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賽亞書中的以賽亞書中的以賽亞書中的以賽亞書中的以賽亞書中的以賽亞書中的以賽亞書中的以賽亞書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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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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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與大綱簡介與大綱簡介與大綱簡介與大綱簡介與大綱簡介與大綱簡介與大綱簡介與大綱



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1.為什麼讀以賽亞書為什麼讀以賽亞書為什麼讀以賽亞書為什麼讀以賽亞書？？？？為什麼讀以賽亞書為什麼讀以賽亞書為什麼讀以賽亞書為什麼讀以賽亞書？？？？

2.2.為什麼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為什麼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為什麼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為什麼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為什麼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為什麼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為什麼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為什麼從以賽亞書中尋找彌賽亞？？？？

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

�� 以賽亞書中有多少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中有多少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中有多少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中有多少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中有多少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中有多少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中有多少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中有多少彌賽亞的預言、、、、、、、、預表預表預表預表？？？？預表預表預表預表？？？？

��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賽賽賽賽賽賽賽賽亞書中的彌賽亞與新約的關係如何亞書中的彌賽亞與新約的關係如何亞書中的彌賽亞與新約的關係如何亞書中的彌賽亞與新約的關係如何？？？？亞書中的彌賽亞與新約的關係如何亞書中的彌賽亞與新約的關係如何亞書中的彌賽亞與新約的關係如何亞書中的彌賽亞與新約的關係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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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與與與與與與新約和參對我們有什麼啟示新約和參對我們有什麼啟示新約和參對我們有什麼啟示新約和參對我們有什麼啟示？？？？新約和參對我們有什麼啟示新約和參對我們有什麼啟示新約和參對我們有什麼啟示新約和參對我們有什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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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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

�� 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猷大國猷大國猷大國猷大國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猷大國猷大國猷大國猷大國烏西雅烏西雅烏西雅烏西雅、、、、約坦約坦約坦約坦、、、、亞哈斯亞哈斯亞哈斯亞哈斯、、、、希希希希烏西雅烏西雅烏西雅烏西雅、、、、約坦約坦約坦約坦、、、、亞哈斯亞哈斯亞哈斯亞哈斯、、、、希希希希
西家西家西家西家西家西家西家西家四王在位期間四王在位期間四王在位期間四王在位期間四王在位期間四王在位期間四王在位期間四王在位期間，，，，，，，，以色列國滅亡前後以色列國滅亡前後以色列國滅亡前後以色列國滅亡前後，，，，國家國家國家國家以色列國滅亡前後以色列國滅亡前後以色列國滅亡前後以色列國滅亡前後，，，，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外患內訌外患內訌外患內訌外患內訌、、、、政權紛擾政權紛擾政權紛擾政權紛擾、、、、道德腐敗道德腐敗道德腐敗道德腐敗、、、、信仰偏差信仰偏差信仰偏差信仰偏差外患內訌外患內訌外患內訌外患內訌、、、、政權紛擾政權紛擾政權紛擾政權紛擾、、、、道德腐敗道德腐敗道德腐敗道德腐敗、、、、信仰偏差信仰偏差信仰偏差信仰偏差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崇敗偶崇敗偶崇敗偶崇敗偶：：：：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崇敗偶崇敗偶崇敗偶崇敗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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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崇敗偶崇敗偶崇敗偶崇敗偶：：：：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指出以色列的弊病是離棄真神，，，，崇敗偶崇敗偶崇敗偶崇敗偶
像像像像；；；；並預言將來神的眷顧拯救並預言將來神的眷顧拯救並預言將來神的眷顧拯救並預言將來神的眷顧拯救，，，，彌賽亞來臨的彌賽亞來臨的彌賽亞來臨的彌賽亞來臨的像像像像；；；；並預言將來神的眷顧拯救並預言將來神的眷顧拯救並預言將來神的眷顧拯救並預言將來神的眷顧拯救，，，，彌賽亞來臨的彌賽亞來臨的彌賽亞來臨的彌賽亞來臨的
時候得以全部實現時候得以全部實現時候得以全部實現時候得以全部實現時候得以全部實現時候得以全部實現時候得以全部實現時候得以全部實現

�� 以賽亞書在文學以賽亞書在文學以賽亞書在文學以賽亞書在文學、、、、神學神學神學神學、、、、訓詞訓詞訓詞訓詞、、、、預言上都為舊預言上都為舊預言上都為舊預言上都為舊以賽亞書在文學以賽亞書在文學以賽亞書在文學以賽亞書在文學、、、、神學神學神學神學、、、、訓詞訓詞訓詞訓詞、、、、預言上都為舊預言上都為舊預言上都為舊預言上都為舊
約之上選約之上選約之上選約之上選約之上選約之上選約之上選約之上選

�� 以賽亞被稱為是以賽亞被稱為是以賽亞被稱為是以賽亞被稱為是「「「「先知中的先知先知中的先知先知中的先知先知中的先知」，」，」，」，他的書被他的書被他的書被他的書被以賽亞被稱為是以賽亞被稱為是以賽亞被稱為是以賽亞被稱為是「「「「先知中的先知先知中的先知先知中的先知先知中的先知」，」，」，」，他的書被他的書被他的書被他的書被
稱為是舊約的福音書稱為是舊約的福音書稱為是舊約的福音書稱為是舊約的福音書，，，，或說是或說是或說是或說是「「「「舊約的羅馬書舊約的羅馬書舊約的羅馬書舊約的羅馬書」」」」稱為是舊約的福音書稱為是舊約的福音書稱為是舊約的福音書稱為是舊約的福音書，，，，或說是或說是或說是或說是「「「「舊約的羅馬書舊約的羅馬書舊約的羅馬書舊約的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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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王國統一王國統一王國統一王國統一王國統一王國統一王國統一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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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存王國僅存王國僅存王國僅存王國僅存王國僅存王國僅存王國僅存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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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時期的亞述以賽亞書時期的亞述以賽亞書時期的亞述以賽亞書時期的亞述以賽亞書時期的亞述以賽亞書時期的亞述以賽亞書時期的亞述以賽亞書時期的亞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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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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分界分界分界分界分界分界分界
�� 本書以本書以本書以本書以本書以本書以本書以本書以前前前前前前前前3939章與章與章與章與章與章與章與章與4040章章章章章章章章之後之後之後之後之後之後之後之後為分界線分為兩大部為分界線分為兩大部為分界線分為兩大部為分界線分為兩大部為分界線分為兩大部為分界線分為兩大部為分界線分為兩大部為分界線分為兩大部
分分分分，，，，分別為分別為分別為分別為：：：：分分分分，，，，分別為分別為分別為分別為：：：：

�� 神的責備審判神的責備審判神的責備審判神的責備審判，，，，責備責備責備責備神的責備審判神的責備審判神的責備審判神的責備審判，，，，責備責備責備責備神子民背叛不信神子民背叛不信神子民背叛不信神子民背叛不信神子民背叛不信神子民背叛不信神子民背叛不信神子民背叛不信、、犯罪腐敗犯罪腐敗犯罪腐敗犯罪腐敗犯罪腐敗犯罪腐敗犯罪腐敗犯罪腐敗

�� 神的安慰拯救神的安慰拯救神的安慰拯救神的安慰拯救，，，，神的安慰拯救神的安慰拯救神的安慰拯救神的安慰拯救，，，，應許神設立拯救應許神設立拯救應許神設立拯救應許神設立拯救、、、、赦免罪過赦免罪過赦免罪過赦免罪過應許神設立拯救應許神設立拯救應許神設立拯救應許神設立拯救、、、、赦免罪過赦免罪過赦免罪過赦免罪過、、引領歸回引領歸回引領歸回引領歸回引領歸回引領歸回引領歸回引領歸回

�� 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 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前者警告犯罪的要受審判，，，，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帶出亡國背擄的預言

�� 後者安慰行公義的必得救恩後者安慰行公義的必得救恩後者安慰行公義的必得救恩後者安慰行公義的必得救恩，，，，後者安慰行公義的必得救恩後者安慰行公義的必得救恩後者安慰行公義的必得救恩後者安慰行公義的必得救恩，，，，帶出回歸拯救的盼望帶出回歸拯救的盼望帶出回歸拯救的盼望帶出回歸拯救的盼望帶出回歸拯救的盼望帶出回歸拯救的盼望帶出回歸拯救的盼望帶出回歸拯救的盼望

�� 兩大部分中兩大部分中兩大部分中兩大部分中兩大部分中兩大部分中兩大部分中兩大部分中間間間間間間間間四章四章四章四章四章四章四章四章 (36(36--3939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記述希西家記述希西家記述希西家記述希西家記述希西家記述希西家記述希西家記述希西家王王王王王王王王在亞在亞在亞在亞在亞在亞在亞在亞
述壓境與巴比倫述壓境與巴比倫述壓境與巴比倫述壓境與巴比倫述壓境與巴比倫述壓境與巴比倫述壓境與巴比倫述壓境與巴比倫外交上外交上外交上外交上外交上外交上外交上外交上周旋的歷史周旋的歷史周旋的歷史周旋的歷史。。。。周旋的歷史周旋的歷史周旋的歷史周旋的歷史。。。。

�� 3636--37: 37: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憐憫猶大並因憐憫猶大並因憐憫猶大並因憐憫猶大並因憐憫猶大並因憐憫猶大並因憐憫猶大並因憐憫猶大並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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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靠王的信靠王的信靠王的信靠王的信靠王的信靠王的信靠王的信靠拯救拯救拯救拯救拯救拯救拯救拯救脫離脫離脫離脫離脫離脫離脫離脫離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亞述

�� 3838--39: 39: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懲罰猶大並因懲罰猶大並因懲罰猶大並因懲罰猶大並因懲罰猶大並因懲罰猶大並因懲罰猶大並因懲罰猶大並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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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大王的自大王的自大王的自大王的自大王的自大王的自大王的自大預言擄於預言擄於預言擄於預言擄於預言擄於預言擄於預言擄於預言擄於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

��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段結束段結束段結束段結束段結束段結束段結束段結束 11--35 35 章論亞述章論亞述章論亞述章論亞述章論亞述章論亞述章論亞述章論亞述，，，，後後後後，，，，後後後後段引入段引入段引入段引入段引入段引入段引入段引入 4040--66 66 章論巴比倫章論巴比倫章論巴比倫章論巴比倫章論巴比倫章論巴比倫章論巴比倫章論巴比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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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備責備責備責備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安慰安慰安慰安慰

1－35 36－39 40－66

責備猶大 責備
列邦

責備猶大 亞述
之患

巴比倫
之憂

回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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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
的
救主

神是
以色列
人的
榮耀

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以賽亞書大綱一覽

大
國
遭
審
判

與
預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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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之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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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希
西
家
之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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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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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家
之
病

希
西
家
之
愚

以色列
之
歸
回

彌賽亞
之
來
臨

將來
之
榮
耀

1–6 7–12
13–23

24-27 28-35 36 37 38 39
40 – 48 49 – 57 58 – 66

1 – 12 24 – 35 36 – 37 38 – 39

信息 過渡歷史 預言

向著被擄之民而言 被擄之因 向被擄後之民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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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兩大分段的比較以賽亞書兩大分段的比較以賽亞書兩大分段的比較以賽亞書兩大分段的比較以賽亞書兩大分段的比較以賽亞書兩大分段的比較以賽亞書兩大分段的比較以賽亞書兩大分段的比較
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1–39 章章章章 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40–66 章章章章

猶大主要外敵為亞述亞述亞述亞述，
巴比倫尚未掘起

猶大主要敵人為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巴比倫，
巴比倫將為波斯所滅

先知宣告審判與刑罰審判與刑罰審判與刑罰審判與刑罰 先知宣告安慰與拯救安慰與拯救安慰與拯救安慰與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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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亡國前被擄的未來被擄的未來被擄的未來被擄的未來 強調被擄中回歸的盼望回歸的盼望回歸的盼望回歸的盼望

引據多處歷史事件歷史事件歷史事件歷史事件與背景 歷史背景被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取代

彌賽亞是尊榮的君王尊榮的君王尊榮的君王尊榮的君王 彌賽亞是受苦的僕人受苦的僕人受苦的僕人受苦的僕人

以色列的餘民以色列的餘民以色列的餘民以色列的餘民將被眷顧 世上各族各民世上各族各民世上各族各民世上各族各民都蒙福祉

比擬舊約舊約舊約舊約之書卷 比擬新約新約新約新約之書卷



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
1.1. 神聖的上帝神聖的上帝神聖的上帝神聖的上帝、、、、以色列的聖者以色列的聖者以色列的聖者以色列的聖者：（：（：（：（神聖的上帝神聖的上帝神聖的上帝神聖的上帝、、、、以色列的聖者以色列的聖者以色列的聖者以色列的聖者：（：（：（：（6:16:1––––––––44））））））））

�� 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撒拉弗侍立呼喊「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撒拉弗侍立呼喊「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

�� 以賽亞用「以賽亞用「以色列的聖者以色列的聖者以色列的聖者以色列的聖者」尊稱神有」尊稱神有2828次次

2.2. 神是救贖主神是救贖主神是救贖主神是救贖主：（：（：（：（如如如如神是救贖主神是救贖主神是救贖主神是救贖主：（：（：（：（如如如如 41:1441:14、、、、、、、、43:1443:14、、、、、、、、48:1748:17、、、、、、、、54:854:8））））））））
�� 神是懲罰猶大的主也是行拯救的主，神是懲罰猶大的主也是行拯救的主，

�� 祂救猶大脫離亞述，又從被擄之地祂救猶大脫離亞述，又從被擄之地的的巴比倫帶他們回國巴比倫帶他們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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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救猶大脫離亞述，又從被擄之地祂救猶大脫離亞述，又從被擄之地的的巴比倫帶他們回國巴比倫帶他們回國

�� 祂要賜一嬰孩從童女而生作祂的救贖之工祂要賜一嬰孩從童女而生作祂的救贖之工

3.3. 唯一永存的神唯一永存的神唯一永存的神唯一永存的神唯一永存的神唯一永存的神唯一永存的神唯一永存的神

�� 神的唯一永存的屬性以賽亞多次提到神的唯一永存的屬性以賽亞多次提到 (40:12(40:12––2222；；41:2141:21––2323；；
45:545:5––23)23)

4.4. 神的主權神的主權神的主權神的主權：：：：神的主權神的主權神的主權神的主權：：：：

�� 神掌管萬有，祂掌管歷史與萬國，神神掌管萬有，祂掌管歷史與萬國，神對對多國發預言多國發預言 (13(13––2323章章))

�� 在末日「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在末日「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 (2:3)(2:3)



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以賽亞書之主題
5.5. 餘民餘民餘民餘民：：：：餘民餘民餘民餘民：：：：

�� 經過劫難後，忠信誠實倚靠耶和華的餘民經過劫難後，忠信誠實倚靠耶和華的餘民

�� 又稱為又稱為餘種 1:91:9；；剩下的 10:2010:20；；餘剩的 11:1111:11、、37:3137:31––3232、、46:3 46:3 

�� 餘民得蒙保守，延續承受神對以色列的約餘民得蒙保守，延續承受神對以色列的約

6.6. 神的僕人神的僕人神的僕人神的僕人：：：：神的僕人神的僕人神的僕人神的僕人：：：：

�� 有時僕人指個別的人或指以色列民族有時僕人指個別的人或指以色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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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僕人指個別的人或指以色列民族有時僕人指個別的人或指以色列民族

�� 但書中最顯著的四首「僕人之歌」是指彌賽亞但書中最顯著的四首「僕人之歌」是指彌賽亞
（（42:142:1––77；；49:149:1--66；；50:450:4––99；；52:1252:12––53:1253:12））

�� 四首「僕人之歌」指出彌賽亞是受苦的僕人，祂謙卑、順服、四首「僕人之歌」指出彌賽亞是受苦的僕人，祂謙卑、順服、
傳道與萬邦、卻為百姓的罪作贖罪祭傳道與萬邦、卻為百姓的罪作贖罪祭

7.7. 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

�� 彌賽亞的身世、工作、受苦、再臨、作王等題目敘述非常詳盡彌賽亞的身世、工作、受苦、再臨、作王等題目敘述非常詳盡

�� 多處被新約之使徒引證耶穌基督就是彌賽亞多處被新約之使徒引證耶穌基督就是彌賽亞



先知預言的要點先知預言的要點先知預言的要點先知預言的要點先知預言的要點先知預言的要點先知預言的要點先知預言的要點

望遠鏡式的預言觀望遠鏡式的預言觀望遠鏡式的預言觀望遠鏡式的預言觀望遠鏡式的預言觀望遠鏡式的預言觀望遠鏡式的預言觀望遠鏡式的預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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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聖經見證彌賽亞舊約聖經見證彌賽亞舊約聖經見證彌賽亞舊約聖經見證彌賽亞舊約聖經見證彌賽亞舊約聖經見證彌賽亞舊約聖經見證彌賽亞舊約聖經見證彌賽亞

��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5:39 5:39 
（（（（（（（（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你們查考聖經你們查考聖經你們查考聖經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或作應當查或作應當查或作應當查
考聖經考聖經考聖經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給我作給我作給我作
見證的就是這經見證的就是這經見證的就是這經見證的就是這經。。。。

��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4:44 24:44 
耶穌對他們說耶穌對他們說耶穌對他們說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
之時之時之時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所告訴你們的話所告訴你們的話所告訴你們的話、、、、說說說說、、、、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書先知的書先知的書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和詩篇上所記的和詩篇上所記的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凡指著我凡指著我凡指著我
的話的話的話的話、、、、都必須應驗都必須應驗都必須應驗都必須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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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包含以賽亞書



以賽亞書與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與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與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與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與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與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與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與彌賽亞的預言
�� 不知聖經的人都知道不知聖經的人都知道不知聖經的人都知道不知聖經的人都知道不知聖經的人都知道不知聖經的人都知道不知聖經的人都知道不知聖經的人都知道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所寫的彌賽亞所寫的彌賽亞所寫的彌賽亞所寫的彌賽亞所寫的彌賽亞所寫的彌賽亞所寫的彌賽亞所寫的彌賽亞

�� 他對彌賽亞的預言他對彌賽亞的預言他對彌賽亞的預言他對彌賽亞的預言，，，，比其他的先知都多比其他的先知都多比其他的先知都多比其他的先知都多他對彌賽亞的預言他對彌賽亞的預言他對彌賽亞的預言他對彌賽亞的預言，，，，比其他的先知都多比其他的先知都多比其他的先知都多比其他的先知都多

�� 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 以賽亞以賽亞預言預言「「童女懷孕生子童女懷孕生子」」 (7:14)(7:14)，藉著祂，藉著祂 神將與神將與
我們同在（我們同在（以馬內利以馬內利），），

(9: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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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9:6) (9:6) 他就是他就是
彌賽亞彌賽亞

�� 又如又如又如又如：：：：又如又如又如又如：：：：

�� 以賽亞以賽亞書書 53 53 章預言有一位神的義僕，他為眾人的罪代受章預言有一位神的義僕，他為眾人的罪代受
刑罰，是舊約中最清楚說明彌賽亞為人贖罪受苦受死的篇刑罰，是舊約中最清楚說明彌賽亞為人贖罪受苦受死的篇
章章

�� 彌賽亞將要建立永恆的國度，使地上萬族能嚐救恩的果子，彌賽亞將要建立永恆的國度，使地上萬族能嚐救恩的果子，
在祂的國度內在祂的國度內充滿公義和平充滿公義和平得享永福得享永福 (11:2(11:2--4, 65: 12 4, 65: 12 –– 19 )19 )



以賽亞書中論及彌賽亞以賽亞書中論及彌賽亞以賽亞書中論及彌賽亞以賽亞書中論及彌賽亞：：：：以賽亞書中論及彌賽亞以賽亞書中論及彌賽亞以賽亞書中論及彌賽亞以賽亞書中論及彌賽亞：：：：
�� 出生出生出生出生出生出生出生出生：：：：：：：：7:147:14
�� 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11:1, 1011:1, 10
�� 名字名字名字名字名字名字名字名字：：：：：：：：9:69:6
�� 傳道傳道傳道傳道：：：：傳道傳道傳道傳道：：：：42:142:1--44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61:161:1--22
�� 品德品德品德品德品德品德品德品德：：：：：：：：42:342:3
�� 受苦受苦受苦受苦受苦受苦受苦受苦：：：：：：：：5353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 復活復活復活復活復活復活復活復活：：：：：：：：25:825:8
�� 再臨再臨再臨再臨再臨再臨再臨再臨：：：：：：：：63:163:1
�� 作王作王作王作王作王作王作王作王：：：：：：：：11: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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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將一一探討課程中將一一探討課程中將一一探討課程中將一一探討課程中將一一探討課程中將一一探討課程中將一一探討課程中將一一探討
此十大類的主題此十大類的主題此十大類的主題此十大類的主題此十大類的主題此十大類的主題此十大類的主題此十大類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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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與與與與與與新約新約新約新約新約新約新約新約
�� 以賽亞說救恩出自神的以賽亞說救恩出自神的以賽亞說救恩出自神的以賽亞說救恩出自神的以賽亞說救恩出自神的以賽亞說救恩出自神的以賽亞說救恩出自神的以賽亞說救恩出自神的恩典與憐憫恩典與憐憫恩典與憐憫恩典與憐憫恩典與憐憫恩典與憐憫恩典與憐憫恩典與憐憫，，，，，，，，藉祂的藉祂的藉祂的藉祂的藉祂的藉祂的藉祂的藉祂的義義義義義義義義
僕就是那彌賽亞僕就是那彌賽亞僕就是那彌賽亞僕就是那彌賽亞僕就是那彌賽亞僕就是那彌賽亞僕就是那彌賽亞僕就是那彌賽亞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 彌賽亞為人存心卑微彌賽亞為人存心卑微彌賽亞為人存心卑微彌賽亞為人存心卑微，，，，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以致於死，，，，彌賽亞為人存心卑微彌賽亞為人存心卑微彌賽亞為人存心卑微彌賽亞為人存心卑微，，，，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以致於死，，，，作贖罪祭作贖罪祭作贖罪祭作贖罪祭作贖罪祭作贖罪祭作贖罪祭作贖罪祭，，，，，，，，
完完完完完完完完成救恩成救恩成救恩成救恩，，，，建立建立建立建立成救恩成救恩成救恩成救恩，，，，建立建立建立建立永恆永恆永恆永恆永恆永恆永恆永恆國度國度國度國度，，，，使地上萬族使地上萬族使地上萬族使地上萬族國度國度國度國度，，，，使地上萬族使地上萬族使地上萬族使地上萬族都都都都都都都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祂得救。。。。。。。。

�� 新約使徒多次引用以賽亞新約使徒多次引用以賽亞新約使徒多次引用以賽亞新約使徒多次引用以賽亞新約使徒多次引用以賽亞新約使徒多次引用以賽亞新約使徒多次引用以賽亞新約使徒多次引用以賽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為耶穌作見證為耶穌作見證為耶穌作見證為耶穌作見證為耶穌作見證為耶穌作見證為耶穌作見證為耶穌作見證

�� 除詩篇外除詩篇外除詩篇外除詩篇外除詩篇外除詩篇外除詩篇外除詩篇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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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書被書被書被書被書被書被書被新約新約新約新約新約新約新約新約引用的最多引用的最多引用的最多引用的最多，，，，如如如如引用的最多引用的最多引用的最多引用的最多，，，，如如如如

�� 馬太：馬太：「「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說說說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說說說 … … … … … … … … 」」

�� 路加：路加：「「知以賽亞的書知以賽亞的書知以賽亞的書知以賽亞的書知以賽亞的書知以賽亞的書知以賽亞的書知以賽亞的書 … … … … … … … … 」」

�� 保羅：保羅：「「有以賽亞說有以賽亞說有以賽亞說有以賽亞說有以賽亞說有以賽亞說有以賽亞說有以賽亞說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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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引用以賽亞書之處新約引用以賽亞書之處新約引用以賽亞書之處新約引用以賽亞書之處新約引用以賽亞書之處新約引用以賽亞書之處新約引用以賽亞書之處新約引用以賽亞書之處
引用者 經文 以賽亞書

馬太 馬太福音 4:14 – 16
8:17
12:17-21

9:1 – 2
53: 4
42: 1 – 4

馬可 馬可福音 15:28 53:12

路加 路加福音 22:37 53:12

1818

路加 路加福音 22:37 53:12

路加 使徒行傳 8: 32 – 33 53: 7 – 8

約翰 約翰福音 12:38 – 41 53:1, 6:9 – 10 

施洗約翰 約翰福音 1:23 40:3

耶穌 路加福音 4:16 - 21 61:1 – 2 

彼得 彼得前書 2:22 – 25 53:5 – 6 

埃提阿伯太監 使徒行傳 8:28 – 33 53:7 – 8 

保羅 使徒行傳 28:25 – 27 6:9 – 10



以賽亞書的以賽亞書的以賽亞書的以賽亞書的以賽亞書的以賽亞書的以賽亞書的以賽亞書的經經經經經經經經句句句句句句句句
�� 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的風格高超的風格高超的風格高超的風格高超、、、、詞藻豐富詞藻豐富詞藻豐富詞藻豐富、、、、文字優美文字優美文字優美文字優美、、、、善於表達善於表達善於表達善於表達的風格高超的風格高超的風格高超的風格高超、、、、詞藻豐富詞藻豐富詞藻豐富詞藻豐富、、、、文字優美文字優美文字優美文字優美、、、、善於表達善於表達善於表達善於表達

�� 書中安慰鼓勵的經句早為信徒喜愛書中安慰鼓勵的經句早為信徒喜愛書中安慰鼓勵的經句早為信徒喜愛書中安慰鼓勵的經句早為信徒喜愛，，，，如如如如書中安慰鼓勵的經句早為信徒喜愛書中安慰鼓勵的經句早為信徒喜愛書中安慰鼓勵的經句早為信徒喜愛書中安慰鼓勵的經句早為信徒喜愛，，，，如如如如
1. 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你們來你們來你們來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我們彼此辯論我們彼此辯論我們彼此辯論．．．．你們的罪雖像硃紅你們的罪雖像硃紅你們的罪雖像硃紅你們的罪雖像硃紅、、、、
必變成雪白必變成雪白必變成雪白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雖紅如丹顏雖紅如丹顏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必白如羊毛必白如羊毛必白如羊毛。。。。 1:18

2.2.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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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40:31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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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40:3140:31
3. 壓傷的蘆葦壓傷的蘆葦壓傷的蘆葦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他不折斷他不折斷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將殘的燈火將殘的燈火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不吹滅他不吹滅他不吹滅．．．． 42:3
4.4.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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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43:1943:19

5. 我塗抹了你的過犯我塗抹了你的過犯我塗抹了你的過犯我塗抹了你的過犯、、、、像厚雲消散像厚雲消散像厚雲消散像厚雲消散．．．．我塗抹了你的罪惡我塗抹了你的罪惡我塗抹了你的罪惡我塗抹了你的罪惡、、、、
如薄雲滅沒如薄雲滅沒如薄雲滅沒如薄雲滅沒．．．．你當歸向我你當歸向我你當歸向我你當歸向我、、、、因我救贖了你因我救贖了你因我救贖了你因我救贖了你。。。。 44:22 

6.6. 婦人焉能忘記他喫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婦人焉能忘記他喫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
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 49:1549:15

7. 大山可以挪開大山可以挪開大山可以挪開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小山可以遷移小山可以遷移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
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54:10



課程目的課程目的課程目的課程目的課程目的課程目的課程目的課程目的

使學員使學員使學員使學員使學員使學員使學員使學員：：：：：：：：

�� 認識以賽亞書背景大綱段落主題認識以賽亞書背景大綱段落主題認識以賽亞書背景大綱段落主題認識以賽亞書背景大綱段落主題，，，，認識以賽亞書背景大綱段落主題認識以賽亞書背景大綱段落主題認識以賽亞書背景大綱段落主題認識以賽亞書背景大綱段落主題，，，，

�� 學習書中論及彌賽亞的經文內容學習書中論及彌賽亞的經文內容學習書中論及彌賽亞的經文內容學習書中論及彌賽亞的經文內容，，，，學習書中論及彌賽亞的經文內容學習書中論及彌賽亞的經文內容學習書中論及彌賽亞的經文內容學習書中論及彌賽亞的經文內容，，，，

�� 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 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對照新約時代彌賽亞成全的救恩，，，，

�� 明白舊約預言受苦僕人救贖之功明白舊約預言受苦僕人救贖之功明白舊約預言受苦僕人救贖之功明白舊約預言受苦僕人救贖之功，，，，明白舊約預言受苦僕人救贖之功明白舊約預言受苦僕人救贖之功明白舊約預言受苦僕人救贖之功明白舊約預言受苦僕人救贖之功，，，，

�� 堅信彌賽亞君王再臨掌權的盼望堅信彌賽亞君王再臨掌權的盼望堅信彌賽亞君王再臨掌權的盼望堅信彌賽亞君王再臨掌權的盼望。。。。堅信彌賽亞君王再臨掌權的盼望堅信彌賽亞君王再臨掌權的盼望堅信彌賽亞君王再臨掌權的盼望堅信彌賽亞君王再臨掌權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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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規劃規劃規劃規劃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 13 13 課課課課課課課課 (2011(2011年夏季年夏季年夏季年夏季年夏季年夏季年夏季年夏季))

�� 按以賽亞書章節逐段研讀按以賽亞書章節逐段研讀按以賽亞書章節逐段研讀按以賽亞書章節逐段研讀按以賽亞書章節逐段研讀按以賽亞書章節逐段研讀按以賽亞書章節逐段研讀按以賽亞書章節逐段研讀

•• 出生出生出生出生出生出生出生出生

•• 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

•• 名字名字名字名字名字名字名字名字

•• 傳道傳道傳道傳道傳道傳道傳道傳道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課別課別課別課別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06/05/11 第1課 以賽亞書， 簡介與大綱

06/12/11 第2課 以賽亞書1-6， 先知書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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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 品德品德品德品德品德品德品德品德

•• 受苦受苦受苦受苦受苦受苦受苦受苦

•• 復活復活復活復活復活復活復活復活

•• 再臨再臨再臨再臨再臨再臨再臨再臨

•• 作王作王作王作王作王作王作王作王

06/12/11 第2課 以賽亞書1-6， 先知書的前言

06/19/11 第3課 以賽亞書7-9， 彌賽亞的出生

06/26/11 第4課 以賽亞書10-11，彌賽亞的根源
07/03/11 第5課 以賽亞書12-35，彌賽亞的復活與神蹟
07/10/11 第6課 以賽亞書36-39，歷史的回顧：危機與轉機
07/17/11 第7課 以賽亞書40-41，福音與先鋒
07/24/11 第8課 以賽亞書42-48，謙卑傳道的僕人
07/31/11 第9課 以賽亞書49， 蒙召任重的僕人

08/07/11 第10課 以賽亞書50-51，受教受苦的僕人
08/14/11 第11課 以賽亞書52-53，受死贖罪的僕人
08/21/11 第12課 以賽亞書54-62，彌賽亞的使命
08/28/11 第13課 以賽亞書63-66，千禧年的君王



以色列博物館以色列博物館以色列博物館以色列博物館「「「「書殿書殿書殿書殿」」」」(Shrine of th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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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陳列昆蘭出土的死海古卷當中陳列昆蘭出土的死海古卷當中陳列昆蘭出土的死海古卷當中陳列昆蘭出土的死海古卷，，，，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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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看以賽亞書皮卷近看以賽亞書皮卷近看以賽亞書皮卷近看以賽亞書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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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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死海古卷))

2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