀆

2323 「「你辱罵誰你辱罵誰你辱罵誰你辱罵誰、、、、褻瀆誰褻瀆誰褻瀆誰褻瀆誰、、、、揚起聲來揚起聲來揚起聲來揚起聲來、、、、高舉眼目高舉眼目高舉眼目高舉眼目你辱罵誰你辱罵誰你辱罵誰你辱罵誰、、、、褻瀆誰褻瀆誰褻瀆誰褻瀆誰、、、、揚起聲來揚起聲來揚起聲來揚起聲來、、、、高舉眼目高舉眼目高舉眼目高舉眼目攻擊攻擊攻擊攻擊攻擊攻擊攻擊攻擊
誰誰誰誰誰誰誰誰呢呢呢呢、、、、乃是攻擊以色列的聖者乃是攻擊以色列的聖者乃是攻擊以色列的聖者乃是攻擊以色列的聖者。。。。呢呢呢呢、、、、乃是攻擊以色列的聖者乃是攻擊以色列的聖者乃是攻擊以色列的聖者乃是攻擊以色列的聖者。。。。」」

�� 亞述王亞述王狂傲狂傲
2424--2525「「我率領我率領我率領我率領我率領我率領我率領我率領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必我必我必我必、、、、我必我必我必我必 ……………………、、、、我已經我已經我已經我已經、、、、我已經我已經我已經我已經 ……………………、、、、、、、、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必用必用必用必用必用必用必用必用 ……………………」」

�� 上帝說上帝說
2828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進來你進來你進來你進來、、、、你向我發烈怒你向我發烈怒你向我發烈怒你向我發烈怒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進來你進來你進來你進來、、、、你向我發烈怒你向我發烈怒你向我發烈怒你向我發烈怒、、、、、、、、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

2.2.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

3.3.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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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36 36 –– 373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37:21 37:21 –– 3535 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受受受受受受受受（（（（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話帝話帝話帝話帝話帝話帝話帝話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1.1.亞亞亞亞亞亞亞亞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參賽參賽參賽參賽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參賽參賽參賽參賽10:810:8--1414））））））））
2.2.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

�� 土地農業復興土地農業復興
3030 「「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 至至至至至至至至3030 「「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 至至至至至至至至
於後年於後年於後年於後年、、、、你們要耕種收割你們要耕種收割你們要耕種收割你們要耕種收割於後年於後年於後年於後年、、、、你們要耕種收割你們要耕種收割你們要耕種收割你們要耕種收割」」

�� 餘民生根結果餘民生根結果
3131 「「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扎根仍要往下扎根仍要往下扎根仍要往下扎根、、、、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扎根仍要往下扎根仍要往下扎根仍要往下扎根、、、、

向上結果向上結果向上結果向上結果向上結果向上結果向上結果向上結果」」

3.3.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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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36 36 –– 3737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37:21 37:21 –– 3535 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希西家王領受受受受受受受受（（（（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三段））））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話帝話帝話帝話帝話帝話帝話帝話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1.1.亞亞亞亞亞亞亞亞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參賽參賽參賽參賽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述王褻瀆狂傲而受審（（（（參賽參賽參賽參賽10:810:8--1414））））））））
2.2.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上帝拯救的應許與證據

3.3.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亞述王失敗結局的宣判

�� 亞述攻擊失敗亞述攻擊失敗�� 亞述攻擊失敗亞述攻擊失敗
3434 「「他從那條路來他從那條路來他從那條路來他從那條路來、、、、必從那條路回去必從那條路回去必從那條路回去必從那條路回去、、、、必不得來到必不得來到必不得來到必不得來到他從那條路來他從那條路來他從那條路來他從那條路來、、、、必從那條路回去必從那條路回去必從那條路回去必從那條路回去、、、、必不得來到必不得來到必不得來到必不得來到

這城這城這城這城．．．．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城這城這城這城．．．．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

�� 上帝保護這城上帝保護這城
3535 「「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

必保護拯救這城必保護拯救這城必保護拯救這城必保護拯救這城。。。。必保護拯救這城必保護拯救這城必保護拯救這城必保護拯救這城。。。。」」

�� 37:36 37:36 –– 3838 亞述王敗退亞述王敗退亞述王敗退亞述王敗退、、、、死於子手死於子手死於子手死於子手，，，，亞述王敗退亞述王敗退亞述王敗退亞述王敗退、、、、死於子手死於子手死於子手死於子手，，，，
�� 「「耶和華的使者出去耶和華的使者出去耶和華的使者出去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耶和華的使者出去耶和華的使者出去耶和華的使者出去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
「「一日在他的神廟裏叩拜一日在他的神廟裏叩拜一日在他的神廟裏叩拜一日在他的神廟裏叩拜一日在他的神廟裏叩拜一日在他的神廟裏叩拜一日在他的神廟裏叩拜一日在他的神廟裏叩拜、、、、、、、、他兒子用刀殺了他他兒子用刀殺了他他兒子用刀殺了他他兒子用刀殺了他他兒子用刀殺了他他兒子用刀殺了他他兒子用刀殺了他他兒子用刀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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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自神自神自神自己己己己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神所立的約神所立的約神所立的約神所立的約



亞哈亞哈亞哈亞哈亞哈亞哈亞哈亞哈斯與斯與斯與斯與斯與斯與斯與斯與希西希西希西希西希西希西希西希西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亞哈斯王亞哈斯王亞哈斯王亞哈斯王 希西家王希西家王希西家王希西家王

記載於賽7章 記載於賽36～37章

事件發生的地點：賽7:3
「在上池的水溝旁漂布地的在上池的水溝旁漂布地的在上池的水溝旁漂布地的在上池的水溝旁漂布地的

大路上大路上大路上大路上」

事件發生的地點：賽36:2
「在上池的水溝旁漂布地的在上池的水溝旁漂布地的在上池的水溝旁漂布地的在上池的水溝旁漂布地的

大路上大路上大路上大路上」大路上大路上大路上大路上」 大路上大路上大路上大路上」

亞蘭與以色列來攻 亞述入侵

拒絕倚靠神 堅心倚靠主

被先知責備 得神言保證

與亞述立約 經歷神拯救

拜外邦諸神 以神蹟敗敵

敗壞民心 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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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池的水溝頭上池的水溝頭上池的水溝頭上池的水溝頭、、、、漂布地的大路漂布地的大路漂布地的大路漂布地的大路上池的水溝頭上池的水溝頭上池的水溝頭上池的水溝頭、、、、漂布地的大路漂布地的大路漂布地的大路漂布地的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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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3838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38:1 38:1 –– 88 希西家病危懇求希西家病危懇求希西家病危懇求希西家病危懇求，，，，上帝應允痊癒並賜兆頭上帝應允痊癒並賜兆頭上帝應允痊癒並賜兆頭上帝應允痊癒並賜兆頭希西家病危懇求希西家病危懇求希西家病危懇求希西家病危懇求，，，，上帝應允痊癒並賜兆頭上帝應允痊癒並賜兆頭上帝應允痊癒並賜兆頭上帝應允痊癒並賜兆頭

�� 上帝憐憫上帝憐憫上帝憐憫上帝憐憫上帝憐憫上帝憐憫上帝憐憫上帝憐憫
55 「「我聽見了你的禱告我聽見了你的禱告我聽見了你的禱告我聽見了你的禱告、、、、看見了你的眼淚看見了你的眼淚看見了你的眼淚看見了你的眼淚、、、、我必加增我必加增我必加增我必加增我聽見了你的禱告我聽見了你的禱告我聽見了你的禱告我聽見了你的禱告、、、、看見了你的眼淚看見了你的眼淚看見了你的眼淚看見了你的眼淚、、、、我必加增我必加增我必加增我必加增

你十五年的壽數你十五年的壽數你十五年的壽數你十五年的壽數你十五年的壽數你十五年的壽數你十五年的壽數你十五年的壽數」」

�� 賜給兆頭賜給兆頭賜給兆頭賜給兆頭賜給兆頭賜給兆頭賜給兆頭賜給兆頭
77--88 「「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先給你一個兆頭、、、、77--88 「「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先給你一個兆頭、、、、

就是叫亞哈斯的日晷就是叫亞哈斯的日晷就是叫亞哈斯的日晷就是叫亞哈斯的日晷、、、、向前進的日影往後退十度向前進的日影往後退十度向前進的日影往後退十度向前進的日影往後退十度就是叫亞哈斯的日晷就是叫亞哈斯的日晷就是叫亞哈斯的日晷就是叫亞哈斯的日晷、、、、向前進的日影往後退十度向前進的日影往後退十度向前進的日影往後退十度向前進的日影往後退十度」」

�� 38:9 38:9 –– 2020 希西家禱告稱謝希西家禱告稱謝希西家禱告稱謝希西家禱告稱謝，，，，陳述自己死亡邊緣蒙恩陳述自己死亡邊緣蒙恩陳述自己死亡邊緣蒙恩陳述自己死亡邊緣蒙恩希西家禱告稱謝希西家禱告稱謝希西家禱告稱謝希西家禱告稱謝，，，，陳述自己死亡邊緣蒙恩陳述自己死亡邊緣蒙恩陳述自己死亡邊緣蒙恩陳述自己死亡邊緣蒙恩

�� 死亡威脅死亡威脅死亡威脅死亡威脅死亡威脅死亡威脅死亡威脅死亡威脅
1010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正在我中年之日正在我中年之日正在我中年之日正在我中年之日、、、、必進入陰間的門必進入陰間的門必進入陰間的門必進入陰間的門我說我說我說我說、、、、正在我中年之日正在我中年之日正在我中年之日正在我中年之日、、、、必進入陰間的門必進入陰間的門必進入陰間的門必進入陰間的門」」

�� 獻上讚美獻上讚美獻上讚美獻上讚美獻上讚美獻上讚美獻上讚美獻上讚美
2020 「「耶和華肯救我耶和華肯救我耶和華肯救我耶和華肯救我、、、、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華在耶和華在耶和華在耶和華耶和華肯救我耶和華肯救我耶和華肯救我耶和華肯救我、、、、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華在耶和華在耶和華在耶和華

殿中用絲弦的樂器殿中用絲弦的樂器殿中用絲弦的樂器殿中用絲弦的樂器、、、、唱我的詩歌唱我的詩歌唱我的詩歌唱我的詩歌。。。。殿中用絲弦的樂器殿中用絲弦的樂器殿中用絲弦的樂器殿中用絲弦的樂器、、、、唱我的詩歌唱我的詩歌唱我的詩歌唱我的詩歌。。。。」」

�� 38:21 38:21 –– 2222上帝以神蹟醫治上帝以神蹟醫治上帝以神蹟醫治上帝以神蹟醫治，，，，先知藉無花果餅治癒先知藉無花果餅治癒先知藉無花果餅治癒先知藉無花果餅治癒上帝以神蹟醫治上帝以神蹟醫治上帝以神蹟醫治上帝以神蹟醫治，，，，先知藉無花果餅治癒先知藉無花果餅治癒先知藉無花果餅治癒先知藉無花果餅治癒
1717



以賽亞告訴以賽亞告訴以賽亞告訴以賽亞告訴希西希西希西希西家家家家
日晷的兆頭日晷的兆頭日晷的兆頭日晷的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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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3939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希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前希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前希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前希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前，，，，希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前希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前希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前希西家跌倒於巴比倫使者前，，，，
「「「「「「「「凡我家中所有的凡我家中所有的凡我家中所有的凡我家中所有的、、、、他們都看見了他們都看見了他們都看見了他們都看見了凡我家中所有的凡我家中所有的凡我家中所有的凡我家中所有的、、、、他們都看見了他們都看見了他們都看見了他們都看見了」」」」」」」」

�� 39:1 39:1 –– 88 巴比倫使者賀喜巴比倫使者賀喜巴比倫使者賀喜巴比倫使者賀喜，，，，希西家王自以為是希西家王自以為是希西家王自以為是希西家王自以為是巴比倫使者賀喜巴比倫使者賀喜巴比倫使者賀喜巴比倫使者賀喜，，，，希西家王自以為是希西家王自以為是希西家王自以為是希西家王自以為是
而跌倒而跌倒而跌倒而跌倒而跌倒而跌倒而跌倒而跌倒

�� 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 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
22 「「他家中和全國之內他家中和全國之內他家中和全國之內他家中和全國之內、、、、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他家中和全國之內他家中和全國之內他家中和全國之內他家中和全國之內、、、、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

他們看的他們看的他們看的他們看的他們看的他們看的他們看的他們看的」」

�� 上帝懲罰上帝懲罰上帝懲罰上帝懲罰上帝懲罰上帝懲罰上帝懲罰上帝懲罰
66 「「日子必到日子必到日子必到日子必到、、、、凡你家裏所有的凡你家裏所有的凡你家裏所有的凡你家裏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並你列祖積蓄並你列祖積蓄並你列祖積蓄日子必到日子必到日子必到日子必到、、、、凡你家裏所有的凡你家裏所有的凡你家裏所有的凡你家裏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並你列祖積蓄並你列祖積蓄並你列祖積蓄

到如今的到如今的到如今的到如今的、、、、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不留下一樣不留下一樣不留下一樣到如今的到如今的到如今的到如今的、、、、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不留下一樣不留下一樣不留下一樣
、、、、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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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後猶大國滅於巴比倫年後猶大國滅於巴比倫年後猶大國滅於巴比倫年後猶大國滅於巴比倫

2020

~100年後猶大國滅於巴比倫年後猶大國滅於巴比倫年後猶大國滅於巴比倫年後猶大國滅於巴比倫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的的的的的的的的考驗考驗考驗考驗考驗考驗考驗考驗
賽賽賽賽36～～～～37章章章章 賽賽賽賽38～～～～39章章章章

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強調希西家的信靠信靠信靠信靠 強調希西家的退步退步退步退步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在無助中經歷神的拯救經歷神的拯救經歷神的拯救經歷神的拯救 經歷神蹟後又依靠自己又依靠自己又依靠自己又依靠自己

情境情境情境情境 面對強敵，憂懼無助憂懼無助憂懼無助憂懼無助 面對使者，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得意忘形

心態心態心態心態 求問先知求問先知求問先知求問先知，，，，祈禱上帝祈禱上帝祈禱上帝祈禱上帝 不問先知不問先知不問先知不問先知，，，，不求上帝不求上帝不求上帝不求上帝心態心態心態心態 求問先知求問先知求問先知求問先知，，，，祈禱上帝祈禱上帝祈禱上帝祈禱上帝 不問先知不問先知不問先知不問先知，，，，不求上帝不求上帝不求上帝不求上帝

依靠依靠依靠依靠 顯示堅心依靠堅心依靠堅心依靠堅心依靠上帝的果效 顯示王不信靠上帝不信靠上帝不信靠上帝不信靠上帝自作主張

國度國度國度國度 地上的國欲攻擊屬神之國，難矣 倚靠自己的國家想要自救，難矣

人論人論人論人論 上帝的子民必須靠祂得勝 人是軟弱、不完全、不可靠的

神學神學神學神學 上帝是天下萬國的神天下萬國的神天下萬國的神天下萬國的神 上帝是掌管歷掌管歷掌管歷掌管歷史的史的史的史的主主主主

文學文學文學文學
此段結束一～卅五章

論亞述論亞述論亞述論亞述
此段引入四十～六十六章

論巴比倫論巴比倫論巴比倫論巴比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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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信徒的學習今日信徒的學習今日信徒的學習今日信徒的學習今日信徒的學習今日信徒的學習今日信徒的學習今日信徒的學習

��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段經文對段經文對段經文對段經文對段經文對段經文對段經文對段經文對今日信徒的教訓可以從幾方面學今日信徒的教訓可以從幾方面學今日信徒的教訓可以從幾方面學今日信徒的教訓可以從幾方面學今日信徒的教訓可以從幾方面學今日信徒的教訓可以從幾方面學今日信徒的教訓可以從幾方面學今日信徒的教訓可以從幾方面學習習習習習習習習

1.1.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患患患患患患患患難中依靠上帝的信難中依靠上帝的信難中依靠上帝的信難中依靠上帝的信難中依靠上帝的信難中依靠上帝的信難中依靠上帝的信難中依靠上帝的信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2.2.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信主保守勝過患難的應信主保守勝過患難的應信主保守勝過患難的應信主保守勝過患難的應信主保守勝過患難的應信主保守勝過患難的應信主保守勝過患難的應信主保守勝過患難的應許許許許許許許許

3.3. 蒙蒙蒙蒙蒙蒙蒙蒙恩後在神在人面前的見恩後在神在人面前的見恩後在神在人面前的見恩後在神在人面前的見恩後在神在人面前的見恩後在神在人面前的見恩後在神在人面前的見恩後在神在人面前的見證證證證證證證證

4.4. 不要靠不要靠不要靠不要靠不要靠不要靠不要靠不要靠自己單單依靠仰望自己單單依靠仰望自己單單依靠仰望自己單單依靠仰望自己單單依靠仰望自己單單依靠仰望自己單單依靠仰望自己單單依靠仰望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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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功課

�� 查查查查查查查查考以賽亞書考以賽亞書考以賽亞書考以賽亞書考以賽亞書考以賽亞書考以賽亞書考以賽亞書3636章至章至章至章至章至章至章至章至3939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找找找找找找找找出三件我可以學習或警惕的行出三件我可以學習或警惕的行出三件我可以學習或警惕的行出三件我可以學習或警惕的行出三件我可以學習或警惕的行出三件我可以學習或警惕的行出三件我可以學習或警惕的行出三件我可以學習或警惕的行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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