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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47-49 章章章章，，，，蒙召任重的僕人蒙召任重的僕人蒙召任重的僕人蒙召任重的僕人    

【內容】：47到 49章繼續 40-45章上帝藉一位外邦君王滅亡巴比倫使以色列百

姓回歸的預言，說到巴比倫的滅亡，對以色列百姓呼籲要聽從上帝的命

令，進而帶出第二處上帝的僕人的信息。這段經文中說到上帝的僕人，蒙

召要完成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不止拯救以色列民，要使普世都蒙恩歸向

上帝。這位僕人當指著彌賽亞－拯救世人的耶穌基督。 

【經文段落】： 

47章  巴比倫受罰傾倒 

47:1–7 因於上帝的報復 
 1-4 巴比倫受到羞辱、光榮盡失、柔弱嬌嫩、淪為奴隸、遭受侵犯 

「巴比倫的處女阿、下來坐在塵埃、沒有寶座、不再稱為柔弱嬌嫩

的。要用磨磨麵、你的下體必被露出、你的醜陋必被看見．」 

「我要報仇、誰也不寬容。」 
「我們救贖主的名是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 

 5-7 巴比倫自以為貴為列國之皇后，卻不體恤、不憐憫、凶狠無情 
「你毫不憐憫他們、把極重的軛加在老年人身上。你自己說、我必

永為主母、所以你不將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這事的結局」。 

47:8–11 因巴比倫的驕傲 
 8-9 專好宴樂、心高氣傲、以為免除災

害、卻遭寡居喪子 
「你這專好宴樂、安然居住的、… 

那知喪子、寡居、這兩件事、在一

日轉眼之間必臨到你。」 

 10-11倚仗惡行、運用聰明、卻不知災禍

臨到、不能避難 
「你素來倚仗自己的惡行、說、無

人看見我．你的智慧、聰明、使你

偏邪。因此、禍患要臨到你身」 

47:12–15 因符咒邪術天象 
 12-13 符咒、邪術、天象、不能救巴比倫

脫離懲罰 
「用你從幼年勞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許多的邪術、或者可得益處。

讓那些觀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說預言的、救你脫離所要臨到

你的事。」 

 14-15 將來的懲罰如烈火燒碎稓，無法用己力自救 
「他們要像碎稓被火焚燒、不能救自己脫離火焰之力、 … 

你所勞神的事、都要這樣與你無益。」 

「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 

• 賽 47:8, 10兩次說到巴比倫自
傲地說：「惟有我、除我以外

再沒有別的」 

• 與以賽亞書 45章耶和華 7處
說「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成

為強烈對比 

• 巴比倫的驕傲達到極致、就是
與上帝同等的驕傲，甚至是取

代上帝的驕傲，(參照賽 14:12-
14)，這專靠己力的驕傲乃是
巴比倫所代表的罪惡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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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 耶路撒冷 
罪惡之城 聖城（48:2） 
被擄之地 回歸之處 
從此出來 嚮往居所 

猶太人在此地是居民 神百姓在此城是公民 
被擄到此是因 
耶和華咒詛 

能夠回歸是因 
耶和華恩典 

悖逆、驕傲、邪術、

偶像（創 11章） 
公義、聖潔、蒙恩、

平安（創 14章） 
象徵屬世之城 象徵屬神之城 
被上帝毀滅 
（啟 17-18章） 

被上帝重造 
（啟 21章） 

 

48章  離開巴比倫歸回 

48:1 – 11  頑梗悖逆的以色列，當聽上帝預言新事 

 1, 4, 8 頑梗悖逆的百姓 
「你是頑梗的、你的頸項是鐵

的、你的額是銅的。」 
「我原知道你行事極其詭詐、你

自從出胎以來、便稱為悖逆

的。」 

 3-7 耶和華說明新事 
「這事是現今造的、並非從古就

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聽

見、免得你說、這事我早已知道

了。」 

 9-11 為自己的名行事 
「我為自己的緣故必行這事、我

焉能使我的名被褻瀆、我必不將

我的榮耀歸給假神。」 

48:12–15  神預言的新事是：古列興起擊敗巴比倫 

12-13 耶和華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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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上帝興起古列、證明祂的成就 
  15 「惟有我曾說過、我又選召他、領他來、他的道路就必亨通。」 

48:16–22  上帝呼籲百姓聽命，並離開巴比倫出來 

16–19 呼籲百姓聽命令 
  17 「我是耶和華你的 神、

教訓你使你得益處、引導

你所當行的。」   

  18 「甚願你素來聽從我的命

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

你的公義就如海浪。」 

20–22 離開巴比倫歸回 
  20 「你們要從巴比倫出來、

從迦勒底人中逃脫。」   

  22 「耶和華說、惡人必不得

平安」 

「當聽我言」 

• 在以賽亞書 48章中，上帝發
出聽祂話語的命令（賽 48:1, 
12, 16, 18） 

• 賽 48:1, 12兩次上帝呼叫：
「雅各、以色列、當聽我言」

要頑梗悖逆的他們聽耶和華對

未曾發生的新事說預言。 

• 賽 48: 18上帝說出祂的心意，
「甚願你素來聽從我的命令」

使屬祂的百姓平安如河水，公

義如海浪般濤濤而來。 

• 以色列跌倒的原因，就是不聽
從耶和華的話、不遵守祂的命

令。「當聽我言」是祂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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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章上  蒙召任重的僕人 

49:1–7  自出胎蒙召、復興雅各、施行救恩到地極的僕人 

1–3  僕人的地位、預備、為人－真正的以色列 
  1 「自我出胎、耶和華就選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 
  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又使我成為磨亮的箭」 
  3 「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榮耀。」   

4–7  失望的僕人、復興、拯救－作外邦人的光 
  4 「我勞碌是徒然、我盡力是虛無虛

空、然而我當得的理必在耶和華那

裏。」   

  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

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

的歸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

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極。」 

49:8–13  眾民的中保、復興解脫、引導普世

歸向祂而歡呼 

8–9  耶和華使僕人作眾民的中保，復興

全地解脫捆綁 
   「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中保原文

作約〕復興遍地、使人承受荒涼之

地為業。對那被捆綁的人說、出來

吧．對那在黑暗的人說、顯露吧」 

10–13 耶和華憐恤困苦之民、使普世歸向

祂，歡呼快樂 
   「憐恤他們的、必引導他們、領他們到水泉旁邊。…看哪、這些從

遠方來、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秦國來」 

   「諸天哪、應當歡呼．大地阿、應當快樂．眾山哪、應當發聲歌

唱」 

【經文要義】： 

− 以賽亞書 47章繼續前幾章的論述，上帝興起古列王，行祂所預言的事，

滅掉巴比倫、釋放猶太人回國。這章說到巴比倫的毀滅是上帝的懲罰，因

巴比倫的罪過、自大、行邪術拜偶像。 
− 48章對上帝對頑梗悖逆的以色列百姓有多次的呼籲，要百姓聽祂的命令。

一是先留意聽祂預言新的事情，古列征服巴比倫，二是希望百姓聽從祂的

命令，上帝的祝福就臨到，「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義就如海浪」。 

「外邦人的光」 

• 上帝的僕人被稱為外邦人的光
有特殊的使命與意義 

• 兩處上帝的僕人的經文中（賽
42:6；48:6）都稱他為外邦人
的光 

• 這位僕人是將救恩的光，照亮
黑暗的外邦人中，使本來沒有

上帝誡命的外邦人能以得救

（參考：賽 60:1-3；約 1:9） 

• 並且這位僕人本身就是上帝拯
救世人的救主，因他的來臨，

世人看見這生命的光就近他的

就因信他得救 

• 路加福音 2:28與使徒行傳
13:49都說到耶穌基督就是這
位被稱為外邦人的光的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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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章繼續 42章開始的「上帝的僕人」主題，這段上帝的僕人告訴我們，

這位僕人自母腹就提名從出胎就蒙召，為要使以色列歸向祂，也使這位僕

人作外邦人的光，完成上帝拯救普世的計劃。 

【新約對照】： 

47:7-8 (巴比倫)你自己說、我必永為主母、所以你不將

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這事的結局。你這專好

宴樂、安然居住的、現在當聽這話、你心中說、

惟有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我必不至寡居、

也不遭喪子之事 

啟示錄 18:7 
巴比倫自稱是主

母（皇后）並不

是寡婦 

49: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將我藏在他手蔭之下．又使

我成為磨亮的箭、將我藏在他箭袋之中 

希伯來書 4:12 
啟示錄 1:16；
2:12, 16 

49:6 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極。 

路加福音 2:28-32 
使徒行傳 13:47 

【彌賽亞的預表】： 

49:1 自我出胎、耶和華就選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 

– 這位彌賽亞－上帝的僕人，自母腹就提名從出胎就蒙召，說明彌賽亞是上

帝揀選，未出生就蒙召，在母腹就已經有名字。耶穌在出生以前，天使就

已告訴他的父母孩子要取名叫耶穌（太 1:21；路 2:21）。 

49: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 
– 上帝的僕人口說出話如刀一般的鋒利，他口中傳出神的道必能攻破人心中

的攔阻，使人歸向神。上帝的僕人的話也是上帝攻擊敵人的武器，擊敗撒

旦。啟示錄中特別說到彌賽亞口裡有一把一把兩刃的利劍（啟 1:16）並他

會「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啟 2:16）。 

49:6 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 彌賽亞上帝的僕人是外邦人的光。耶穌出生後 8 天父母帶他到聖殿奉獻的

時候，一位公義又虔誠的西面，看見耶穌而感恩，稱他為「照亮外邦人的

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路 2:28-32）。保羅在向猶太人傳福音被

拒之後轉向外邦人傳道，他引用 49:6『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

行救恩直到地極。』（使徒行傳 13:47）感謝神設立了耶穌基督將上帝的

救恩施行到地極。 

【功課】： 

1. 查考賽 42:6與賽 49:6，找出一項上帝的僕人彌賽亞的稱謂。 
2. 這項稱謂反應出上帝的僕人的工作，對拯救普世的人有什麼結果？ 

【網頁】： 

www.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Messia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