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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景象好像在法庭。



讀 42～43 以前，回顧前面第41章 21～23：
耶和華第一人稱述說，描述的景象好像在法庭。
耶和華發出挑戰：提出你們有力的辯護吧！Bring

forth your strong argument。看看他們 Let 

them (假神）來指示將來必遇見，或發生的事，來證
明（假神）的才智和能力。上帝要求假神們說明過去
的事，或未來的結局，或降福或降災，be dismayed! 

讓我們一起觀看（假神）的本領。
註：紅色的字，是聖經的經句。黑色的字，是解釋 & 描述。



第41章 24～29 耶和華以第一人稱繼續說：
41: 24 耶和華指出假神是虛的，選擇你們令人憎惡。
41: 26 「這事」- 有關古列王之事，唯有耶和華預
言。以三個“的確”強調：的確沒有指明，的確沒有宣
告，的確沒有聽見。所有的神明無法回答 。 41:

27B 看哪，這些事！我又將一位報好信息的賜給耶路
撒冷。（呂譯本）

41: 29 結論是：所有偶像是虛空，偶像的作為都是
虛無。
這幾段經文，用了三次“的確”，三次“虛無”，加強語
氣，指出敬拜假神都是虛空。讓我們想到傳道書 1:2

所羅門說的：虛空的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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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討論今天的第42章
• 1～9 「僕人之歌」，神的僕人，就是彌賽亞。
• 10～13 全地要將頌讚，榮耀歸於耶和華。
• 14～17 上帝說：絕不失信，以大能建立公義。
• 18～25 上帝：責備以色列人不聽耶和華的訓誨。

& 第43章
• 1～7 耶和華應許拯救祂的子民，從各地召回。
• 8～13 以色列是見證：除耶和華以外沒有救主。
• 14～21 上帝說：我必在曠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
• 22～28 上帝：責備以色列人悖逆。



第42章 1～4 我的僕人彌賽亞
說了「虛空」三次以後，耶和華繼續以第一人稱口氣述
說，以「看哪！我的僕人」直接說這僕人就是彌賽亞，
耶穌基督，是上帝的揀選，要將公平正義審判
judgement 傳給萬邦。1～4節提到三次公平正義審判！
而且耶穌做事平和，不宣揚，滿有憐恤，不灰心喪膽。
神的方法是改變人心，救贖傳到萬邦。
請徐大姐念，以賽亞書42:1～4，馬太 12: 18～21，
以賽亞書42:5～9。



以賽亞 第42章 1～4

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

選、心裡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

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2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

見他的聲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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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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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本）

馬太 第12章 18～21

18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

所親愛、心裡所喜悅的，我要將我

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2 他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

有人聽見他的聲音。3 壓傷的蘆

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

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

4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和

合本）



以賽亞 第42章 5～9

5 創造諸天，鋪張穹蒼，將地和地所出的一併鋪開，賜氣息

給地上的眾人，又賜靈性給行在其上之人的上帝耶和華，他

如此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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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原文是約），作外邦人的光，7

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8 我是

耶和華，這是我的名；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也不將

我的稱讚歸給雕刻的偶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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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

本）



第42章 5～9 我的僕人 - 彌賽亞
僕人，原意有奴僕的意思，要按照主人的吩咐辦事。讀
腓立比書 2: 7。耶穌取了奴僕的形象，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5～9 耶和華繼續以第一人稱的口氣，延續法
庭的氛圍，憑公義 righteousness 召僕人做萬民的
中保（約，covenant）」。這中保就是上帝指派與人
之間的盟約，擔保。然後又說：「看哪，我要宣布新的
事情 - 還沒有發生（冒出sprout）的事情，（我就
先說給你們）聽！」。神用已經應驗的預言為證，宣告
declare 對未來的預言必定應驗。



第42章 10～13 這一段是對耶和華的讚美
基達（Kedar，阿拉伯族）與西拉（Sela，磐石）都
代表沙漠與山區的偏遠地方，但是也受到召喚來敬拜
上 帝。 彌賽亞耶穌基督已經來了，也已經勝過世界
了。全地都應當讚美上帝。耶和華必像勇士 might 

one，出來爭戰，以大能克敵制勝。



第42章 14～17 請 Tina 姊妹念這幾節
我許久閉口不言，靜默不語；現在我要喊叫，像產難
的婦人；我要急氣而喘哮。 我要使大山小岡變為荒場，
使其上的花草都枯乾；我要使江河變為洲島，使水池
都乾涸。 我要引瞎子行不認識的道，領他們走不知道
的路；在他們面前使黑暗變為光明，使彎曲變為平直。
這些事我都要行，並不離棄他們。 倚靠雕刻的偶像，
對鑄造的偶像說：你是我們的神；這等人要退後，全
然蒙羞。（和合本）



第42章 14～17
耶和華繼續以第一人稱，話鋒一轉，說：我強迫自己
沈默很久（動詞，完成式），我不再沈默，現在要大
聲咆哮！耶和華開始行動！接著 15～16 兩個「我
要」，說明上帝要做的事情 – 使不可能變為可能，
「領瞎眼的民行走，使黑暗變光明，彎曲變平直，事
情要成就（動詞完成式），不離棄forsake（未來完
成式）」。



第43章 1 ～ 5。請徐大姐念這5節
（但現在 But now），1 雅各啊，創造你的耶和華，以色列
啊，造成你的那位，現在如此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
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 2 你從水中經過，我
必與你同在；你蹚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過，必
不被燒，火焰也不著在你身上。 3 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上
帝，是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我已經使埃及作你的贖價，
使古實和西巴代替你。4 因我看你為寶為尊；又因我愛你，所
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換你的生命。 5 不要害怕，因
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西方招聚你。
（和合本）



第43章 1 ～ 2
上帝嚴厲的責備以色列以後，進入43章。話鋒一轉，
以第一人稱口氣繼續說。但如今（But now，this

time forth 和合本沒有翻譯出來，意思是耶和華馬
上要改變以色列）。以色列啊，不要害怕！因為你是
屬於我的，我是你的上帝，你的救主，必與你同在。
因為你從火中走過不被燒毀，從水中渡過不被沖走。
我們基督徒是否在生活中有類似的經歷？



43: 3，5 的意思
43:3 古實Cush，意思是black，現今的衣索匹亞。
以賽亞書200年以後，波斯古列王繼任岡比西斯II世
打下埃及（525BC），古實，西巴，建立27王朝。耶
和華救贖以色列人，以埃及，古實，西巴為以色列的
贖價 ransom 的原因：上帝有絕對的主權，祂掌管
歷史，這些地方被波斯征服，作為不善待以色列人的
代價。43:5 主再來的時候，要召集所有的以色列民，
從東方，從西方日落之處，歸回上帝。有主第二次再
來招聚所有的以色列人歸回的含義。



42: 19～20， 43: 8～13 連起來讀。請
Tina 讀。
42: 19 誰比我的僕人眼瞎呢？誰比我差遣的使者耳
聾呢？誰瞎眼像那與我和好的？誰瞎眼像耶和華的僕人
呢？ 42: 20 你看見許多事卻不領會，耳朵開通卻不
聽見。43: 8 你要將有眼而瞎、有耳而聾的民都帶出
來！
43: 9 任憑萬國聚集；任憑眾民會合。其中誰能將此
聲明，並將先前的事說給我們聽呢？他們可以帶出見證
來，自顯為是；或者他們聽見便說：這是真的。



第43章 10 ～ 1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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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原文是造作的）；在
我以後也必沒有。43: 11 惟有我是耶和華；除我以
外沒有救主。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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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自從有日子以來，我
就是神；誰也不能救人脫離我手。我要行事誰能阻止呢？



第42: 18～20
第一段。42: 18 聾子們，瞎子們，42: 19 僕人，
20 你，應該都是指以色列人。「看見卻不願意領會，
耳朵開著卻不願意聽」，也就是“視而不見，聽而不
聞”。沒信主的外邦人本來又聾又瞎；以色列本來應該
在世人面前為耶和華做見證，做光，做鹽，自己反而又
聾又瞎。我們是否也讓未信主的朋友看起來像外邦人一
樣，是又聾又瞎呢？



第43章 8 ～ 12
第二段，耶和華以第一人稱口氣繼續說。場景回到法
庭。43: 8上帝呼喚祂的證人作證。 子民指以色列人。
43: 10 現代修訂版比較清楚：「以色列人哪，你們
是我的證人； 我選你們作我的僕人，要使你們認識我，
相信我， 知道我是惟一的上帝。 除了我，沒有別的
上帝； 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現修版）」



43：13
我=耶和華。意思是： 自從有日子以來，從起初以來。
我就是那一位自有永有的。沒有人有權勢，有力量，
可以逃離 deliver，snatch away 我的掌握 。
我要行事，誰能使它逆轉呢？ I will work, and 

who will turn it back?」「沒有人能逃脫我的
掌握； 沒有人能改變我的作為（現修版）」。10~13 

節，從以色列的歷史清楚的看出上帝的信實與保守。



第43章：14 ～ 21請徐大姐讀
耶和華對未來的預言720BC，巴比倫的淪亡539BC
14B「 我將差遣軍隊攻打巴比倫；我要攻破它的城

門；巴比倫人民的歡呼要變為哀哭。19B 看哪！。。我

必在曠野開道路， 在沙漠開江河。20B 我使曠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 好賜給我的百姓、我的選民喝。（新譯本）」

現在上帝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指以色列人歸回本國，也

暗示了彌賽亞的降臨( 耶 23:5-8 )，因為耶穌也說祂要

賞賜生命的活水( 約 4:13-14 )。



歷史的印證（參考：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上帝在距今2740年以前，就啟示了「僕人之歌」，就是彌賽

亞要來臨。大約200以後，上帝藉著波斯古列王，滅巴比倫，

讓以色列人回歸。約530年後，祂降世為人，取了奴僕的形

象，也為我們的罪死，三天以後復活。耶和華又應許拯救祂

的子民，從各地召回。可惜以色列人還是亡國而被分散（～

132AD）。72年以前，1948/5/14 以色列復國。祂也告訴我

們，42: 9，未來的事必成就。對過去這些歷史，基督徒的

你我，有什麼感想？



以賽亞出生 760，先知 740，去世 680

重建聖殿 470

城牆完成 420

亞述滅以色列 722

4000BC 2000BC AD 2000AD

尼布甲尼撒II 605～562

以色列亡 132

復國 1948

被擄 606～536

歸回：所羅巴伯，以斯拉 457，尼希米 444

巴比倫滅猶大 586

耶穌基督

現在
2020

提多毀耶路撒冷 70



討論：
（1）什麼是僕人？有什麼含義？僕人的身分是什麼？為什麼耶穌基督要成
為奴僕的形象？為什麼我們也是基督的奴僕？（參考 彌迦書 6:4，羅馬書
6:17～22，林前 7:23，腓立比 2:7）

（2）上帝責備以色列人“又聾又瞎”。為什麼以色列本來應該在世人面前
為耶和華做見證，做光，做鹽，自己反而又聾又瞎呢？我們基督徒是否也讓
未信主的朋友看起來像外邦人一樣，是又聾又瞎呢？什麼表現是“又聾又
瞎”？怎麼樣可以“不聾不瞎”呢？

（3）72年以前，1948/5/14 以色列復國。祂也告訴我們，用已經應驗的預
言為證，對未來的事必成就。什麼是未來會發生的事情？我們的態度應該如
何？



註：波斯王 & 舊約人物，事蹟

古列王 559～530
波斯興起，539BC滅巴比倫，下詔
使以色列人開始歸回。

但以理
賽 41:2，
45:1，但
5:30

岡比西斯II 530～522 滅埃及 525BC，納為領土。 但 11:2

大立烏I 521～486 波斯鼎盛期，聖殿重建完成。 所羅巴伯
拉 6:1～12，
亞 1:1，該
1:1

亞哈隨魯 486～465
統治印度到古實。 攻打希臘，戰
敗。

以斯帖 斯 1:1

亞達薛西 465～424 耶路撒冷城牆重建完成。 尼希米 尼 2:1



註：以賽亞書的 4 首「僕人之歌」

第一首
42: 1～
9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
燈火，他不吹滅。

馬太 12: 18
～21

第二首
49: 1～
13

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 路加 2: 32

第三首
50: 1～
11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 人辱
我吐我，我並不掩面。

馬太 27: 26
～30

第四首
52: 13
～
53: 12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
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約翰 12: 38，
馬太 8: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