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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第四十一至四十二章

第四十一章

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一开头，神就谈及有关古列王的预言。这时，古列还未出生。他要等

一百五十年才出生。但神在这里谈到将来要如何使他发达，并成为一国之君，使列国都臣

服于他面前。

当我们继续往下查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实际上提到了古列的名字！「我要向你指

示，除我之外没有其它真神；因此，我要提名呼召你，你将称为古列。」而且神称呼古列

为祂的仆人。这实在很有意思。一个人尚未出生之前一百五十年，神就谈到这个人的一

生，谈到通过他所要成就的事情。

「众海岛阿，当在我面前静默。」（以赛亚书 41：1）

海岛这个字在这里其实是海岸的意思。

「众民当从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以赛亚书 41：1）

神提起了古列，说：

「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

（以赛亚书 41：2）

问题是，谁要来成就这些事呢？第四节的后半段提供了答案：「就是我，主耶和华，耶和

华使他管辖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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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

坦然前行。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以赛亚书 41：2－4）

或说，从起初就喊出他的名字。

「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以赛亚书 41：4）

「是谁兴起了这个人？谁引导他前来？谁将万国赐给了他？」——「就是我耶和华！」

「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兢，就近前来。他们各人帮助邻舍，各人对弟兄说：

『壮胆罢。』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砧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

钉稳，免得偶像动摇。惟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

裔，」（以赛亚书 41：5－8）

第八节开始，神的注意力从古列身上，转移到以色列民族头上，转到雅各身上，说：「你

是我的仆人。」在以赛亚书里，先知讲到以色列时，经常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当然，他

也提到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此外，又说到大卫是神的仆人。以后，我们接下来查考以赛

亚书的时候，就会看到其中有相当长的篇幅谈到，神将兴起祂公义的仆人，耶稣基督。在

这里提及的对象是雅各和以色列民：「我拣选了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

拥有了美丽的一个头衔：「神的朋友。」

「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

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

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 4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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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很狭义的角度来看，这是神对祂的选民的特别应许。雅各及以色列人的后裔要散居

到地上各处。然而神要将他们各个角落召集回来。神说：「我并不弃绝你。」

目前有一种教导，说神已经弃绝以色列民，现在要通过教会来达成祂的目的。以色列遭到

神的拒绝，被弃置在神的计划之外了。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符合圣经。

旧约中何西阿书专门讲到神要找回祂不忠的妻子，将她赎回来，再度作祂的妻子。何西阿

书整个是一个比喻，如同神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神交待何西阿说：“你去娶个女子为

妻。”何西阿的妻子为他生了二个孩子后，又生了一个儿子。他说：「这孩子不是从我而

出，就叫她为罗阿米吧。」意思是他非我子民。

后来，何西阿的妻子离他而去，在外头作了妓女。几年之后，神对何西阿说：「出去找你

的妻子，将她赎回来。」因为她已经卖身成为妓女。神说：「将她买回来，恢复她的身

份，再度作你的妻子。」之后，神提到祂将来要恢复以色列国。

保罗说：「难道神弃绝了祂所拣选的百姓吗？断乎没有！」保罗在罗马书里不断地教导

说，神将要召回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临到了外邦人。然而，等他们被召回

之后，神就要再次在祂的百姓身上做工。 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说：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

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等

等」（罗马书 11：25－26）

神要再度在他们当中做工。那时，就要进入最后的大灾难时期，撒旦的权势掌管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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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的国度将要临到世界。

我们即将查考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说：

「有跟以色列相关的七十个七。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六

十九个七。过了六十九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但以理书 9：25－26）

等那第七十个七来临的时候，整个预言将全部得以实现。要封住异象和预言，膏抹至圣

者，引进永义，就是充满公义的永恒国度。现在就剩下那第七十个七，那要等到将来才出

现。当苏俄攻打以色列，遭到神亲手毁灭的时候，就是第七十个七的开始。

完成对外邦人的救赎后，神将以特定的方式直接救赎以色列民。在这里，神宣称：「我拣

选了你，必不抛弃你。」他们是神的选民，这身份无法改变，神不会弃绝他们。从某个角

度来看，反而是以色列人背弃了神。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看到，百姓不再向神献祭，把

神摒弃在生活之外。然而，神没有弃绝百姓，将以特殊的方式来救赎他们。

这里，神来谈到祂要对付那些对百姓发怒的国家。以色列人可以说是饱受迫害的民族，他

们所受的迫害大都来自教会。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

我想，神大概是整个宇宙中最受毁谤的人之一。撒旦总毁谤神。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诋毁

神。而人们以世俗的眼光看事情时，也说：「你瞧瞧，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正在 爱尔兰

打仗。」事实上，那里的冲突和新教徒或天主教徒扯不上关系，根本不是基督徒对抗天主

教徒。

那纯粹是政治事件，人们却硬说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争战。使其看起来像神在让信徒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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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攻击。历史上有许多争执和冲突都怪罪到基督徒头上，或说是基督徒做的，但事实并不

是这样。许多人自称为基督徒，其实却不是。耶稣说：

「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马太福音 7：21）

因为有许多人借基督的名做坏事；借耶稣基督的名迫害犹太人，使许多犹太人心生苦毒。

因此，他们对教会、对基督教充满愤恨，因为他们常常将教会和基督教等同起来。

我们经常到以色列去，在那里交了不少朋友。他们的谈话当中时常会出现：「那些基督徒

怎样，怎样…」一类的字眼。我们就说：「嘿，等等，我们也是基督徒呢！」他们说：

「那可不一样，你们是各各他教会的基督徒；你们和他们不一样。你们真心爱我们犹太

人，我知道你们是真心的。」他们看得出基督徒之间的差异。他们的判别能力比我们好多

了。

在美国，人们通常被误算成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无神论者，就算为基督

徒。但是，基督徒的含义远不止这一点。基督徒应该是已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

时刻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活都在主的管理之下。你不只在口头上说：「我爱主。」

而是要在行为和真理方面表现出对主的爱。

神说：

「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抱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以赛亚书 41：

11）

与以色列人相争是很划不来的事。神说：「我拣选了你们，我必不抛弃你们。那些和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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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争的，必要灭亡。」神应许亚伯拉罕说：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创世记 12：3）

耶稣再临地面时，要将万国聚集在一起，根据各国对待犹太人的情形来审判他们。耶稣

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

了，你们不来帮助我。」他们问：「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或渴了，或赤身露

体，或病了呢？」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

上。」（马太福音 25：45）

耶稣依然称呼犹太人为祂的兄弟；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并没有弃绝他们。

我经常会接到一些充满仇恨的信件，有的甚至来自牧师。因为他们听到各各他教会经常帮

助犹太人，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我们对他们的爱；捐钱给他们的医院，支持以色列国内的许

多计划。光是今年里，我们就捐了四十六万美金给以色列，帮助他们完成许多计划。

因为这些，我们接到各种充满仇恨的信件，其中有许多出自当牧师的。因为他们认为神已

经将以色列人排除在外，已经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而我们居然还伸出援手，来帮助被神

离弃的以色列人。但是，神说过：「我必不弃绝他们。」而且还答应祝福那些祝福他们的

人。神的确是祝福了我们，这是不可能否认的事实。就如圣经说的：「凡向你发怒的，必

都抱愧蒙羞；他们要自寻混乱，成为虚无。那些与你相争的，要遭灭亡。」

「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争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以赛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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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我老实告诉你，不要去和埃及联合，那样做是很划不来的。还是和他们保持距离为妥。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以

赛亚书 41：13）

神确实无数次帮助过以色列人，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事实。

「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说明你。你的救赎主，

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齿打粮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

冈陵如同糠秕。你要把他簸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他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

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

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

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

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

是耶和华的手所作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以赛亚书 41：14－20）

现今到以色列去即可亲眼见证这些预言都得着了应验，看到以赛亚所描述的事活生生地摆

在你眼前。那地原本是贫瘠、荒野的沙漠，现在大片地区都可看见灌溉系统及庞大的蓄水

池。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农业大国。他们在那块荒野之地，种上了成千上万的树木。有趣

的是，他们还选择了不同种类的树，按其性能特长而种在不同的地方。

他们种了许多的松树和枞树，因为这些树即使在石头上都能生长。树根往下伸展时，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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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逐渐长大，树根就会将石头崩裂。雨水降下后，就可将石块上松弛的土壤冲走，带到

下游山谷地带，堆积成肥沃的泥土。他们就在那些地带种植出丰富的农产品；又在沼泽地

区种上油加利树，因为这种树需要吸收大量的水分。

他们在以色列进行整体性的树林恢复计划。真是令人觉得惊奇非常，兴奋不已。在这段以

赛亚书中，神公开宣称：「我必不离弃你们。」并描述了祂将在那里做的事，目的是要让

百姓看见，了解，思想并明白，这一切都是神亲自成就的。

我很喜欢接下来的这一段，耶和华对当时百姓拜的假神提出挑战，祂说：

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

由。可以声明，指示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

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

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以赛亚书 41：21－23）

在这一历史时期，以色列百姓转而敬拜一些假神。耶和华在这里谴责他们：「他们若是真

神，就叫他们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先告诉我们吧！将来事情果真照着实现的时候，我们就知

道他们真的能够未卜先知。」耶和华向那些假神挑战，看他们是否能讲预言。

预言可以说是最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圣经的确是神启示的。神早在事情发生前就说明它们

将会发生，而且还说明了人名，地名等详细内容。而那些预言果真照着圣经说的应验了。

这些预言的实现为圣经是神启示的，提供了最强而有力的论据。

为证明圣经真是圣灵启示而成的，有必要进一步钻研圣经的预言，以肯定圣经预言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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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地正确。如果神所说的话，其中有一句没得着应验，就说明说话的不是神。但是，上千

的预言照着圣经所讲的应验，就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说明讲预言的的确就是神。

罗马政府把判处死刑的权利从犹太人中夺走的时日，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悲哀的日

子。罗马政府这样做让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失去了自主管理权。神在挪亚时代为人类设立管

理制度的时候，将判处死刑列为管理权之一。因此以色列人一直都把判处死刑和管理权连

接在一起。

大家记得雅各临终前，在病床上预言了每个儿子的将来。谈到犹大的时候，他说：

「圭必不离犹大，直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创世记 49：10）

圭代表了统治的权力。在主前十二年左右，当罗马政府将判处死刑的权利从犹太人手里夺

走时，那些拉比和祭司们都披上了麻衣，把灰洒在自己头上；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来

回哭嚎，整整一个星期之久。他们说：「神的话失效了；现在统治的圭已离我们而去，而

弥赛亚却仍然未出现。」他们不知道，在拿撒勒的小村庄里，弥赛亚已经渐渐长大成人；

反而以为神的话失效了。既然如此，那句话就不是神说的，因为神说的话是绝不会失效。

所以他们把这件事当成国家一个大灾难。但是，神所说的预言没有一件不得着应验。

耶和华向其它假神提出挑战：「你们自称为神，好吧！你们若是真神，就表现出一点特殊

作为来，让我们惊奇一番，说明你们真是神。跟我们讲一些预言吧，当事情应验时，我们

好知道你们是真神。」我很欣赏神对那些假神提出这样的挑战。神继续说：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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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彷佛匠踹泥一样。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 ：

『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以赛亚书

41：25－26）

神再一次提到了古列王。「我要兴起一人；他出现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确实

无误的。然而，你们这些假神，那一个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说了预告，而且照你们所说的成

就了呢？」

「我首先对锡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并没有

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

空，且是虚无。他们所铸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以赛亚书 41：27－29）

这就是百姓所敬拜的假神。耶和华说，它们当中没有谋士，它们作的都是虚空，一点也没

有用。

第四十二章

接下来，神谈到祂的另一个仆人，祂公义的仆人耶稣基督。这里，以赛亚论及神的仆人耶

稣基督的预言。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以赛亚书 42：1）

你们也许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心里所喜悦的；你们要听祂。」（马太福音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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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宣告：

「祂是我心里所喜悦的。」（以赛亚书 42：1）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祂，」（以赛亚书 42：1）

你们一定也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神的灵好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并发出光来。

天父发出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马太福音 17：5）

这段圣经正好预言耶稣受洗时发生的情形。

「这是我的仆人，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祂了。」（以赛亚书 42：1）

「祂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以赛亚书 42：1）

这里也预言了，福音将通过耶稣基督传到外邦人当中。

「祂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以赛亚书 42：2）

耶稣降生时，以色列的情形是：

「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祂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祂不灰心，也

不丧胆，直到祂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祂的训诲。」（以赛亚书 42：3－4）

圣经告诉我们，现在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等候永恒的国度交到祂的手中。希伯来书说：

「叫万物都服在祂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祂，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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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不见万物都服祂。惟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

耀为冠冕，（希伯来书 2：8－9）

祂在等候国权交到祂手中，在等候预言的实现。神已经应许耶稣审判全地的权柄。

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

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祂如此说：（以赛亚书 42：5）

这里是神亲自在宣告。基督教思想家弗朗西斯・歇弗尔曾说，在现今的时代，我们不能只

说「神」这个字，因为现在人们在拜各种各样的神。提到神的时候，除非你详细地定义你

所指的是什么样的神，否则人们无法了解你说的是那一个神。

我们必须清楚地定义这位神是创造了宇宙万物的、永远存在的真神。有趣的是，神为自己

下定义的时候，特意作了进一步描述：「祂是那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

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

大家也许记得，巴比伦王伯沙撒在宫庭里大摆宴席时，命令仆人将他的先祖尼布甲尼撒王

从耶路撒冷抢来的酒杯拿出来喝酒宴乐。而那些金杯原来是放在圣殿里，专门用来给耶和

华献祭时用的。他们用那些杯子喝酒作乐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根指头出现，在墙上写起

字来。伯沙撒害怕到极点，两个膝盖颤抖不已无法克制。

察考到以赛亚书第四十五时，我们就会看到相关预言谈到王因害怕，双膝颤抖不已。那

时，王赶紧招集所有的谋士，要他们解释指头在墙上所写的是什么。但是没有人能讲出个

所以然。伯沙撒王的母亲告诉他说：「在你先祖时代，有一位掳来的犹太人；。神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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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够解释各种的梦和异像。」这样，他们就把但以理召进宫来。

这样，但以理就进入宫中，在向他们解释墙上所写的字前，先将伯沙撒王好好责备了一

番。他说：「你先祖不成气候之时，神让他兴旺，并将巴比伦帝国赐给了他。但是，他后

来心高气傲，背逆神。神就让他神智发狂，像野兽一般住在荒野中，长达七年之久。

后来，神又让他恢复清醒，将帝国交回到他手里。这样伟大的一位神，你的生命旦夕都在

祂手中，却丝毫不晓得荣耀祂。」这等于当场宣判了伯沙撒王的死刑。他的生命来自于

神，却用生命气息来亵渎神。

你可知道自己的生命完全依赖于神。在这里，神宣布人的生命完全依赖在祂手中：「我创

造了地球和其中的万物；并且，是我将气息赐给了人类。」

「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约〕

作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以赛亚书 42：6

－7）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十七节的地方记载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作的辩护。保罗对王

宣称，主耶稣曾经亲自向他显现，并且差遣他出去传福音。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

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使徒行传 28：17－18）

保罗从主耶稣得到指令，到外邦人中传福音。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从黑暗转到神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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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从撒旦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归于神的国度，让他们的罪得着赦免。可以说，保罗有

份于以赛亚的预言。神在这里宣称，祂的百姓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

的，坐在黑暗中的出牢狱。神要将我们从罪的囚牢中解救出来，从捆绑我们生命的罪的势

力中释放出来。

「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以赛亚书 42：8）

「我是神，」神的名字称为耶和华。

「这是我的名。」（以赛亚书 42：8）

主「LORD」这个字全部都以大写字母写成，不是指头衔。新约里的「Lord」，其英文的

头一个字母大写，用来称呼主人。它的希腊文是「kurios。」旧约里有一个希伯来字

「Adonahai」也是指主人，其英文前缀「L」用大写，其它字母小写。

但是「Yahweh」或是「YHVH」则是神的名字。那个字全部都以子音拼出来，为的就是不

让任何人叫出神的名字。神在这里宣布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以赛亚书 42：8）

这是责任重大的事。任何人作神的仆人侍奉神，都要记得神不喜欢将荣耀归给他人。许多

侍奉神的人，总是想要把荣耀揽到自己身上。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第十六节说：

「让你们的光照亮在人面前，当人们看到你们所行的好事，可以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

父神。」（马太福音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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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十分小心，不要在侍奉神时，有意无意让自己得到荣耀和尊贵。这是一个长期存

在的危险，因为人的私欲就是喜欢得着荣耀称赞，博得美名和人的尊敬。但是，神明明地

说：「我不愿意将我的荣耀给别人。」我们抢夺神的荣耀，将其归给自己之时，就是遭惹

麻烦上身之时。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以赛亚书 42：8）

百姓雕刻偶像当神敬拜时，神大为不悦。他们制作偶像的方式和行为真是愚昧，而且完全

不合逻辑。我们很快就会谈到这个问题。

神接着又说：

「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

(赛亚书 42：9）

耶和华在向假神挑战，祂说：「我已经成就了以前我说过的事。现在我又将新的、尚未发

生的事讲给你们听。」

「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祂。

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西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吶

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祂的颂赞。耶和华必像勇士出去，必像战士

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吶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以赛亚书 42：10－13）

旧约里许多地方都谈到主耶稣再临时，要像吼叫的狮子，在荣耀当中降临。这里是相关经

节之一。「祂要大声喊叫，有如狮子为护卫它捕获的食物咆哮。」启示录第十章描写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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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再临时，也有类似的记载：

祂要像狮子一般地吼叫。（启示录 10：3）

我真是迫不及待，希望能早日听到那吼叫声。旧约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十节也有类似的记

载。当然，别的地方还有很多经节提到同样的事，继续往下查考就会看到。这里只不过是

较早出现的经节之一。

「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产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哮。」（以赛

亚书 42：14）

神实在是充满了耐心。基督降生二千多年以来，祂一直允许人类在地上伤风败俗。神说：

「我已经长久闭口，静默不语。」我真是想不通，神怎能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闭口不言。

我不知道祂是怎么忍耐下来的。神说：「我一直沉静不语，克制自己不采取行动。」然

而，现在时候已到——

「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

涸。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

曲变为平直。」（以赛亚书 42：15－16）

大家要注意，重建之前，荒凉会先出现。

你们好话还记得，神吩咐耶利米对百姓说预言。神对他说：

「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

植。」（耶利米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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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候，当事情腐败到了极点，你必须将原有的先清除掉，才能再加以重建。 耶利米所

处的时代也有同样的问题。整个国家已经腐败不堪，神得先将它连根拔除，全部拆毁之

后，才能开始新的重建计划。我们目前的情况也是一样；神的审判得先降临，让地球在大

灾难期间倾覆毁灭，然后，祂才能开始重建工作，让瞎眼的得看见，「使黑暗变为光明，

使弯曲的道路成为平直。」

「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倚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

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你们这耳聋的听罢。你们这眼瞎的看罢。使你们能看

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以赛亚书 42：16－19）

对神的事，以色列人可以说是瞎眼到极点。耶稣说：

「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马太福音 13：14）

神所设立的国家，神自己的选民瞎了眼。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却看不见，认不出。

圣经说：

祂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祂。（约翰福音 1：11）

耶稣告诉犹太人，他们的眼睛瞎了——「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

「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

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

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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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掠物，无人拯救，作掳物，无人说交还。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

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以赛亚书 42：19－24）

谁将以色列完全交在他们的敌人手中呢？

岂不是耶和华么，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祂的道，也不听从祂的训诲。所

以祂将猛烈的怒气，和争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起，他还不知

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以赛亚书 42：24－25）

所以百姓就遭到毁灭，被赶出那块应许之地。但是，这些灾难临到头上，他们却不认为是

因为他们拒绝了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