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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42-46 章章章章，，，，謙卑傳道的僕人謙卑傳道的僕人謙卑傳道的僕人謙卑傳道的僕人    

【內容】：42到 46章繼續 40章上帝使以色列百姓回歸、蒙安慰、蒙拯救的信

息。這段經文有一雙重拯救的內容平行地進行，一個拯救是猶太亡國被擄

歸回，另一個拯救是百姓犯罪將獲赦免。前者上帝要興起古列完成，後者

要由上帝的僕人贖罪。所以自以賽亞書 42章開始了一個重要的主題－上帝

的僕人，他的身份、工作、品格在 42章被揭示開來。 

【經文段落】： 

42:1 – 9  上帝的僕人 

1–4  宣揚公義的僕人 
  1 扶持、揀選、蒙上帝喜悅的僕人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

揀選、心裏所喜悅的」 
 1-2 聖靈同在、溫柔謙卑的傳道者 

「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

理傳給外邦。他不喧嚷、不揚聲、

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3-4 慈悲憐憫不灰心喪膽的傳道者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

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

傳開。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

他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都等候他

的訓誨。」   

5–7  中保與光的僕人 
 6-7 耶和華設立眾民的中保與光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眾民的中

保、〔中保原文作約〕作外邦人的光、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

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 

8–9  先前的事與新事 
 8-9 說明未成的事是上帝的榮耀 

「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看哪、先前的事已經成就、現在

我將新事說明、這事未發以先、我就說給你們聽。」 

42:10 – 17 歌唱的萬邦、拯救的上主 

 10-12 海島、地極、曠野、山頂歌唱讚美上帝 
「他們當將榮耀歸給耶和華、在海島中傳揚他的頌讚。」 

 13-17 耶和華攻擊仇敵、施行拯救 
「耶和華必像勇士出去、要用大力攻擊仇敵。這些事我都要行」 

誰是上帝的「僕人」？ 

1. 個人 
如：以賽亞 (賽 20:3)、 
  以利亞敬 (賽 22:20) 

2. 群體，以色列人 
賽 41:8; 43:10; 44:1-2, 21; 
45:4; 48:20 

3. 彌賽亞 
賽 42:1-9; 49:1-7; 50:4-9; 
52:13-53:12 

 

其中以對彌賽亞僕人身份的

「四首僕人之歌」 最引人注目

且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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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8–43:21 以色列的捆綁與自由、被擄得釋放 

42:18-25 瞎眼、耳聾的僕人，背道被擄的以色列 
  19 「誰瞎眼像那與我和好的、誰瞎眼像耶和華的僕人呢。」 
  24 「誰將雅各交出當作擄物、將以色列交給搶奪的呢、豈不是耶和華

麼、就是我們所得罪的那位．」 

43:1–7 上帝眷顧被擄之民、救贖招聚祂的百姓 
 1-2 「雅各阿、創造你的耶和華、以色列阿、造成你的那位、現在如此

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

在．你逿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 

 6-7 「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就是凡稱為我

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 

43:8–13 蒙拯救的百姓是耶和華真神的見證 
  10 「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所揀選的僕人．既是這樣、便可

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華、在我以前沒有真神、在

我以後也必沒有。」   

  12 「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說明．並且在你們中間沒有別神、所

以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也是 神。」 

43:14–21 耶和華救贖主君王，做新事施拯救 
 14-15 「耶和華你們的救贖主、以色列的

聖者 …是創造以色列的、是你們的

君王。」   

  16 「耶和華在滄海中開道、在大水中

開路。」 （舊出埃及）  

  19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

發現、你們豈不知道麼．我必在曠

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自巴比倫回歸，新出埃及） 

43:22–44:23 以色列的過犯得塗抹、罪過得救贖 

43:22–28 雅各的過犯成為咒詛，神為自己的

緣故塗抹 
 22-24 「雅各阿、你並沒有求告我．以色列阿、你倒厭煩我。…倒使我因

你的罪惡服勞、使我因你的罪孽厭煩。」   

  25 「惟有我為自己的緣故塗抹你的過犯、我也不記念你的罪惡。」 

44:1–5 雅各要蒙恩被靈澆灌，以自稱為以色列為榮 
  3 「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乾旱之地．我要將我的靈

澆灌你的後裔、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   

  5 「這個要說、我是屬耶和華的．那個要以雅各的名自稱。」 

耶和華是「救贖主」 

• 「救贖主」就是至近的親屬

（路得記 2:20; 3:9; 4:1, 3, 
14） 

• 以賽亞書中耶和華多處稱自

己是「救贖主」如：賽 43:1, 
14; 44:6; 47:4; 48:17; 49:7 

• 「救贖主」出現於談到上帝

拯救以色列人為百姓贖罪的

章節裡，不但說明上帝救贖

的計劃更彰顯祂親自來贖罪

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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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20 除耶和華以外沒有真神，製造偶像的盡都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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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1–23 雅各的過犯要被塗抹，耶和華做成、榮耀自己 
 22-23 「我塗抹了你的過犯、像厚雲消散．我塗抹了你的罪惡、如薄雲滅

沒．你當歸向我、因我救贖了你。… 因為耶和華救贖了雅各、並要

因以色列榮耀自己。」   

44:24–45:13 上帝揀選拯救的牧人、古列王的工作 

44:24–27 耶和華創造主，祂的話語立定 
  24 「我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是獨自鋪張諸天、鋪開大地的。」  

  26 「論到耶路撒冷說、必有人居住．論到猶大的城邑說、必被建造．

其中的荒場我也必興起。」 

28–45:13 上帝興起古列，建聖城釋百姓 
  28 「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

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  

 45:4 「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緣故、我就提名召你．你雖不

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  

 45:13 「我憑公義興起古列、〔古列原文作他〕、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釋放我被擄的民。」  

45:14 – 25 除耶和華以外，沒有別神救主 

45:14–17 以色列必蒙耶和華的拯救 
  17 「惟有以色列必蒙耶和華的拯救、

得永遠的救恩．你們必不蒙羞、也

不抱愧、直到永世無盡。」  

45:18–25 普世仰望耶和華的救恩 
  22 「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因為我是 神、再沒有別神」 

  23 「我指著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話是憑公義、並不反回、萬膝必向

我跪拜、萬口必憑我起誓。」  

46:1 – 13  背負跪拜偶像的愚昧，懷抱拯救的上帝 

1–2, 6–7 背負偶像重擔，求告偶像不應 

 3–5 上帝自幼保抱，直到年老懷搋 
   「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保抱、自從出胎、便蒙我懷搋。直到你們

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搋。」  

 8–13 祂所籌算必成，施行公義救恩 
  10 「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

立定、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 

除耶和華以外「再沒有別神」 

• 以賽亞書 55章 7次說到 
「再沒有別神」 

• 賽 45:5, 6, 14, 18, 21 (2x),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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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我使我的公義臨近、必不遠離、我的救恩必不遲延、我要為以色

列我的榮耀、在錫安施行救恩。」 

【經文要義】： 

− 以賽亞書 42開始一個重要的主題－上帝的僕人彌賽亞，從這段經文逐漸

彰顯祂僕人的身份、工作、品格、及在贖罪拯救的計劃中的角色。 
− 以賽亞書 42:18－44:23，有一雙重拯救的內容平行地進行著，如 40章 1-2

節，「他爭戰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孽赦免了」，1) 被擄歸回的時期要結

束，2) 所犯的罪孽也將獲赦免。前者在 42:18–43:21說到以色列的捆綁與

自由，後者在 43:22–44:23說到他們的過犯得塗抹。 
− 被擄歸回是神先宣告並完成的奇事，上帝興起古列王使以色列百姓回國，

建造聖殿。這是上帝證明自己是真神的明證，並且蒙拯救的以色列百姓更

是耶和華真神的見證。 
− 祂所行的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的奇事，祂的赦罪是像厚雲消

散、如薄雲滅沒般的完全。祂的公義臨近、祂的救恩必不遲延。 

【新約對照】： 

42:1-4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

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 

馬太福音 12:17-
21 

42:6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

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 

路加福音 2:28-32 

45:23 我指著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話是憑公義、並不

反回、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憑我起誓。 

羅馬書 14:11 

【彌賽亞的預表】： 

42: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 

– 這位彌賽亞，上帝的僕人，是神扶持、揀選、蒙祂喜悅的。在耶穌受浸上

來的時後（太 3:17）與耶穌登山變相時（太 17:15），上帝兩次宣告耶穌

是祂的愛子，祂所喜悅的。耶穌謙卑的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蒙祂喜悅。 

42:2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 馬太福音中敘述耶穌在行神蹟醫病之後，囑咐他們、不要給他傳名（太

12:16），應驗了彌賽亞不喧嘩、不自誇、是一位默默工作的謙卑的僕人 

42:1-4看哪、我的僕人、…、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 
– 彌賽亞充滿溫柔憐憫，不灰心喪膽地傳道，直到地上設立公理接受訓誨 
– 馬太引用以賽亞書 42:1-4的經文（太 12:17-21）說明彌賽亞的品格與事工

應驗在耶穌身上。 

【功課】： 

1. 查考賽 42:1-4，列出三項上帝的僕人彌賽亞的品格與事工。 
(如：不喧嚷、不灰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