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神救赎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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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拜偶像的愚昧可笑 （44：9-20）

耶和华是唯一的救赎主（45：14-25）

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44：1-8）

神必救赎以色列 （44：21-28）

古列是神救赎的工具 （45：1-13）



以色列是神的選民

神不會忘記他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
44： 1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以色列啊，現在你當聽！

2造作你，又從你出胎造就你，並要幫助你的耶和華如此說：“我的僕人雅
各、我所揀選的耶書崙哪，不要害怕！”

 雅各 = 以色列 = 耶書崙

 耶書崙”：是“正直”之意，為以色列民的別名
 申 33:5 百姓的眾首領，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會的時候，耶和華在耶書崙中為王

 申 33:26耶書崙哪，沒有能比神的。他為幫助你，乘在天空，顯其威榮，駕行穹蒼。

 神的選民不要害怕：安慰以色列民

 這也是對我們的安慰，現在的我們



“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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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自從我設立古時的民，誰能像我宣告，並且指明，又為自己陳說呢。讓他將未
來的事，和必成的事說明。

8 你們不要恐懼，也不要害怕。我豈不是從上古就指示說明你們麼，並且你們是
我的見證，除我以外，豈有﹝真﹞神麼，誠然沒有磐石，我不知道一個。

 唯有耶和华是神，他宣告，他指明，他為自己陳說，他预言未来的事。跟偶像的神完全不
同。

 若你信神，就没有恐懼，不会害怕

 在新冠状病毒肆虐的时候，你有害怕吗？



拜偶像的愚昧可笑

 9-20. 偶像为人所造，拜它为神，何等羞愧。

 製造雕刻偶像的，盡都虛空。（v9)

 誰製造神像，鑄造無益的偶像。（v10)

 看哪，他們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過是人。（v11)

 12 鐵匠…, 13 木匠…



木匠造神的愚昧可笑

14他砍伐香柏樹，又取柞《或作青桐》樹和橡樹，在樹林中選定了一棵。他栽種
松樹得雨長養，15 這樹，人可用以燒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燒著烤餅。而且作
神像跪拜，作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16 他把一分燒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飽。自
己烤火說，阿哈，我煖和了，我見火了。17 他用剩下的作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
像，他向這偶像俯伏叩拜，禱告他說，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

 同一根木头，一节烧了做饭，一节烤火取暖，剩一节雕做神像，来伏叩拜，求它拯救。

 先吃饱肚子，再用余料造个神拜。

 第一:愚昧;   第二：不敬虔

 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有类似情况？先解决自己的事情后,再敬拜神；有剩余的钱再奉献。



奶奶庙

• 北京与河北交界处有一座当地人视
为非常灵验的“奶奶庙”，香火极
旺。

• 每年的3月1日至15日是奶奶庙的庙会。这
15天里，会有超过100万的人到现场去朝拜。

• 缺哪个神仙就建一个。很可笑。



拜偶像的人的无知

18 他們不知道，也不思想，因為耶和華閉住他們的眼不能看見，塞住他們的心不
能明白。

19 誰心裡也不醒悟，也沒有知識，沒有聰明，能說，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燒了，在
炭上烤過餅，我也烤過肉吃，這剩下的，我豈要作可憎的物麼。我豈可向木【不】
子叩拜呢。

20 他以灰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邪，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說，我右手中豈不是
有虛謊麼。

 「以灰为食」：表示拜偶像者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拜偶像的人心跟木头一样，塞住了（v18）

 我们心中的偶像是什么？我们的心灵是不是也被塞住了？

 拜偶像的人与敬拜真神的人在基本心态上有何分别？



神的救赎

21雅各以色列阿，你是我的僕人，要記念這些事。以色列阿，你是我的僕人，我
造就你必不忘記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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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諸天哪，應當歌唱，因為耶和華作成這事。地的深處阿，應當歡呼，眾山應當
發聲歌唱，樹林和其中所有的樹，都當如此，因為耶和華救贖了雅各，並要因以
色列榮耀自己。

 神吩咐以色列要记念些什么事？你我有否类似的事须谨记在心？

 先知以赛亚看见了神的救赎，心中充满喜乐。

 神的救赎是以色列民當歸向神的原因。主耶稣的救恩也同样是我们當歸向神的原因。



神的大能

24從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贖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是獨自鋪
張諸天，鋪開大地的〈，誰與我同在呢〉。

25 使說假話的兆頭失效，使占卜的癲狂，使智慧人退後，使他的知識變為愚拙。

26 使我僕人的話語立定，我使者的謀算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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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對深淵說，你乾了罷。我也要使你的江河乾涸
 预言耶路撒冷的重建。

 深淵：以色列人被掳所受的痛苦。对照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红海的水分开成干地。预表救赎。

 亚述与巴比伦人常用占卜的方法预测未来

 今天說假話的，占卜的，智慧人是不是也很多？



神的救赎通过外邦王实现

• 44：28「论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
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 45:1 我耶和華所膏的古列，我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
鬆列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不得關閉，我對他如此說，

• 2 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閂。
 古列 (Κύρος ) =居鲁士 (Cyrus) 波斯帝国建立者 (598-530BC)

 550BC灭玛代（Medes),  539BC灭巴比伦

 536BC宣布重建耶路撒冷城圣殿

 530BC 战死在疆场

 释放犹太人，重建圣殿，犹太人的救赎者

 耶和華所膏的古列：古列是唯一称为受膏者的外邦君王

 放鬆列王的腰帶：使列王失去抗拒古列的力量



波斯帝国崛起前的政权

• 巴比伦是迦勒底人建立的王国，也叫
迦勒底王国或帝国。

• 612BC,巴比伦联合玛代（也译为米底）
灭亚述。瓜分其地。

• 居鲁士是玛代王阿斯提阿格斯的外孙，
波斯王子，波斯臣属玛代

• 559BC 统一了波斯的10个部落
• 553BC反叛玛代，550BC灭玛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6%96%AF%E6%8F%90%E9%98%BF%E6%A0%BC%E6%96%AF


以賽亞出生 760，先知 740，去世 680

波斯古列王 559～530
亞述佔巴比倫 703

亞述滅以色列 722（列王記下18）

耶和華擊殺亞述 701（列王記下19）

800BC 700BC 600BC 500BC

尼布甲尼撒II 605～562

伯沙撒 539 被波斯古列王滅

亞哈斯，希西家，瑪拿西

巴比倫滅猶大 586巴比倫興起 626 滅亞述 609

～200 年 「這事」- 有關
古列王之事，唯
有耶和華預言。

亞述帝国
新巴比倫

波斯帝国（559-330BC）

春秋时期（770-476）
孔子

所罗巴伯回归耶路撒冷（5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80%E7%BD%97%E5%B7%B4%E4%BC%AF


神拣选古列

• 3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題名召你的，就是我耶
和華以色列的神。

• 4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緣故，我就題名召你。你雖不認識我，我
也加給你名號。

• 5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你雖不認識我，
我必給你束腰，
 神題名召古列，是为以色列的緣故。

 神使用外邦王，“你雖不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束腰”

 束腰：赐力量



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创造的主

6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神，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
神。
7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
8諸天哪，自上而滴。穹蒼降下公義，地面開裂，產出救恩，使公義一同發生，這都是我耶和華
所造的。
9禍哉，那與造他的主爭論的，他不過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塊瓦片。泥土豈可對摶弄他的說，你作
甚麼呢。所作的物，豈可說，你沒有手呢。
10禍哉，那對父親說，你生的是甚麼呢。或對母親《原文作婦人》說，你產的是甚麼呢。

 提醒以色列人耶和华，古列是被造的，为神所用

 耶和华是降災禍的神吗？怎么和 耶利米書 29:11一起理解？“耶 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
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被造的不能向造物主抱怨为什么造他。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抱怨神为什么。。。？



耶和华是唯一的救赎主

18創造諸天的耶和華，製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創造堅定大地，並非使地荒涼，是要給人居住。他
如此說，我是耶和華，再沒有別神。
19我沒有在隱密黑暗之地說話，我沒有對雅各的後裔說，你們尋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華所講的
是公義，所說的是正直。
20你們從列國逃脫的人，要一同聚集前來。那些抬著雕刻木偶，禱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無知識。
21你們要述說陳明﹝你們的理﹞，讓他們彼此商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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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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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人論我說，公義，能力，惟獨在乎耶和華。人都必歸向他，凡向他發怒的，必至蒙羞。
25以色列的後裔，都必因耶和華得稱為義，並要誇耀。

 v18对比24：1 耶和華使地空虛，變為荒涼，又翻轉大地，將居民分散
 隱密黑暗之地：可能指异教藉灵媒秘密交鬼的事
 V21: 神的救恩给所有的人，他是唯一的神，唯一的拯救。
 万民都有机会获得救恩，承认唯独耶和华是神。
 以色列的後裔：所有信神（耶稣）的人，因神称义，荣耀神



总结 Take Home

先知以赛亚反复说耶和華是唯一的救贖主。但救赎的
方式却是逐步启示。这里他预言神會興起一個外邦王
來救赎以色列人。



讨论问题

1。我们信主以后心中有哪些偶像？列举一二。它怎样
影响你与神的关系？

2. 神反复告诉以色列人和我们，祂是唯一的神。我们
的神是不是不够宽容，太霸道了？

3. 神兴起古列王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在顺境中，当
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