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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第六課：先知的宣佈 

 
第一個禍哉 
 

二十八章，虛假的希望， 

他們把希望放在人，不寄託在神，神說：禍哉。“你們與死亡所立的約必然廢掉；

與陰間所結盟必立不住。敵軍如水漲漫經過的時候，你們必被他踐踏，每逢經過必

將你們擄去。因為每早晨他必經過，白晝黑夜都必如此。明白傳言的必受驚恐。”

這裏就講到猶太人的命運。巴比倫把南國如大水一樣沖去。神對他們說，你們不要

以為你們本事通天，你們找到了別人的幫助，但是我要叫你們被擄，被人家欺負。 

 

第二個禍哉 

 

二十九章，虛假的宗教。 

他們把希望寄託在宗教上。這裏有個字很有意思的：“唉！亞利伊勒”，亞利伊勒

這個字的意思是神的祭壇。神要求猶太人回應許之地建國以後，不可以在任何地方

立祭壇，全國只有一個地方有祭壇，就是耶路撒冷的聖殿。聖殿正前門有一個祭

壇，亞利伊勒的意思就是聖壇，指著神的殿，也指著神的聖城耶路撒冷。 

猶太人有一種安全感，他們認為，神絕對會對我們很好，因為這裏有神的祭壇，神

的殿在這裏，我們這個地方叫耶路撒冷。他們的宗教意識，以為只要有聖殿在這

裏，神當然住在我們這裏。 

 

29：1，“大衛安營的城！任憑你年上加年，節期照常周流。”猶太人有七個大

節，每年都在聖殿獻祭、崇拜、獻詩、唱歌、宰牛、宰羊，都在那裏照章辦事，行

禮如以。神說；“我終必使亞利伊勒困難，他必悲傷哀號，我卻仍以他為亞利伊

勒。我必四周安營攻擊你，屯兵圍困你，築壘攻擊你。你必敗落。”換而言之，神

在這裏宣佈第二個禍哉的時候，就告訴他們說，你們不要迷信，以為耶路撒冷在這

裏，神一定祝福你們，沒有這回事。而且神在這裏說的很清楚，我要叫外國人四圍

安營攻擊你，要築起營壘攻擊你。主後七十年這話應驗，耶路撒冷被羅馬所圍困。

北國亡國之後一百三十五年，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圍攻，亡於巴比倫尼布迦尼撒王，

主前五百六十幾年的時候猶太人亡國了。以賽亞講這話是主前七百年，他說的第二

個禍哉，頭三節就應驗了兩次。 

 

路加福音十九章 41 節：“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哀哭，說：巴不得你

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來。因為

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周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並要掃滅你和你裏頭

的兒女，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耶穌進耶路撒

冷的時候也說了一段預言，他引用以賽亞的預言。耶穌說這句話的時候是主後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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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指著第二次被圍困說的。羅馬提多王子破壞耶路撒冷在主後七十年，耶穌講完

這句話四十年以後，預言應驗了。 

 

我那年去巴勒斯坦，到了瑪撒達，在耶路撒冷的郊外，看到一個營壘。當年那些亡

國的人，逃出耶路撒冷逃到山頭上，做了一個堅固的營壘，認為這樣可以抵抗羅

馬。但是沒有想到羅馬兵很厲害，人工築起一個山坡，部隊開上去。猶太人在山頂

上，羅馬兵從下面延著山洞往裏面挖進去破城而入。 

 

4 節：“你必敗落，從地中說話。你的言語必微細出於塵埃。你的聲音必像那交鬼

者的聲音出於地，你的言語低低微微出於塵埃。” 我不知道這節聖經是不是指著

從下面轉上來的這些羅馬兵說的。總而言之，聲音從地下出來的，也就是下面有

人。但是很稀奇，到了第五節以後事情就變了。 “你仇敵的群眾，卻要像細塵，

強暴人的群眾，也要像飛糠。這事必頃刻之間忽然臨到。萬軍之耶和華必用雷轟、

地震、大聲、旋風、暴風，並吞滅的火焰，向他討罪。那時，攻擊亞利伊勒列國的

群眾，就是一切攻擊亞利伊勒和他的保障，並使他困難的，必如夢景，如夜間的異

象。又必像饑餓的人夢中吃飯，醒了仍覺腹空，或像口渴的人夢中喝水醒了仍覺發

昏，心裏想喝。攻擊錫安山列國的群眾也必如此。” 

這段話很稀奇，他開始講到列國，而且說頃刻之間，像飛糠、像細塵這麼多的人忽

然臨到。然後在他們身上要發生雷轟、地震、旋風、暴風、吞滅的火焰。 

這裏不單單是指著自然災難的問題，還指著戰爭。為什麼？看後面後面幾節經文，

異象裏的這些人，會經歷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夢中吃草、夢中喝水，看事情好像都

在夢中一樣，也就是說這些人神志不清，明明沒有吃飯，他們以為吃過飯了；明明

沒有喝水，他們以為喝水了，他們在幻境裏面。然後人怎麼會變成像灰塵一樣、像

糠皮一樣散掉，這是怎麼回事？ 

可以這樣解釋：火焰、旋風、地震、大爆炸，是原子彈、是強而有力的武器戰爭。

讓人有幻覺的，這是化學或者生物的戰爭。這件事情將來要發生在耶路撒冷，是指

著所謂亞利伊勒耶路撒冷說的。啟示錄講到三個禍哉，也看到有這些可怕的東西。 

 

第 9 節， “你們等候驚奇吧！你們宴樂昏迷吧！他們醉了，卻非因酒；他們東倒

西歪，卻非因濃酒。” 這個禍哉跟酒沒有關係，真正原因是靈的事情，“因為耶

和華將沉睡的靈澆灌你們。” 

為什麼造成今天悲慘的結果？當神的兒女聽見神的話，沒有遵行的時候；神的話就

變成命上加命、令上加令，東一句，西一句，神的兒女的靈就沉睡了。看也看不

見，聽也聽不懂。 

 

10 節，耶和華將沉睡的靈澆灌他的兒女，就產生一個事情，“封閉你們的眼，蒙

蓋你們的頭。你們的眼就是先知，你們的頭就是先見。所有的默示，你們看如封住

的書卷，人將這書卷交給識字的，說：請念吧！他說：我不能念，因為是封住了。

又將這書卷交給不識字的人，說：請念吧！他說：我不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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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就是我們的光景，聖經明明白白是白紙黑字，沒有一個字不認識的，都寫在

那，可是就是讀不懂。為什麼？封住了。神的僕人應該懂得神的話，講解神的話給

百姓聽，但是沉睡的靈，不知道神在說什麼。 

這些話不單單是講給以賽亞的時代，也講給曆世歷代。 

 

13 節繼續說：“主說：因為這百姓親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敬

畏我，不過是領受人的吩咐。” 他們聚不聚會？聚會。他們獻不獻祭？獻祭。他

們禱不禱靠告？禱告。其實他們的心都沒有神，這是這個禍哉的真正原因，叫虛假

的宗教。從表面來看來講，你實在是個很有宗教修養的基督徒，可是神說這些都沒

有用，對我來講沒有意義，神要的是你的心。 

我以前常常說；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他講這句話的時候，不是從這個角度

說的，他的理論是，當權者認為宗教是控制人民的手段。魔鬼也用宗教來作人民的

鴉片，一般人知道犯罪作惡這是得罪神的，但是不知道行禮如儀，心不在神身上的

敬拜也可以得罪神。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這是第二個禍哉。 

 

第三個禍哉 

 

二十九章 15 節：“禍哉！那些向耶和華深藏謀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說：誰看見

我們呢？誰知道我們呢？” 我們有很多的東西藏在自己的心裏，我們以為神不知

鬼不覺，我們貪愛，崇拜屬世的東西，以為上帝不知道，但是神說：“你們把事顛

倒了，豈可看窯匠如泥嗎？被製作的物豈可論制作物的說：他沒有製作我？或是被

創造的物論造物的說：他沒有聰明？” 

 

希伯來書，四章 13 節：“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

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啟示錄也有一句話：“我們的神眼目如同火焰，他是鑒查人心肺腹心腸。”所以你

不要以為你心裏所想的，人不知道，神也不知道。你心裏面沒有真心誠意來愛神，

你以別物，代替神，別人可能看不出來，神說我知道，你有禍了。 

這些猶太人，由其是宗教領袖們，以為他們在那裏想的事情沒有人知道，還開秘密

會議。以西結書裏描寫這些祭司；他們在聖殿的後面，有另外一個房間，在裏面他

們做了許多很可怕的事情，是不可以向外面公開的。神借著以西結揭露他們的黑

暗。我們不要自欺欺人，不要騙我們的神，神說我都知道。 

 

二十九章 18 節：“那時，聾子必聽見這書上的話；瞎子的眼必從迷蒙黑暗中得以

看見。謙卑人必因耶和華增添歡喜；人間貧窮的必因以色列的聖者快樂。”意思就

是說，你們這些自以為聰明，有地位，有學問的。我告訴你，神說；我可以叫聾子

明白我的話，我可以叫瞎子走我的路，因為謙卑的人可以接受神。神讓宗教領袖知

道一件事情，你們走錯路，我把你們全部廢掉，我可以另外找瞎子、聾子、瘸子，

我可以叫他們做你們做的事情，他們可以明白神的道理。 

不要因為你有神的恩賜而驕傲，如果你沒有用你的恩賜來侍奉神，神會另找別人，

而且找的是你瞧不起的人。哥林多前書，保羅責備哥林多的教會，不要自以為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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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以為了不起。保羅說，神找愚蠢的，人瞧不起的，叫那些自以為有智慧的人

羞愧。 

 

第四個禍哉 
 

三十章 1 節：“耶和華說：禍哉！這悖逆的兒女。他們同謀，卻不由於我，結盟，

卻不由於我的靈，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並沒有求問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

添自己的力量，並投在埃及蔭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們的羞辱；投在埃及的

蔭下，要為你們的慚愧。” 

這裏講到神的兒女與埃及法老訂合約。在北方，他們去巴結亞述王，在南方，他們

去巴結埃及王。他們沒有詢問神。他們相信人過於相信神。 

 

三十一章 3 節，神對猶太人說：“埃及人不過是人，並不是神；他們的馬不過是血

肉，並不是靈。” 禍哉！禍哉！人把他的盼望建立在合約上，他們簽了合約，這

是罪上加罪。 

 

三十章 10 節：“他們對先見說：不要望見不吉利的事，對先知說：不要向我們講

正直的話，要向我們說柔和的話，言虛幻的事。” 他們不要聽真話，愛聽神奇古

怪的講假話。要講一點感覺好的話：神祝福你們，你們有求必應，神是愛。都是虛

無飄渺，不切實際的話。 

 

三十章 12 節，神就對他們說：“因為你們藐視這訓海的話，倚賴欺壓和乖僻，以

此為可靠的；故此，這罪孽在你們身上，好像將要破裂凸出來的高牆，頃刻之間忽

然坍塌 。” 這就是他們將來的結局。 

 

三十章 20 節：“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

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

路，要行在其間。你雕刻偶像聽包的銀子和鑄造偶像所鍍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拋

棄，好像污穢之物，對偶像說：去吧！”  

如果有人肯悔改，肯把心裏的這些假東西統統扔出去，神要救他們。艱難困苦要造

就你們，你們會走在正路上。到那一天，“在大行殺戮的日子、高臺倒塌的時候，

各高山岡陵必有川流河湧。當耶和華纏裹他百姓的損處、醫治他民鞭傷的日子，月

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樣。” 神有恩典、有憐憫，能夠保守

那些願意向他回轉的人。 

 

第五個禍哉 
 

三十一章 1 節：“禍哉！那些下埃及求幫助的，是因仗賴馬匹，倚靠甚多的車輛，

倚靠強壯的馬兵，卻不仰望以色列的聖者，也不求問耶和華。”所以你就會發現，

第五個禍哉是說到這些人，他把他的信心放在物質的上面，認為錢多、馬大、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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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兵強國家就很安全，他們的幫助不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他們的以靠是強

大的兵、馬。 

 

聖經詩篇有一句話說：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我們

碰到難處的時候，常會找朋友幫忙，朋友靠不住，找父母。父母靠不住，靠兒女、

靠老公、靠這個靠那個。總而言之，我們有很多人為的、可以靠的方法，這是人的

本性，因為這些都是看的見的。但是，有一天什麼都靠不住了，神讓你看到；沒有

一個人可以幫助你，你是孤單單的一個，誰能夠幫助你？沒有一個，你只好向上

看，如果你向上看你是有福的，因為你得到真正的幫助。“我的幫助從耶和華而

來。” 

 

今天美國有同樣的問題，他們以為靠原子彈、火箭、核潛艇、航空母艦，國家就一

定平安，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為什麼蘇聯垮掉呢？蘇聯也有核子彈、核潛艇，

他們有最好的坦克、飛機，但蘇聯在一夜之間就解體了，這是九十年代最大的神

跡。如果你相信強大的武力是國家唯一支柱的話，神說，這是會垮的。埃及當時有

最強的武力，在南方稱霸，沒有人可以跟它相匹敵。南國就請他們來支持保護他

們，他們忘記了他們真正的保護在上面，不在下面。神提醒他們：你們不過是人

啦，馬不過是血肉，不是靈，保護你的是耶和華。這是神要他們看見的。 

 

三十二章 1 節，神就應許他們：“看哪，必有一王憑公義行政，必有首領藉公平掌

權。必有一人像避風所，和避暴雨的隱密處，又像河流在乾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

子在疲乏之地。”“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野就變成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

那時，公平要居在曠野，公義要居在肥田。公義的果效必是平安，公義的效驗必是

平穩直到永遠。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穩的住處，平靜的安歇所。” 

這裏講到平安、安歇。憑著武器、強權得不到平安的。一個首領要以公義來掌權，

人不可能有安歇。9.11 之後，我們有有平安嗎？國防沒有平安，經濟衰退，股票下

跌，不知道養老還有沒有希望。美國人所相信的安全保護傘，金錢與武力，至今毫

無起色。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盼望，我們的安全，我們的保護，都在乎耶和華。我們拚命去

賺錢，忘記了應該侍奉神；我們拚命去買世上的保險，結果，我們跟神就不保險

了；我們不願意好好花時間侍奉神，學習神的話，我們學了一大堆，都是跟神沒有

關係的東西；我們勞苦了半天，也跟神沒有關係；我們為那個朽壞的勞力，我們沒

有為那個不朽壞的勞力。這又是一個可怕的禍哉。 

 

第六個禍哉 
 

三十三章，講到神所用的棍子；亞述國。 

1 節：“禍哉！你這毀滅人的，自己倒不被毀滅；行事詭詐的，人倒不以詭詐待

你。你毀滅甘休了，自己必被毀滅；你行完詭詐，人必以詭詐待你。耶和華啊，求

你施恩於我們，我們等候你。求你每早晨作我們的膀臂，遭難的時候為我們的拯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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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例子，神借著外邦人，亞述，像根棍子一樣來修理北國。第二根棍子是巴

比倫王尼布迦尼撒，神用他來修理南國。 

這些外邦人把以色列人殺的片甲不留，他們以為，他們的偶像是他們的膀臂，他們

沒有認識到；在後面有一個更高的神，他統管萬有，這神是坐寶座的神。沒有把榮

耀歸給神，是一禍也！ 

 

表面上看起來神允許基督徒被欺負，但是，只要基督徒能夠回轉向神，能夠投靠

神，神就會替基督徒管教這些外邦人。為什麼？因為神是公義的神。 

希伯來書說到，兒子是要管教的，私子就不受管教。神因為愛我們，我們是神的兒

女，神就管教我們，神會興起一些事情，有的時候生病了，有的時候撞車了等等，

當這些事情臨到我們時，要明白一件事情，這不是倒楣，基督徒沒有倒楣的時候，

若不是神許可，這些事情不會發生，凡事一定有神的旨意。神有目的，我們就乖一

點，求問神，神啊，你要我學什麼？我有什麼事情做錯了？我們要來到神的面前認

罪悔改。這是我們被管教的原因，因為神要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份，神要造就我

們。 

 

詩篇七十一篇說到，那些橫行霸道的人，騎在好人頭上的人，一生都很順利，個個

吃的肥肥胖胖，家裏金銀滿貫。那些行善敬畏耶和華的人好像都很倒楣，被人騎在

頭上時就心裏不平。不需要為惡人心懷不平，因為神是公義的，神一樣要管教他

們。7 節：“看哪，他們的豪傑在外頭哀號，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大路荒涼，行

人止息；敵人背約，藐視城邑，不顧人民。地上悲哀衰殘。”所以你就知道，他們

一樣有他們悲慘的日子。 

11 節：“你們要懷的是糠秕，要生的是碎秸，你們的氣就是吞滅自己的火。列邦

必像已燒的石灰，像已割的荊棘在火中焚燒。”也就是說他們一樣要遭到神的審

判。讀歷史的人你就知道，亞述後來亡在巴比倫的手裏。巴比倫很狂傲，巴比倫又

亡在誰的手裏？看那個大金像你就知道了。這一切有他的次序存在，所以不要驕

傲，今天你得意，要小心，明天可能被人家吃掉。 

 

世界最後的結局 

 
三十四章講到，這個世界最後有個結局， 1 節：“列國啊，要近前來聽！眾民哪，

要側耳而聽！地和其上所充滿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應當聽！因為耶和華

向萬國發忿恨，向他們的全軍發烈怒，將他們滅盡，交出他們受殺戮。被殺的必然

拋棄，屍首臭氣上騰，諸山被他們的血融化。” 

早在老約翰之前七百多年，神就讓以賽亞看見啟示錄裏哈米基多頓戰爭的異象。啟

示錄也說到，有一天世界各國萬民都要攻擊以色列人，最後神要向萬民算賬。 

 

三十四章 9 節，這裏還有一個預言，也很稀奇，：“以東的河水要變為石油，塵埃

要變為硫磺，地土成為燒著的石油，晝夜熄滅，煙氣永遠上騰，必世世代代無人經

過。”這裏一面講到以東有石油，(應驗在阿拉伯有石油)。另一方面說，將來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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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的一塌糊塗。九零年在科威特，當薩達姆被美國趕出去的時候，他把所有油井統

統燒掉，燒的一塌糊塗，整個科威特的天都是黑煙。 

 

10 節，“晝夜總不熄滅，煙氣永遠上騰。” 在電視上看的清清楚楚，油井滅火是

大學問，後來派特別的技術人員去支援才把火滅了。這裏說，將來以東會這麼慘，

為什麼？因為他們恨猶太人恨到骨頭裏面去了。阿富汗的賓拉丹，是以東人，爭戰

原因就是恨猶太人。 

阿拉伯掌控著全世界的石油，大家都要聽阿拉伯人的要求，這個石油的王牌，握在

阿拉伯人的手裏，他可以讓全世界恨惡猶太人。以色列人也吵到全世界都討厭阿拉

伯人們。一直吵下去，全世界的油價就一直漲上去，全世界，連美國也包含在內，

都慌了，經濟要崩潰了。 

今天唯一真正支持以色列是美國，可是有一天如果美國的經濟要垮，不支持猶太

人，猶太人就要亡國了，就要應驗三十四章所說的。 

照聖經撒迦利亞書十二章到十四章所說的，有一天，世界所有的民都恨猶太人，神

就變成為猶太人最後的幫助。 

 

三十五章，看到很美的圖畫：“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沙漠也必快樂，又你玫

瑰開花。必開花繁盛，樂上加樂，而且歡呼。黎巴嫩的榮耀，並迦密與沙侖的華

美，必賜給它。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耀，我們神的華美。” 

弟兄姊妹，這個世界的結局，是神要審判這個世界，是哈米基多頓的審判。但是審

判不是最後的終結，神還要在這個地上建立神的國，就是基督的國。現在這個世界

看起來像沙漠一樣的糟糕，但是有一天沙漠要開花。而且：“那時瞎子的眼必睜

開，聾子的耳必開通；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啞吧的舌頭必能歌唱；在曠野必有水

發出，在沙漠必有河湧流。” 

 

從第一章到三十五章，講到神對不義的審判與審判之後神的祝福。 

這個世界會進入很壞的情境，然後神會把基督的國帶進來，一切都要改變，這是基

督徒的盼望，也是猶太人；神選民的盼望，求神祝福他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