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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40-41 章章章章，，，，福音與先鋒福音與先鋒福音與先鋒福音與先鋒    

【內容】：以賽亞書 40與 41章開始回歸、安慰、拯救的信息。40章說到安慰

從上帝而來，祂是創造主歷史的神，要赦免百姓的罪孽。這兩章特別說明

上帝是創造、全能、獨一、眷顧、幫助的神，在歷史中行事並預先的宣告

更肯定地顯明祂是超乎萬神之上的神。 

【經文段落】： 

40章 上帝的安慰來到 

40:1 – 11  安慰的信息 

1–2  安慰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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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安慰的信息（有三處匿名的聲音響應安慰百姓的呼召，40:3, 6, 9） 
  3 預備神的道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 神

的道」 
 6-8 神話語堅立 

「有人聲說、你喊叫吧．有一個說、我喊叫甚麼呢．說、 …、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 

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9 神親自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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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大能君王與溫柔牧人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

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 

40:12 – 31 創造萬物的主必安慰加力 

12–26 無與倫比的創造主 
a) 12-14 創造主滿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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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誰教導他、誰將公平的路指示他」 
b) 15-17 創造主其大無比 
 15 「萬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塵」 

提醒我們注意的「看哪」 

� 賽 40:9「看哪、你們的 神。」 
� 賽 40:10「（看哪、）主耶和華

必像大能者臨到、… (看哪、）

他的賞賜在他那裏、… 」    
� 賽 41:27「看哪、我要將一位報

好信息的賜給耶路撒冷」 
� 賽 42:1「看哪、我的僕人、我所

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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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萬民在他面前好像虛無、被他看為不及虛無、乃為虛空」 

c) 18-20 創造主獨具神性 
 18 「你們究竟將誰比 神、用甚麼形像與 神比較呢？」 
 19 「偶像是匠人鑄造、銀匠用金包裹、為他鑄造銀鍊。」？ 
d) 21-24 創造主獨掌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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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25-26 創造主管理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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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1 神要加力給軟弱者 
 26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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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章 萬國的主幫助來到 

41:1 – 27  審判萬國的主必堅固幫助 

1–7  審判庭上招聚萬民，誰是歷史的主？ 
  1 「眾海島阿、靜默．眾民、近前

說話．我們可以彼此辯論。」   

 2  「誰從東方興起一人、憑公義召

他來到腳前呢」 
「耶和華將列國交給他、使他管

轄君王、把他們如灰塵交與他的

刀、如風吹的碎稓交與他的弓」 
(參 44:28; 45:1; 45:13波斯王古列) 

 4  「誰行作成就這事、從起初宣召

歷代呢、就是我耶和華、我是首

先的、也與末後的同在。  」 
 5-7 「海島看見就都害怕、地極也都

戰兢、 …、木匠勉勵銀匠、用鎚打光的勉勵打砧的、論銲工說、銲

得好．又用釘子釘穩、免得偶像動搖。」 

8–20 面對欺壓流離子民，宣告安慰幫助 
 8-13 蒙羞者得幫助 
 8-9 「以色列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你是我從地極所領來

的、從地角所召來的、…、你是我的僕人、我揀選你並不棄絕你」 

 10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 神．

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耶和華說：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 賽 41:4誰行作成就這事、從起初

宣召歷代呢、就是我耶和華、我

是首先的、也與末後的同在 

� 賽 44:6耶和華以色列的君、以色

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

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 

� 賽 48:12雅各、我所選召的以色列

阿、當聽我言．我是耶和華、我

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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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 軟弱者得強盛 
 15 「看哪、我已使你成為有快齒打糧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嶺打得粉

碎、使岡陵如同糠秕。」 

 16 「你要把他簸揚風要吹去、旋風要把他颳散．你倒要以耶和華為喜

樂、以以色列的聖者為誇耀」 

 17-20 窮乏者得供應 
 18 「我要在淨光的高處開江河、在谷中開泉源、我要使沙漠變為水

池、使乾地變為湧泉。」 

 19 「我要在曠野種上香柏樹、皂莢樹、番石榴樹、和野橄欖樹。」 
 20 「好叫人看見、知道、思想、明白、這是耶和華的手所作的、是以

色列的聖者所造的。」 

21–29 再回庭上招聚萬神，誰是真正的神？ 
 21 「耶和華對假神說、你們要呈上你們的案件」 
 22 「可以聲明、指示我們將來必遇的事、或者把將來的事指示我們」 
 23 「要說明後來的事、好叫我們知道你們是神、你們或降福、或降

禍、使我們驚奇、一同觀看」(對假神的挑戰，參 43:9; 44:7;  45:21) 
 25 「我從北方興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從日出之地而來．他必臨

到掌權的、好像臨到灰泥、彷彿窯匠踹泥一樣」( 參：波斯王古列 ) 
 27 「我首先對錫安說、看哪、我要將一位報好信息的賜給耶路撒冷」 
 29 「看哪、他們和他們的工作、都是虛空、且是虛無．他們所鑄的偶

像都是風、都是虛的」 

波斯王古列（賽 44:28; 45:1; 45:13） 
 
以賽亞書 45章（預先）上帝提名召古列王，並且記載他滅亡巴比倫帝國的

經過，連攻擊巴比倫城得勝的順利都為他預備，因耶和華提名召古列，所以

上帝要他「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

(賽 44:28)，並且「我憑公義興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

城、釋放我被擄的民、不是為工價、也不是為賞賜．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

的」(賽 45:13)。 
 
約 150年後 (536 BC)，巴比倫帝國被波斯國所滅，巴比倫城在沒有血腥的戰

爭城被悄然被攻破，（參但以理書 5 章記載城破之夜巴比倫皇宮事跡），波

斯王古列改變巴比倫的遷徙政策，不久即宣布讓被擄的各國人民歸回。其中

尤其以對猶太人的宣告最具歷史及屬靈的意義：「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

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詔通告全

國、說、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 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

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

去、願耶和華他的 神與他同在。」（歷代志下 36:22-23） 



國語主日學 以賽亞書中的彌賽亞 第七課 

4 

【經文要義】： 

− 以賽亞書 40章開始了一個新的內容與展望，定罪的審判為回歸的安慰取

代。自 40章起，復興、盼望、拯救、赦免、贖罪等等主題以更顯著的方

式與內容重複出現。在以後的篇章以賽亞書更要強調：耶和華神是以色列

的救主、祂的僕人是使百姓歸回的贖罪祭。 
− 賽 40章向百姓宣告上帝的安慰來到，藉著祂的先知安慰的信息發出，耶

和華創造主將來要施行拯救，祂以預先的宣告與大能的作為「叫人看見、

知道、思想、明白、這是耶和華的手所作的、是以色列的聖者所造的」 
− 自 41章起（到 45章），耶和華神用一位特別的人物波斯王古列，具體

提證與世人和「假神」辯論，論到誰是歷史的主？誰是真正的神？真正歷

史的主有掌管歷史的能力興起未來的君王，真正的神有能力「指示我們將

來、說明後來的事、降福或降禍、使我們驚奇」( 賽 41:22-23 ) 
− 上帝如此陳述，也是 對假神的挑戰，終極要世人得到唯一的答案：「誰

從古時指明、誰從上古述說、不是我耶和華麼、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

我是公義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沒有別神。」( 賽 45:21 ) 

【新約對照】： 

40:3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

地修平我們 神的道 

馬太福音 3:3； 
約翰福音 1:23 

41:4 誰行作成就這事、從起初宣召歷代呢、就是我耶

和華、我是首先的、也與末後的同在。 

啟示錄 1:17; 2:8 

【彌賽亞的預表】： 

40:3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 神的道． 

– 這節預言有一位先鋒在彌賽亞前面宣告開路，預備百姓的心悔改歸向神。

經文在耶穌基督公開佈道前，應驗在施洗約翰的身上（太 3:3；約 1:23） 

40:9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阿、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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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說到的好信息、看哪、你們的 神，說到將來彌賽亞來臨時上帝的百

姓會看到他們的神，這好信息的希臘文就是「福音」。從這段 40:1-11的

經文中，我們發現許多關於耶穌的福音，如：安慰、赦罪、掌權、牧養。 

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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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位來到錫安的神是一位溫柔的牧者，懷抱羊羔、引導羊群 
– 耶穌是好牧人 (約 10:10-11)，又是群羊的大牧人 (來 13:20)。 

【功課】： 

1. 對照賽 40:3；太 3:3；約 1:23，找出一項應驗在施洗約翰的事 (如：曠野) 
2. 查考賽 40:1-11，找出一項在福音書中記載耶穌基督的內容 (如：赦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