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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的歷史背景記錄在 王下十五至廿一、代下廿六至卅三，

賽亞 雅以賽亞出生在烏西雅的年代，是猶大歷史繁榮穩定的時期，

烏西雅去世那年，以賽亞蒙召成為神的代言人

緊接在烏西雅王、約坦王之後的是亞哈斯王，

所面臨的危機是北國以色列、亞蘭 (敘利亞)，

聯合攻打耶路撒冷，大概是 B.C.734左右

在這個時候，

上帝透過以賽亞宣告了以馬內利的應許

經文研究就發現 ─ 亞哈斯王不肯聽從，經文研究就發現 亞哈斯王不肯聽從

轉而向亞述求援、暫時解除了危機，

以色列、亞蘭，先後被亞述帝國殲滅以色列 亞蘭 先後被亞述帝國殲滅

猶大必須向亞述稱臣進貢，成為附庸國

以至於整個國家 亞述已經把北國滅掉了以至於整個國家，亞述已經把北國滅掉了，

亞述大軍可以直接兵臨城下、打到耶路撒冷…

以賽亞書第七章以馬內利預言 ─ 研究先知書的解經與釋經…

一、歷史背景

二、文意脈絡

三、文學詮釋

1、閱讀整卷書和經文段落閱讀整卷書和經文段落

2、找出作者寫作主旨和主題的發展脈絡

3、辨識起首和結尾等套語關鍵字眼、分析結構模式、辨識起首和結尾等套語關鍵字眼 分析結構模式

劃分文體、段落單元，很像很多篇講章

4、辨別各個次文體的類型 ─ 控訴、審判、呼籲、應許4 辨別各個次文體的類型  控訴 審判 呼籲 應許

5、區別詩歌體裁、散文，解經模式不大一樣

6、作者所使用的文學意象、象徵、題旨，6 作者所使用的文學意象 象徵 題旨

作者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描述

7、重新閱讀經文，全面性的理解、而不是只有小片段7、重新閱讀經文，全面性的理解 而不是只有小片段

8、有預言的特質，要在歷史性和預測性上取得平衡

整個以賽亞書一共六十六章，

 至卅九信息是以審判為主 以宣講的對象而言 一至卅九信息是以審判為主，以宣講的對象而言…
 一至十二對著選民，七亞哈斯做王時的故事體裁

十 至廿 對外邦列國 都是審判的信息 十三至廿三對外邦列國，都是審判的信息

 廿四至廿七對前面審判信息的結論，有小啟示錄之稱，

描述列國的悲痛 及耶和華聖山上的盛筵描述列國的悲痛、以及耶和華聖山上的盛筵

 廿八至卅三禍哉神諭，每個段落都以禍哉開始，

共講 個禍哉 是對著選民 亞述一共講了六個禍哉，是對著選民以及亞述

 卅四至卅五末日之書，對列國的審判、對錫安未來神的計劃

是 個橋段 角是希西家 稱做希 家之書 卅六至卅九是一個橋段，主角是希西家，稱做希西家之書，

跟王下十八-二十、代下卅二的經文雷同，故事體裁

 四十 -六六復興安慰的信息為主

故事體裁，兩個王面對危機的時候，信靠的挑戰；故事體裁，兩個王面對危機的時候，信靠的挑戰；

其他經文大部分是上帝的曉諭，詩歌體裁。



以賽亞的全書有幾方面的關注 ─
稱上帝是以色列的聖者 30次，其他經卷只有六次

以至於以色列是耶和華的聖民

錫安就是耶路撒冷，是耶和華的聖城、聖山

在聖城、聖山、聖民當中，竟然包含了外邦人

全書以污穢不潔的耶路撒冷開始，

後半復興安慰的應許 ─ 以錫安的復興為終結，

其中是包含了外邦人的聖城、聖民

整個以賽亞書有這題旨貫穿，不是只在某些章節而已

看以馬內利之書時會留意到 ─
亞哈斯王因著北方的以色列、敘利亞來進攻，亞哈斯王因著北方的以色列 敘利亞來進攻

亞哈斯面對了信靠的挑戰

呼應到希西家之書，也有信靠的挑戰呼應到希西家之書，也有信靠的挑戰

敘事文體中，故事背景、人物、時空，有很特別的所在

第七章以馬內利預言的宣告（亞哈斯做王）是一個兆頭

七3 耶和華對以賽亞說：「你和你的兒子施亞雅述出去，
到上池的水溝頭，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亞哈斯。」

兩個王面對能否

信靠耶和華神的挑戰時，信靠耶和華神的挑戰時，

做呼應性的對比。

卅六希西家之書，希西家做王時，亞述王西拿基立來攻

卅六2b 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溝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卅六希西家之書 希西家做王時 亞述王西拿基立來攻…

面對挑戰當中，也重複出現兆頭

實物背景當中，有地點、客觀環境的挑戰、

關鍵字「兆頭」，成為在全卷書關鍵字 兆頭」 成為在全卷書

前後兩個敘事體裁，會出現的呼應點。

第七章以賽亞是奉命要去安慰亞哈斯

4-6 以賽亞對他說：「你要謹慎安靜，不要因

亞蘭王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這兩個冒煙的火把頭

所發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裡膽怯。」

上帝就曉諭亞哈斯…

11 你向耶和華你的神求一個兆頭：
或求顯在深處，或求顯在高處。

兆頭 ─ 上帝一定會為你行事，

可以向上帝求一個記號，可以向上帝求一個記號，

看到那個記號，就知道上帝一定會幫助你。
亞述

12 亞哈斯說：「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

亞哈斯另有高明的計劃，要找亞述搬救兵，亞哈斯另有高明的計劃 要找亞述搬救兵

以至於他不求、不要上帝來破壞他的計劃。

13-14 以賽亞說：「大衛家啊，你們當聽！
你們使人厭煩豈算小事，還要使我的神厭煩嗎？你們使人厭煩豈算小事，還要使我的神厭煩嗎？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這個兆頭的前提是因為亞哈斯不求，

 ַעְלָמה  05959

到底這個兆頭是好是壞？本來是好的，

上帝要親自保護他們、給一個記號

這個兆頭到底是什麼意思？

先不要太快想到馬利亞生耶穌

童女 ─並不那麼強調童貞性，

對亞哈斯當代到底有什麼意義？

童女עלמה05959 ─ 並不那麼強調童貞性，

而是具有生育能力的年輕女子

這個女子要懷孕生子，小孩子叫以馬內利，

 ַעְלָמה  05959

這個女子要懷孕生子，小孩子叫以馬內利，

你看到這個小孩子，就想到神與我們同在



15 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吃奶油與蜂蜜。

從現在懷孕 生子 到小孩四 五歲從現在懷孕、生子，到小孩四、五歲…
16 因為在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先，

那 棄你所憎惡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見棄。

這孩子四五歲之前，那兩個王一定會被滅掉！

用這個小孩子做為一個記號。

17 耶和華必使亞述王攻擊你的日子

臨到你和你的百姓，並你的父家。

亞哈斯請亞述王來滅那兩個王

亞述王不只滅了以色列王、亞蘭王，

還攻擊亞哈斯

自從以法蓮離開猶大以來，未曾有這樣的日子。

就是從南北國分裂以來，就是從南北國分裂以來，

從來沒有這麼嚴重過。

之後，被亞述王攻擊的時候描述…

18 那時，耶和華要發嘶聲，使埃及江河
源頭的蒼蠅和亞述地的蜂子飛來。

背景：主前第八世紀，

北邊有亞述帝國侵奪、南邊有埃及威脅，北邊有亞述帝國侵奪 南邊有埃及威脅

不論是北國以色列、南國猶大，

常常就是投靠北邊的亞述對抗南邊的埃及，常常就是投靠北邊的亞述對抗南邊的埃及

或是投靠南邊的埃及對抗北邊的亞述。

這個時候上帝要發嘶聲這個時候上帝要發嘶聲，

上帝是元帥、戰爭的發動者，

祂使埃及的兵 亞述的兵 通通飛來祂使埃及的兵、亞述的兵，通通飛來

用修辭「嘶」蒼蠅、蜜蜂通通飛來了…

19 都必飛來，落在…一切的草場上。

20-21 那時，主必用大河外賃的剃頭刀，就是亞述王，
剃去頭髮和腳上的毛，並要剃淨鬍鬚。剃去頭髮和腳上的毛，並要剃淨鬍鬚。

那時，一個人要養活一隻母牛犢，兩隻母綿羊；

因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因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

在境內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與蜂蜜。

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 他 吃奶油與蜂蜜15 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吃奶油與蜂蜜。

當時的戰爭慘烈，許多的百姓死於非命，

沒有這麼多的人口去吃這些糧食

奶油與蜂蜜都是原物料，

直接吃奶油與蜂蜜表示人口稀少。

不用再去加工製成其他的食物，就直接吃

這一段的修辭非常的豐富，

以小孩子被懷孕、出生，長到沒多大這一切事情發生，以小孩子被懷孕 出生 長到沒多大這 切事情發生

要人想起是神的同在，而以小孩子做為神同在的記號。

八1 耶和華對我說：「你取一個大牌，拿人所用的筆寫上
『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

（就是擄掠速臨、搶奪快到的意思）。

我 賽 與妻 室 懷孕生3-4 我―以賽亞與妻子同室；她懷孕生子，

耶和華就對我說：「給他起名叫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

因為在這小孩子不曉得叫父叫母之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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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蘭的首都 北國以色列的首都

對當時的亞哈斯而言，立刻有一個小孩子出生，

也就是以賽亞跟他的妻子所生的也就是以賽亞跟他的妻子所生的

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

這個小孩子就變成一個神同在的記號這個小孩子就變成一個神同在的記號



八5-7耶和華又曉諭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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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騰的水猛然沖來，就是亞述王
和他所有的威勢，必漫過一切的水道，漲過兩岸。」和他所有的威勢，必漫過 切的水道，漲過兩岸。」

所用的文學意象，是用河水、河流，

上帝給耶路撒冷城的眷顧就是西羅亞的緩流上帝給耶路撒冷城的眷顧就是西羅亞的緩流

他們不喜悅，上帝就使亞述王的河水猛然沖來，

不但沖倒亞蘭王利汛和以色列王比加不但沖倒亞蘭王利汛和以色列王比加

亞述王的河水猛然沖來，會一路沖到猶大

8必沖入猶大，漲溢氾濫，直到頸項。
以馬內利啊，他展開翅膀，遍滿你的地。

這時讓人想起以馬內利，就是神同在…
我們認為神同在一定帶給我祝福、幫助我所做，我們認為神同在 定帶給我祝福、幫助我所做，

這段經文讓我們看見 ─ 並不一定是…

八9-10列國的人民哪…任憑你們同謀，終歸無有；
任憑你們言定，終不成立；因為神與我們同在。任憑你們言定，終不成立；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當亞哈斯王想用人的方法，來解決當時的國際危機，

上帝說 憑 壞 歸 有上帝說：任憑去做終必破壞、去搬救兵終歸無有

從童女懷孕生子的兆頭，來描述擄掠速臨、

搶奪快到，讓你看見神同在！

描述他們錯誤的沒有投靠、信靠上帝，卻倚靠外邦。

八18看哪，我與耶和華所給我的兒女，
在以色列中作為預兆和奇蹟。

以賽亞第一個兒子施亞雅述 ─ 餘民歸回

第二個兒子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 ─ 擄掠速臨、搶奪快到第二個兒子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  擄掠速臨 搶奪快到

以賽亞 ─ 耶和華拯救

上帝的拯救中有包含審判，特別是刑罰他們不肯信靠神，上帝的拯救中有包含審判，特別是刑罰他們不肯信靠神，

卻去倚靠外邦君王的這個事情。

九6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 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上帝有意的用嬰孩做為一個意象，為什麼呢？

面對國際危機，人所要搬來是國際強權勢力做為救兵…
上帝要給他們幫助、拯救的記號卻是從一個嬰孩

7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7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上帝要興起這個政權 是用 個嬰孩做為記號上帝要興起這個政權，是用一個嬰孩做為記號。

在亞哈斯當代，從以賽亞第二個兒子的長成，

很快的亞蘭、以色列被滅，亞述兵臨城下，

讓人看見神同在，對當年是審判的信息；

而不是只有到耶穌降生的時候，神才同在。

當馬太引用這段經文，講到童女懷孕生子，有一點轉換…
以賽亞的經文並不強調童貞性以賽亞的經文並不強調童貞性

七十士譯本翻譯這段經文，馬太的用字

「希臘文是「童貞女」03933 παρθένος 
不得不佩服這是上帝的手介入其中！

馬太福音應驗「耶穌降生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時候，

耶穌降生是要將百姓從罪惡裡拯救出來，

在希律王當代，

使兩歲以下男嬰被殺，是一場災難

真正神的同在也許對希律王是 個威脅

而這個帶來拯救的君王是大衛的後裔

真正神的同在也許對希律王是一個威脅，

因為耶穌降生是生來做猶太人的王；

而耶穌基督這 位大衛的君王而耶穌基督這一位大衛的君王，

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拯救出來。



以馬內利的預言並不是到耶穌降生就結束了…
上帝與人同在的心意

打從在伊甸園開始，神就要與人同在，

人的犯罪墮落、失去了神的同在

在曠野上帝指示摩西為祂建造會幕，

神要與人同住、與人同在

後面有所羅門的聖殿後面有所羅門的聖殿

耶穌真正就是神的同在…
耶穌離世昇天之後 吩咐門徒耶穌離世昇天之後，馬太福音吩咐門徒 ─
要去使萬民做主的門徒，

祂應許 常祂應許：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啟示錄 ─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上帝的同在好像是一道非常豐富的水流，

透過整個歷史中各個神同在的預言透過整個歷史中各個神同在的預言，

好像很多支流匯入這道豐富的水流，

是貫穿整個新 舊約的是貫穿整個新、舊約的…

並不只是在以賽亞書第七章預言以馬內利，

到耶穌降生，只是單線式的應驗

其實非常豐富的讓我們看見上帝要與人同在

耶穌真正成全了這個應許，

神的同在在耶穌的降生當中，

亞哈斯卻失去了祝福，神的同在破壞他的計畫，

豐富的引導我們都進入耶穌的同在。

亞哈斯卻失去了祝福，神的同在破壞他的計畫，

可是神要同在的心意卻從來沒有改變。

求上帝幫助我們讓我們珍惜神每一句真實的話語，求上帝幫助我們讓我們珍惜神每 句真實的話語，

而不是用我們所期待的方式去錯解神的話語。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你使我們跟隨你、給我們一個愛慕你的心，

讓我們可以從你的話語當中認識你。

當亞哈斯硬心不願意信靠你、不求的時候，信 你 求

你沒有因為人的硬心而改變你的計畫、

你仍然要與人同在！你仍然要與人同在！

也許亞哈斯錯失了你要給他的應許，

幫助我們今天在讀主話語的時候，幫助我們今天在讀主話語的時候

珍惜抓住每一個你給我們的機會，

渴望進入你的同在！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渴望進入你的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