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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四十二章 1 - 9

第一僕人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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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傷的蘆葦 他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 他不吹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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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灰心 也不喪膽 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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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四十二章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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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耶和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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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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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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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九章 ─ 希西家，南國的王，上帝救他 ─
十八萬五千個人全死；西拿基立回去以後，被他兒子殺，兒子殺，

從 亞述敗落 巴比倫上來從此亞述敗落、巴比倫上來

卅八章 ─ 希西家得病，上帝醫治他，給他十五年壽命，

比倫巴比倫派使者來給希西家祝壽，

希西家把聖殿的金銀財寶給巴比倫使者看，

一到卅九章 兩個王 ─ 亞哈斯把亞述引進來，滅掉北國北國

注定了巴比倫西征的路、南國會被巴比倫滅掉

卅九7-8 你的眾子，必有被擄去、在巴比倫王宮裡當太監的。

希西家把巴比倫引進來，滅掉南國

卅九 你的眾子 有被擄去 在巴比倫王宮裡當太監的

希西家對以賽亞說：「你所說耶和華的話甚好，

因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穩固的景況。」因為在我的年日中 有 平和穩固的景 」

四十章 ─ 講 150 年後被巴比倫擄到外邦去的人，安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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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的書

四十27 雅各啊，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

四十章之後 ─ 安慰的書，最根本神學關鍵的經文…

四十27 雅各啊，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

以色列啊，你為何言，我的冤屈神並不查問？

我們為什麼被擄到巴比倫去？

上帝說 ─ 因為你的祖先犯了罪；

可是即使到巴比倫，仍然要透過以賽亞…

四十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四十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四十12-26 ─ 創造萬有的天上的神，說明：

四十1-110 ─ 救贖主必然救你們

用四十章下半段創造論，

給 四十章上半段救恩論作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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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彌賽亞

四一20論從東方興起一人
古列

古列是對波斯，對以色列來說是東方

四一25我從北方興起一人四 我從北方興起 人

攻到以色列的時候，對以色列來說是北方來的

論古列說 「他是我的牧人 成就我所喜悅的四四28 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

我耶和華所膏的古列四五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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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腰帶 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 不得關閉不得關閉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不得關閉。不得關閉。

我對他如此說：「我必在你前面行…」

讓外邦都投降，古列就把巴比倫帝國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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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彌賽亞

他把巴比倫帝國滅了之後，他把巴比倫帝國滅了之後

在主前 538 年下召 ─ 
以色列人可以回去建聖城，以色列人可以回去建聖城

背後是上帝讓古列打敗巴比倫，

上帝興起祂的膀臂。上帝興起祂的膀臂

四十章 回應他們 四十27 ─
上帝為什麼向我們隱藏 上帝你不公平！上帝為什麼向我們隱藏、上帝你不公平！

上帝說 ─ 我有，我要用我的膀臂，

我是創造的主、也是救贖的主，

我要幫助你們 ─ 藉著政治彌賽亞古列，

讓你們可以回去建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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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上的彌賽亞2. 新約的彌賽亞，才是真正救你們 ─ 靈性上的彌賽亞

四二1-9 僕人之歌，有很多應驗了：

施洗約翰給耶穌受洗的時候，聖靈彷彿鴿子，

天上有聲音說 ─ 這是我的愛子。

四二1 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

 太十二19 20 耶穌治病好之後，他不喧嚷、不揚聲； 太十二19-20 耶穌治病好之後，他不喧嚷、不揚聲；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耶穌登山變貌，天上有聲音說 ─ 這是我的愛子耶穌登山變貌，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
 約壹二 ─ 耶穌是眾人的中保

 太十一 ─ 施洗約翰被抓到監獄，質疑是不是要等候彌賽亞等候彌賽亞，， 太十一 ─ 施洗約翰被抓到監獄，質疑是不是要等候彌賽亞等候彌賽亞，，

耶穌派人告訴在監獄裡的施洗約翰 ─
我這位耶穌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監牢、我這位耶穌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監牢、

領坐黑暗的出監牢、窮人有傳福音給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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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上的彌賽亞2. 新約的彌賽亞，才是真正救你們 ─ 靈性上的彌賽亞

僕人之歌 ─ 靈性彌賽亞，是猶太人歸回主要的管道，僕人之歌  靈性彌賽亞，是猶太人歸回主要的管道，

不是古列；祂帶來影響力…

海 海 海島四二10-12 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島和其上的居民，

都當向耶和華唱新歌，從地極讚美他。

曠 基達 拉曠野…基達人…西拉…山頂，

他們當將榮耀歸給耶和華，在海島中傳揚他的頌讚。

耶穌祂不單單是政治彌賽亞，祂是靈性彌賽亞，

影響猶太人歸回、眾海島都仰望祂的救恩，影響猶太人歸回 眾海島都仰望祂的救恩

成為世人的中保、新約時代

瞎眼看見、瘸腿行走的唯一出路。瞎眼看見 瘸腿行走的唯 出路

影響力那麼大，因此全世界都來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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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在別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
罪惡當中、黑暗裡面，祂救他出來；知道人的可憐 ─ 祂救他。

太十二9-21 耶穌離開那地方，進了一個會堂。那裡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
有人問耶穌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穌說 「你們中間誰有 隻羊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

當安息日掉在坑裡，不把牠抓住，拉上來呢？

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人 羊何等貴重呢！所 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 的 」

於是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原，和那隻手一樣。，和那隻手一樣。

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耶穌知道了 就離開那裡 有許多人跟著他耶穌知道了，就離開那裡，有許多人跟著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囑咐他們，不要給他傳名。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 說 看哪！我的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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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

壓傷的蘆葦 他 折斷 將殘的燈火 他 吹滅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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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在別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

耶穌付代價 ─ 法利賽人嫉妒祂、要殺祂，

你怎麼可以在安息日治病？冒犯他們的宗教主義。

耶穌想到這個人枯乾了手非常可憐，付代價、冒犯他們救他們，

馬太記載為什麼會救他 ─ 要應驗第一僕人之歌。

提醒事奉上帝的僕人 ─提醒事奉上帝的僕人

別人不關心你知道多少，只關心你愛他們多少！

講道、教導、牧養的權柄，來自愛羊的心。講道 教導 牧養的權柄 來自愛羊的心

他們知道 ─ 我的牧師、同工、弟兄，愛我們；

他愛上帝，所講的道都是從上帝來的，他愛上帝，所講的道都是從上帝來的，

我們就聽他的 ─ 就有影響力。

耶穌有影響力，祂看到別人枯乾了手、耶穌有影響力，祂看到別人枯乾了手、

血漏病的、枯骨的、瞎眼的，醫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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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自己的軟弱上，看到上帝的大能

有些學者以為這個是以色列，

四一8 惟你以色列 ─ 我的僕人。

但以色列人不可能行神蹟，所以不是以色列，

因此僕人之歌在預告耶穌。

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

絕對不是簡單的事 ─ 需要上帝。

四二1-4 ─ 頭尾都包圍在公理：
四二1 ─ 必將公理傳給外邦四二1  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四二4 ─ 祂在地上設立公理

傳公理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傳公理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施洗約翰要傳公理，猶太人討厭他，最後被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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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自己的軟弱上，看到上帝的大能

傳公理結果可能會軟弱，四二4 他不灰心也不喪膽傳公理結果可能會軟弱 四二4 他不灰心也不喪膽

需要上帝扶持，四二1 我所扶持的…
你是要被上帝所選、是祂所喜悅的，是對的人，你是要被上帝所選 是祂所喜悅的 是對的人

才有辦法行上帝要你做的事、傳要你傳的道

要經歷到上帝愛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要經歷到上帝愛你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同在

被祂扶持、被祂膏、被祂聖靈所充滿

這個神是怎麼樣的神？

四二5 創造諸天，鋪張穹蒼…

這個神是怎麼樣的神？

古列把巴比倫滅了，改朝換代，背後歷史的主宰是上帝

用祂創造的權能，保證救贖以色列人的工必成，用祂創造的權能，保證救贖以色列人的工必成，

因為祂是創造萬有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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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自己的軟弱上，看到上帝的大能

這位上帝，有祂的同在、祂的恩典、祂托住你，同在

即使再卑微、軟弱，祂幫助、堅固你，就可以被上帝用 ─
彼得 ─ 主啊，我是個罪人！

耶穌說 ─ 從今以後你要成為得人漁夫

摩西很軟弱 ─ 我哪有辦法讓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很軟 我哪有辦

有上帝，法老王乖乖地把兩百萬人吐出來

巴比倫把以色列人擄走了，上帝讓波斯吐出來

以賽亞書好多經文在講 ─ 被放出來，

歡歡喜喜走平坦的路、平平安安蒙引導。

巴比倫把以色列人擄走了 上帝讓波斯吐出來

歡歡喜喜走平坦的路 平平安安蒙引導

全能的神，托住我們這些事奉上帝的人 ─
在別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在別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

在自己的軟弱上，經歷、看到上帝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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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值3. 世人追求短暫的時候，看重永恆的價值
我們是一個想抓權、希望有地位…後現代化時代，

 耶穌醫病趕鬼完以後，很多人會傳祂的名聲，

特別留意 ─ 不要那麼在乎世界上短暫的權位。

耶穌醫病趕鬼完以後 很多人會傳祂的名聲

太十二16 ─ 不要傳名、揚聲，不要讓人家知道、不喧嚷。

只關心 ─ 我是不是做上帝喜歡要我做的事？只關心  我是不是做上帝喜歡要我做的事？

我是不是祂的僕人？被上帝所扶持？

我是不是行祂所喜悅的事？

先知但以理，不在乎禱告一天三次，有人就要抓他就要抓他，，

他關心 ─ 上帝啊，我是不是行您所喜悅的事的事？？

我是不是行祂所喜悅的事？

他關心 上帝啊 我是不是行您所喜悅的事的事？？

上帝祝福他，成為外邦的先知、預言七十個七。

你我要有影響力，要關心上帝要用你 ─你我要有影響力，要關心上帝要用你

用在什麼地方、什麼舞台？不要想自己抓自己的舞台。

‧四十二章的背景 ‧救贖的管道‧影響力的本質

4. 成為領導的祕訣，走下去成為僕人
四十二章 ─ 外邦聽到公理，眾海島都等候你的訓誨，

各樣、各地方、全世界的人，都來稱謝你；

耶穌的祕訣 ─ 下來服事、走進人間。

美國管理學家麥斯威爾，影響力的價值 ─
替沒有影響力的人發聲、對有影響力的人說話、

把影響力傳給人。

影響力要有格局的，格局決定結局，關鍵是要走下去 ─影響力要有格局的 格局決定結局 關鍵是要走下去

神變成人，成為眾民的中保、外邦人的光，

死裡復活，羞辱外邦的假神。

就是透過耶穌 救他們出巴比倫回來

四二9 先前的事已經成就，現在我將新事說明…

就是透過耶穌，救他們出巴比倫回來，

讓被擄歸回、被轄制的可以得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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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文學家塞爾斯，二十世紀的英國女詩人，

上帝為了救世人遭受三大屈辱 ─
1. 道成肉身，穿戴人類有限的身軀

2. 十字架上忍受公然的迫害

3. 居然捨下自己，把自己的聲望、名譽，

寄託在平庸的身上 ─ 教會普通人，
要求這些普通人，因為有聖靈的同在，走下去 ─ 

 服事這個世代、教會、傳揚救恩，成為有影響力的人

 讓外邦、讓眾海島、讓世界，都聽到耶穌的救恩

什麼叫大師？不是擁有最多學生的人，什麼叫大師？不是擁有最多學生的人，

是協助最多人成為大師的人；

真正的領袖，不是擁有最多追隨者的人，真正的領袖，不是擁有最多追隨者的人，

是協助最多人成為領袖的人。

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在別人需要上，

禱告禱告
幫助我們在別人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責任；

當我們傳道的時候、傳揚公理，當我們傳道的時候、傳揚公理，

有威脅的時候，

幫助我們依靠全能的神幫助我們依靠全能的神；

更幫助我們看重永恆的價值，

不看重世界上的名聲，

學習僕人耶穌、與主同行。學習僕人耶穌 與主同行

交託、仰望、感恩，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