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讀經——以賽亞書(上)】
 以賽亞書的背景
 以賽亞是在猶大王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和希西家執政時期出來傳道的(賽一1)。在這段時期的早
期，猶大和以色列兩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都相當強盛富庶。然而，物質上的富裕產生了社會的敗
壞以及宗教的墮落。這些現象引發了以賽亞對南國以及同時期的阿摩司對北國的責備。以賽亞的
信息主要是對猶大的邪惡、欺壓、不公義、與外邦的聯盟和宗教上矯飾的責備，宣告百姓和君王
的罪，並預言北南兩國各將被亞述和巴比倫所滅。在以賽亞傳道的期間，有三次嚴重的危機：主
前734年的亞述和以色列的戰役、主前722年的撒瑪利亞淪陷、主前701年的西拿基立(亞述)攻打猶
大。以賽亞書傳道的歷史背景記載於列王記下15-21章及歷代志下26-33章。
 烏西雅作王52年(主前792～740)，晚年因得罪神，得了大痲瘋（代下二十六21），立約坦管理家
事、治理國民，他作王16年(主前751～731)。在約坦去世前12年，立亞哈斯為攝政王，亞哈斯作
王16年(主前743～728)。這三個王有重疊時期。希西家接續作王29年(主前727～698)，然後瑪拿
西接續作王55年(主前697～643)。以賽亞是在烏西雅王去世那一年正式出來作先知，應是主前740
年，他傳道約有53年之久，所以，應是在瑪拿西作王時殉道而死。

 以賽亞書的主題及特色
 以賽亞這個名字的希伯來文的意思是「雅威(耶和華)是救恩」或是「雅威拯救」，這也就是本書
的信息。本書兩個主要的主題分別是「審判」（1-39章）和「救贖」（40-66章），與整本新舊
約聖經相呼應(舊約39卷講人的失敗、新約27卷講基督的救恩)，而「彌賽亞的國度」是本書的核
心。這卷書的重要性從新約聖經引用這卷書達58次之多可見一斑。
 先知書的內容，大都記載當時的社會及宗教情況，有涉及聖約與救贖歷史、審判、救恩及將來的
事。基本上，先知信息可歸納為三個部分：1）你們破壞了聖約，要趕快悔改歸向神。2）凡是不
肯悔改的人，就等著接受審判吧！3）然而，在審判之外，仍有希望，未來將有榮耀的復興。讀
先知書要掌握的重點，不是聚焦在審判的嚴厲，而是要注目在拯救與更新。加爾文說：「對拒絕
神的人而言，審判是最後的結局；但對懂得回應神的人而言，審判是拯救和管教。」誠如希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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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十二6節和11節所言，神所愛的人，祂必管教。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
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所以，我們要用這種心態來讀先知書，把當時
的歷史人物和處境、神的作為及應許，投射在我們身上，看見我們也有自己當學的功課。

 以賽亞書大綱
 以賽亞書共有66章，分為兩部分——1至39章講審判，40至66章講救贖，大致可細分如下：
 1～12章 是一精簡版的審判和救贖的信息。一章是整本書的前言，然後論及猶大（耶路撒
冷）的腐敗及其無可避免的刑罰，而以千禧年的重建和祝福作為結束。
 13～23章 是審判的信息，主要是針對與以色列和猶大有關的外邦國家。
 24～27章 是13~23章的總結，外邦國家在千禧年受刑罰，而神的子民蒙救贖與復原。
 28～35章 有關撒瑪利亞和猶大與亞述之關係的預言，警告以色列的衰敗，以及責備她與
埃及的聯盟。
 36～39章 論到西拿基立的攻擊，希西家的重病及痊癒的歷史片段，並預言猶大因罪將被
擄到巴比倫的審判信息。
 40～48章 對被擄與放逐者施救贖與歸回的安慰和應許。
 49～55章 藉著神的僕人彌賽亞而完成的救贖和拯救。
 56～66章 有關必須順服的警告和有關以色列未來的復興與榮耀的應許。
 最初的35章是訓誨、告誡、預言，都與審判有關，而後跟著4章的歷史記錄，最後結尾的27章，
則是以安慰及彌賽亞為其主要信息。在拯救的部分，包含了四個拯救：亞哈斯王的拯救、希西
家王的拯救、被擄歸回的拯救以及彌賽亞的拯救。如果用一句話來點出先知書的重點，可以說，
以賽亞書是新的拯救，耶利米書是新的約，以西結書是新的靈和新的同在方式。因此，先知書
的預言，新的關係取代了宗教儀式和內心重於行為的生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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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信息摘要(一~卅九章)
1) 1～12章是第一個單元，第一章是前言，一開始就以譴責作為開場白，指出以色列人的悖逆之罪。
先知用誇張的語法，呼天喚地的請人側耳來聽，聽那深層的諷刺，就是養大的兒女不認父親，
竟然比牛驢還不如。因此以色列將要被責打，受到刑罰之後的那種荒涼的境況，好比被打得體
無完膚一般。一9節說，今天你們還有剩餘之民存活，乃是神對你們還有一絲的憐憫，不然你們
早就全被滅絕了。接著神譴責官長和百姓有諸多得罪神之處，質問他們帶祭物去獻祭敬拜有何
用、有何益處呢？一邊敬拜禱告、一邊不能離開罪的人，神對他們是厭煩不悅、不看也不聽。
神的心意在一16-17節表露無遺，神所要的是離開罪、學習行善、尋求公平公義。神呼籲他們來
辯論，硃紅的罪如何會變成雪白般的無罪呢？若不是神的作為，有可能發生嗎？因此，你們要
在聽從與不聽之間做一個選擇！一21節，神發出哀嘆，原是忠信、有公義公平的耶路撒冷，如
今卻充滿了兇手、妓女、欺騙、貪婪。可惜可嘆啊，神的審判必要臨到這城。一25節起說到審
判的目的，乃是要煉盡雜質，恢復公義之城、忠信之邑。凡是轉身歸正的人必得救贖，相反的，
離棄神的人必致消滅。原來審判不是為了摧毀，而是為了更新和復原。人生充滿了選擇，你選
哪一條路呢？第一章可以說是精簡版的審判與拯救的信息。
2) 2～4章是一個雙層三明治的結構：
外層，二2～5，末後的日子，耶路撒冷(錫安)將被高舉，眾人在光明中行走。
中層，二6～四1，審判的信息。
內餡上層，二6～22，對拜金、拜偶像和驕傲的審判，有三個「到那日」的警告。
內餡中層，三1～15節，耶路撒冷將來的審判(特別針對有能者和當權者)，以三8為中心。
內餡下層，三16～四1，錫安女子狂妄，賣弄眼目，注重外表，必致光禿悲哀。
底層，四2～6，到那日，新的國度要來臨，在生命冊上記名的，必稱為聖。
3) 5章是詩歌體，葡萄園之歌。神栽種的是上等葡萄，指望結好葡萄，反倒結了野葡萄。因此，結
局就是拔出葡萄、拆毀葡萄園、使地荒廢。五7節，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他所
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誰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義，誰知倒有冤聲。本章
補述加強猶大將要受審判，並以六個「禍哉」來說明審判的因由。這六個禍哉的罪是：貪得無
厭、荒宴醉酒、犯罪輕慢、顛倒是非、驕傲自義、不公不義。
4) 6章的主題是以賽亞被呼召，他整個蒙召過程為：遇見神(六1)→知罪與認罪(六5)→得潔淨與赦免
(六7)→蒙神呼召(六8a)→回應呼召(六8b)——當人真實遇見神、看到神的榮耀時，一定會看見自
己的污穢與不配，而且人無法靠自己成為聖潔，唯有神能潔淨與赦免我們。我們必須先被神潔
淨，才能被神使用。許多時候，我們把神拉近到與自己同等的層次，或是成為理性裡的信仰對
象，因此缺少了敬畏之心。神是有位格的神，從先知對神的敬畏反應，我們當看見自己的渺小
與不潔，反省自己在主面前的態度。此外，神對每一位信祂的人都有呼召，並不是傳道人才有
呼召。我們當警醒聽主的呼召，及早適當的回應，操練忠心的事奉是存到永遠的生命果效。
5) 六9～10節是一段不容易理解的經文(「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要
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
便得醫治。」)，在新約聖經被引用了六次：太十三13～15、可四12、路八10、約十二40、徒二
十八25～28、羅十一8。神這段話到底是希望人聽了能信，還是聽了不信呢？從賽六11～16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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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亞的回答來看，這段經文在描述一個事實——人聽不進去神的道，即使聽見看見，也不接受。
今日的教會對主日講道也是有類似的反應。這段經文一方面表達神沉重的心情，另一方面也教
導傳道的人，不要只注目在事工的果效，應當聚焦於做忠心的僕人——當以賽亞聽了，面對「在
他那一代的人都不會悔改歸向神」這件悲傷的事實，他憂傷地問神，這樣的傳道事奉要做到幾
時呢？神的回答是，即使到了城邑荒涼、無人居住，也要繼續忠心地傳講神的話。儘管如此，
有一天，耳聾的人會聽見、瞎子會看見，聽了就去行的人，是有福的人。即使剩下一個被砍下
的樹墩子，只要仍存留活著，都將長成聖潔的國度(賽二十九18、三十五5；太十三16；約九35
～41)。有人說，患難是機會，挑戰是測試；未經測試，如何顯出他真正的品格呢？未經火煉，
如何看見他信心的純淨呢？
6) 7章說到第一個拯救——亞哈斯王的拯救。亞哈斯王是親亞述派，因此當北國的以色列王比加和
亞蘭王利汛前來邀請亞哈斯王結盟去攻打亞述時，被亞哈斯王拒絕了。因此，比加和利汛聯軍
攻打猶大國，直攻到耶路撒冷城下。神啟示以賽亞叫亞哈斯王不要怕，要謹慎安靜，他們所謀
的必立不住，也不會成功。神也啟示亞哈斯王求一個兆頭，亞哈斯王說不求，不敢試探耶和華。
然而，神要自己給一個兆頭。這個兆頭就是七14節：「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
利。」在這裡關於兆頭的意思和應驗，有許多說法。這個兆頭有短期、中期和長期的應驗：
 短期的預言，指的是以賽亞的妻子生了兒子，起名叫「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就是擄
掠速臨、搶奪快到的意思。孩子的名字是亞蘭王和以色列王失敗的記號。八4節預言「因為
在這小孩子不曉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馬士革的財寶和撒馬利亞的擄物必在亞述王面前搬了
去。」，這小孩子不曉得叫父叫母之先代表兩年。所以，以賽亞在主前734年說預言。根據
王下16章，亞哈斯王送金銀給亞述王，要求打敗比加和利汛的聯軍。在732年亞述攻打大馬
色，殺了利汛，應驗八4節的預言。至於七16節的預言「因為在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
先，你所憎惡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見棄。」，猶大的小孩懂得棄惡擇善，指的是12歲。在722
年，亞述滅了北國，應驗此預言。
 中期的預言：「六十五年之內，以法蓮必然破壞，不再成為國民。」(七8) 這是在亞述滅了
北國以色列以後，亞述王將許多外邦人遷移到撒瑪利亞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王下十七24)。
遷移人口和混雜通婚生下的後代，不是一兩年之內完成的；所以，在65年之內，以法蓮的純
正血統被混雜，被稱為撒瑪利亞人，猶大地的人不再認為他們是同種族的人。
 長期的預言：童女生子，以馬內利的兆頭，最後在主耶穌道成肉身的時候應驗了。
7) 七17節，神警告猶大，不要依靠亞述，他必攻打你。你們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穩。在亞哈斯
王眼中，比加和利汛這兩個王的勢力很令人害怕；但是，在神的眼中，不過是兩根冒煙的火把，
不持久，很快就玩完了。神教導我們：不要看人，要看神。看人，簡單的事也變成困難；看神，
困難的事都變簡單了。可惜，亞哈斯王不聽以賽亞之言(王下十六7)，向亞述自稱僕人、兒子，
又奉獻耶和華殿裡及王宮裡的金銀給亞述求幫助。亞哈斯引老虎打豺狼，結果反被老虎咬傷。
八6節說：「這百姓既厭棄西羅亞緩流的水，喜悅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喜悅的意思就是照什
麼而行，西羅亞緩流的水表示神的治理，而八7節大河翻騰的水代表亞述的軍隊。你們厭棄西羅
亞緩流的水，喜歡大河翻騰的水；因此這大水必沖到猶大，淹到你們的頸項。第8章其餘的經文
表達兩個重點：一、不該怕的，你們反而害怕；應當畏懼耶和華，你們反而不敬畏。二、不可
靠的，你們反而要去求靠；神是信實可靠的，你們卻不去求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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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章的開始先講到彌賽亞國度的榮耀、喜樂、平安，接著在九7節說到彌賽亞來臨的兆頭。然後
在九8節開始，神要藉著亞述王管教以色列家，用四個「雖然如此，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祂
的手仍伸不縮」表示他們的犯罪極大。在受到這樣的懲罰之後，他們還是不回心轉意，悔改歸
向神。一次又一次的管教，一次又一次的機會，一次又一次的期待，換回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
望。最後，神用亞述作為審判的工具，滅了以色列。然後，神也必審判亞述的驕傲，滅了亞述。
十20節說到被擄的、剩下的以色列民，凡是誠實依靠耶和華的人，必歸回全能的神。在10章的
審判結束後，11-12章描述彌賽亞國度的王（主耶穌基督），國度的公義治理、百姓的真誠敬拜。
萬民都要歸回。最後，在12章以讚美神的救恩的詩歌作為這個單元的結束。
9) 在頭十二章當中，神有多次的感嘆——連牛和驢都認得主人，以色列人卻不認得造他們、引導
他們的神；耶路撒冷本當是忠信之城卻變為妓女，充滿了兇殺；原本栽種葡萄園指望結好葡萄，
不料卻結了野葡萄；以色列人自己慾望的滿足，不顧念耶和華的作為，也不留心祂手所做的。
我們看見神多麼渴望祂的百姓認識祂，多麼渴望祂的子民活出祂的公義。但神知道我們是罪人，
靠我們自己是達不到祂的要求的，所以神親自來煉淨我們，藉耶穌基督(彌賽亞)的拯救(九1-7、
十一1-10)，使我們得稱為義、活在神的公義當中——「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祂的國，以公
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九7) 、「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煉盡你的渣滓，除淨你
的雜質…你必稱為公義之城，忠信之邑」(一25-26)、「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將錫安女子
的污穢洗去」(四3)，使「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十一9)。然後
我們這些蒙救贖的人要「稱謝耶和華，求告祂的名；將祂所行的傳揚在萬民中」(十二4)。這頭
十二章等於是福音的縮影。
10) 在進入下一個單元之前，請你思想這個問題：神對沒有盟約關係的外邦國的審判，以及對有盟
約關係的以色列人的審判，有何不同？同樣的，神對非信徒的審判及對信徒的審判，又有何不
同呢？好好想想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做了什麼、你要往哪裡去。請記得，你可以自由地做
任何決定，但無法自由地改變那些決定所帶來的後果。
11) 13～23章講論外邦國的審判預言。可以從三方面來了解：這個國家被誰攻擊毀滅，受審判時的
情況，以及受審判的原因。 (這幾個受審的國家及其受審判的因由請參附錄的圖表)。

12) 從神對列國的指責中可發現，「驕傲」是她們受審最大的共同原因。如箴言十六18節所言，驕
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注意十四12～17對撒但魔鬼的描述。牠原是受造的天使，是
明日之星、早晨之子，卻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為什麼？因為牠驕傲狂妄，想要升到
天上，與至高者同等。驕傲讓我們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把所有的成就都歸功給我們自己。驕
傲使我們在豐衣足食、功成名就時，「心高氣傲，忘記耶和華─你的神……心裡說：這貨財是
我力量、我能力得來的」，忘記「得貨財的力量是祂給你的」(申八12-18)。賽十12-16說神必刑
罰亞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榮耀，因為亞述王說：「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
的智慧，我本有聰明。」他不知道他只是神手中的器皿，是神讓他強大的，是神讓他攻無不克
5

生命讀經 / 林春騰牧師、周奕婷

的，他這把斧頭竟然向用斧砍木的自誇！我們呢？我們知道我們如今成為何等樣的人，都是蒙
神的恩才成的嗎？我們知道我們離了神什麼都不能做嗎？
 C.S. Lewis在《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書中第八章說驕傲是大罪。我們對驕傲的認識其
實不多，常認為只是小小的自我優越感，只是喜歡炫耀自己比別人棒一點的小問題。我們會
結夥去做一些好事或壞事，但不會結夥去做驕傲的事。為什麼？因為驕傲的本質與核心就是
競爭——我要比你強。魔鬼有競爭的心態，就不願屈居於神之下。驕傲的根源就是在生命裡
生出貪心，貪心裡有競爭的心態，就生出敵視別人、看輕別人，因此用了錯誤的眼光看別人、
看自己、看神，在在影響自己的人生態度。驕傲的人見不得別人好、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
的勸告，伴隨而來的便是嫉妒、論斷和惱怒等。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箴十八12)，是我們當時時存記在心並默想的經文。
 我們常錯誤地定義自我。我們向來習慣於從別人的觀感或是從自己的成就感來定義自我，現
在我們要學習從福音而得的新identity，就是從福音而生出的謙卑。謙卑的人知道自己是什
麼、不是什麼，有什麼、沒有什麼。他不會因自己所是或所有的自大，也不會因自己不是或
沒有的自卑；他能看別人比自己強、樂意成全別人。謙卑的本質並不是把自己想得太高或太
低的問題，而是要更少想到自己，多想到別人(參Tim Keller所著《忘我的自由》)，每件事情
要尋求與神連結。所以，Rick Warren在《標竿人生》的第一頁就說到人生的真目標是：It’s not
about me, but about God. 西三3-4說「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
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我們在基督裡是新造的人，現在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而基
督的生命樣式就是柔和謙卑。施洗約翰所說的「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約三30)，就是聖靈
不斷要在我們身上做的工。你願意讓祂在你身上做工嗎？
 如果從投資的眼光來看恩典，恩典是神給我的本錢，我是那忠心的管家，我如何使用這份本
錢去投資生利呢？換句話說，我如何從神放在我裡面的恩典，去生成有內在謙卑的新人品
格？當我們說到用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我們一樣(弗四
32)，其本質乃是神先想到我們的需要，因而放棄了祂自己。同樣的，我們能做到恩慈相待，
也是要少想自己的需要和受傷害的心情，多想別人的需要，以別人的益處為優先。很難做到
吧？所以，我們才需要效法神的愛，以基督的心為心。建立謙卑的心為自己重生的新identity，
發展新的眼光看神、看自己、看別人。所以，回到賽1章，在指責猶大悖逆之罪上，神要求
他們的改變(參一16～17)，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具體的行動乃是解救受欺壓的、
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與新約教導的得救是為了行善是一致的。做在別人身上的生命的
改變，是存到永遠的事奉。
13) 十九章有六次「到那日」，強調神的日子來到，乃是經過審判後的祝福。十九24節說到有三個
國家——以色列、埃及和亞述——要一同敬拜耶和華，當那日，她們要使地上的人得福。也預
表猶太人和外邦人都將得救，彌賽亞的國度臨到地上。屬靈的改變帶來政治的改變，一起成為
蒙福的神子民(參啟二十二20)。神能扭轉人心，使抵擋者成為祂手中祝福別人的器皿。
14) 二十3節以賽亞赤腳露身行走三年的預表以色列人所仰賴的埃及和古實必敗落。
15) 二十二22節，大衛家的鑰匙代表權柄，參啟示錄三7節。
16) 24～27章如同小啟示錄，是13～23章的總結，描述對全地審判之後的復原與更新(賽廿四21-22
→啟十九11-21、廿7-10；賽廿五8→廿一4)——彌賽亞國度、全地更新、眾人讚美神。其中說到
的預言：神保守(preserve)餘民，重建(restore)以色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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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8～33章說到猶大和以色列的六個禍哉。說明禍哉的原因、神的權柄和審判的結果。可以將賽5
章的五個禍災、此處的六個禍災，以及太二十三13～29節的七個有禍了，作一個表來比較，作
為我們今日的借鏡。察驗一下，我現在落在哪一種有禍裡？保羅身上有一根刺，使他不自高自
大。我的身上或身旁，是否也有一根刺，使我學習謙卑、恩慈待人？因此，我當為這根刺感恩。
如果學不會這一點，有刺在身，豈不是白白受苦嗎？
賽5，猶大
五8，只顧自己發財、貪
心、不憐憫貧窮人。
五11，醉酒到深夜，不顧
念神的作為。
五18，看輕神對罪的刑
罰。
五20，顛倒是非黑白。

賽28～33，猶大、以色列

太23，文士、法利賽人

二十八1，以法蓮的高傲。

二十三13，攔阻人進天國，使人跌
倒。貪心、侵吞寡婦財產、假敬虔。
二十九1，耶路撒冷昏迷，有 二十三15，錯誤教導，使人走向滅
口無心的敬拜，必降為卑。
亡。
二十九15，暗中行事，以為神 二十三16，拜金子多於敬拜神。看
不知道，參詩139。
什麼為重?
三十1，自作聰明，求靠埃及 二十三23,只有外在的奉獻，卻無
內在的品格、清潔的心。
五21，自以為有智慧、自 三十一1，不求問不仰望神的 二十三25，外面看似清潔敬虔，裡
傲。
幫助，錯誤的盼望。
面卻充滿勒索和放蕩。
五22，接受賄賂、不公平。 三十三1，亞述行事詭詐
二十三27，外面有公義，裡面卻滿
了假善和不法之事。
二十三29，排除異己，殺害先知。
18) 廿九10-14有一個重要的信息是：我們若不是真心尋求神、不是真心追求真理或順服神(「這百姓
親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神會將沉睡的靈澆灌我們，使我們不明白真理、不了
解神的旨意，甚至信從虛謊，這後果是很可怕的(參帖後二10-11)。
19) 34～35章說到罪惡的大地必受審判，地和其上所充滿的，世界和其中一起所出的，都應當聽。
表示這是非常嚴肅的事，千萬不要掉以輕心。其中特別提到以東的審判和荒廢，然後是神的福
氣必要臨到願受管教的人。三十五8～9節這條聖道，是專為贖民預備的，污穢的人不得經過。
20) 36～39章是一段歷史的插曲，說到第二個拯救，共有兩次——希西家王被神從亞述的西拿基立
王手中救出來(參王下18～19章)，以及重病蒙神醫治，再得15年壽命。希西家是一個敬畏神、倚
靠神的人，他遇見困難就是來到神面前(賽卅七1-4、14-20；卅八1-3)，而且也教導百姓信靠神：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因亞述王和跟隨他的大軍恐懼、驚慌；因為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
同在的更大…我們的神，祂必幫助我們，為我們爭戰。」(代下卅二7-8) 然而，伴隨著成功而來
的往往就是驕傲。聖經告訴我們：「希西家卻沒有照他所蒙的恩報答耶和華；因他心裡驕傲，
所以忿怒要臨到他和猶大並耶路撒冷。」(代下卅二25)希西家自大驕傲，向巴比倫炫耀財富，因
此引狼入室、惹禍上身(參王下20章)。這事是神給他的試驗：「巴比倫王差遣使者來見希西家，
訪問國中所現的奇事；這件事神離開他，要試驗他，好知道他心內如何。」(代下卅二31) 這段
故事再次讓我們看見「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五5)，而且神會興起一些環境
來試驗祂的子民，顯露我們裡面真實的光景。希西家被試驗後，顯露出他的驕傲和自私(不在乎
子孫後代會因他受禍，只要他安逸無虞就好了)，今天如果我們被神試驗，會顯露出什麼呢？
21) 驕傲從某個角度來說就是「不認識神」以及「忘記神」(不敬畏神)，而這兩點正是以賽亞書1~39
章以色列人和列國失敗、被神刑罰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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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列國受審一覽表
受審國家
十三1 巴比倫

審判記載的章節
賽十三1～十四
23

被誰攻擊毀滅
賽十三17 瑪代人，
BC532

賽二十一1～10

受審判的原因
賽十三11 驕傲狂妄
耶五十11 強奪神的產業
耶五十12、14、24、29 耶和華憤
怒；得罪耶和華，與耶和華爭競

耶五十2

耶五十28 拆毀聖殿
十四24 亞述

賽十12～19；

巴比倫

賽十12 自大的心、高傲的眼目(只
是神的工具，賽十5）

巴比倫

番二5

賽十四24～27
十四29 非利士（ 迦
薩、亞實基倫、亞實
突、以革倫）

賽十四29～32

十五1 摩押

賽十五1～十六
14

摩一8

摩一6 惡待以色列人
賽十六6 極其驕傲

摩二3

賽十五1 波斯帝國後
消失，不再成國。使
其荒廢

十七1 大馬色（亞
蘭、敘利亞）

賽十七1～11

王下十六9 亞述

摩一1-5

耶四十九28-32

摩一3 三番四次犯罪、侵略基列
(以色列地)

十八1 古實（埃及南
邊）

賽廿4

賽廿4 亞述

賽廿6 倚靠盟邦

十九1 埃及

賽廿4

賽廿4 亞述

賽廿6；賽十九1、11-12 倚靠盟邦、

摩二1 三番四次犯罪

偶像和智慧人
二十一11 度瑪（以
東）

俄巴一9

羅馬帝國

俄一3 狂傲自大

摩一11

摩一11 降火

俄一10 向雅各行強暴

瑪拉基一4 被毀壞無 摩一11 追趕弟兄
法重建。70 AD被羅馬
統治，民族消失
二十一13 亞拉伯（基 耶四十九28-32
達、夏瑣諸國）
賽廿一13-17

耶四十九28-32 巴比
倫

耶四十九31 安逸無慮，獨自居住

二十三1 推羅（腓尼
基）

賽廿三1、13-14 亞述

結廿八2-8 心裡高傲、自比為神

摩一9 降火

約珥三4 惡待以色列人

摩一9

摩一9 惡待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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