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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的仆人 ─ 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2 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3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4 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他不灰心 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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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四十二章 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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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此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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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外邦人的光，
7 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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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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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一仆人之歌

‧四十二章的背景 ‧救赎的管道‧影响力的本质
希西家，南国的王，上帝救他
希西家
南国的王 上帝救他 ─
十八万五千个人全死；西拿基立回去以后，被他儿子杀，
儿子杀，
从此亚述败落、
败落 巴比伦上来
卅八章 希西家得病，上帝医治他，给他十五年寿命，
巴比伦派使者来给希西家祝寿，
派使者来给希西家祝寿
希西家把圣殿的金银财宝给巴比伦使者看，
注定了巴比伦西征的路、南国会被
西征的路 南国会被巴比伦灭掉
卅 章
卅九章

两个王 ─ 亚哈斯把亚述引进来，灭掉北国
北国
希西家把巴比伦引进来，灭掉南国
引进来 灭掉南国

一到卅九章

你的众子，必有被掳去、在 比伦 宫里当太监的。
你的众子，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希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在我的年日中
太平 稳
。」
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卅九7-8
卅九

四十章

讲150年后被巴比伦掳到外邦去的人，安慰他们

‧四十二章的背景 ‧救赎的管道‧影响力的本质
四十章之后

─ 安慰的书，最根本神学关键的经文…

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四十27

我们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
我们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
上帝说 ─ 因为你的祖先犯了罪；
可是即使到巴比伦 仍然要透过以赛亚
可是即使到巴比伦，仍然要透过以赛亚…
四十1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我的百姓 」
─ 创造万有的天上的神，说明：
四十1-110 ─ 救赎主必然救你们
四十12-26

用 四十章下半段 创造论，
给 四十章上半段 救恩论作背书。

‧四十二章的背景 ‧救赎的管道 ‧影响力的本质

1. 政治弥赛亚
四一20

古列

论从东方兴起一人

古列是对波斯，对以色列来说是东方
四一25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
我从北 兴起 人
攻到以色列的时候，对以色列来说是北方来的
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论古列说
「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四五
四五1-2a
我耶和华所膏的古列
我耶和华所膏的古列；
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
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 不得关闭。
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
不得关闭
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
四四
四四28

让外邦都投降，古列就把巴比伦帝国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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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章的背景 ‧救赎的管道 ‧影响力的本质

2. 新约的弥赛亚，才是真正救你们
新约的弥赛
才是真 救你们 ─ 灵性上的弥赛亚

1. 政治弥赛亚
他把巴比伦帝国灭了之后，
在主前538年下召 ─
以色列人可以回去建圣城，
背后是上帝让古列打败巴比伦，
上帝兴起他的膀臂。
上帝兴起他的膀臂
回应他们 四十27 ─
上帝为什 向我们隐藏 上帝你 公平
上帝为什么向我们隐藏、上帝你不公平！

四十章

上帝说 ─ 我有，我要用我的膀臂，
我是创造的主、也是救赎的主，
我要帮助你们 ─ 借着政治弥赛亚古列，
让你们可以回去建圣城。

四二1-9

仆人之歌，有很多应验了：

 施洗约翰给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彷佛鸽子，

天上有声音说 ─ 这是我的爱子。
四二1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

 太十二19-20
太十二19 20 耶稣治病好之后，他不喧嚷、不扬声；
耶稣治病好之后 他不喧嚷 不扬声；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耶稣登山变貌，天上有声音说
耶稣登山变貌 天上有声音说 ─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爱子
 约壹二 ─ 耶稣是众人的中保
 太十一 ─ 施洗约翰被抓到监狱，质疑是不是要等候弥赛亚
施洗约翰被抓到监狱 质疑是不是要等候弥赛亚
等候弥赛亚，
等候弥赛亚，
耶稣派人告诉在监狱里的施洗约翰 ─
我这位耶稣开瞎子的眼 领被囚的出监牢
我这位耶稣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
领坐黑暗的出监牢、穷人有传福音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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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约的弥赛亚，才是真正救你们
新约的弥赛
才是真 救你们 ─ 灵性上的弥赛亚

仆人之歌 ─ 灵性弥赛亚，是犹太人归回主要的管道，
不是古列；他带来影响力…
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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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极赞美他。
旷野 基达人 西拉 山顶
旷野…基达人…西拉…山顶，
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

四
四二10-12

耶稣他不单单是政治弥赛亚，他是灵性弥赛亚，
影响犹太人归回、众海岛都仰望他的救恩，
成为世人的中保、新约时代
瞎眼看 、瘸 行走 唯
瞎眼看见、瘸腿行走的唯一出路。
路。
影响力那么大，因此全世界都来敬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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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别人需要上，看到
在别人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责任
罪恶当中、黑暗里面，他救他出来；知道人的可怜 ─他救他。
太十二9-21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有 只羊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
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牠抓住，拉上来呢？
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
羊 等贵
所 ，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
。」
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
，和那只手一样。
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耶稣知道了 就离开那里 有许多人跟着他
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
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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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别人需要上，看到
在别人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责任

‧四十二章的背景 ‧救赎的管道‧影响力的本质

2. 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上帝的大能

耶稣付代价 ─法利赛人嫉妒他、要杀他，
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冒犯他们的宗教主义。
耶稣想到这个人枯干了手非常可怜，付代价、冒犯他们救他们，
马太记载为什么会救他 ─ 要应验第一仆人之歌。
提醒事奉上帝的仆人 ─
别人不关心你知道多少，只关心你爱他们多少！
讲道、教导、牧养的权柄，来自爱羊的心。
他们知道 ─ 我的牧师、同工、弟兄，爱我们；
他爱上帝 所讲的道都是从上帝来的
他爱上帝，所讲的道都是从上帝来的，
我们就听他的 ─ 就有影响力。
耶稣有影响力 他看到别人枯干了手
耶稣有影响力，他看到别人枯干了手、
血漏病的、枯骨的、瞎眼的，医好他。

有些学者以为这个是以色列，
四一8

惟你以色列 ─我的仆人。

但以色列人不可能行神迹，所以不是以色列，
因此仆人之歌在预告耶稣。
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
绝对不是简单的事 ─ 需要上帝。
头尾都包围在公理：
四二1 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将公理传给外邦
四二4 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四二1-4

传公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传公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施洗约翰要传公理，犹太人讨厌他，最后被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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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上帝的大能
传公理结果可能会软弱，四二4 他不灰心也不丧胆
需要上帝扶持，四二1 我所扶持的…
你是要被上帝所选、是他所喜悦的，是对的人，
 才有办法行上帝要你做的事、传要你传的道
 要经历到上帝爱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
被他扶持、被他膏、被他圣灵所充满
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
四二5

创造诸天，铺张穹苍…

 古列把巴比伦灭了，改朝换代，背后历史的主宰是上帝
 用他创造的权能，保证救赎以色列人的工必成，
用他创造的权能 保证救赎以色列人的工必成

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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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人追求短暂的时候，看重永恒的价值
我们是一个想抓权、希望有地位…后现代化时代，
特别留意 ─ 不要那么在乎世界上短暂的权位。
 耶稣医病赶鬼完以后，很多人会传他的名声，
太十二16 不要传名、扬声，不要让人家知道、不喧嚷。
只关心 ─ 我是不是做上帝喜欢要我做的事？
我是不是他的仆人？被上帝所扶持？
我是不是行他所喜悦的事？
 先知但以理，不在乎祷告一天三次，有人就要
就要抓他
抓他，
，
他关心 ─ 上帝啊，我是不是行您所喜悦的
的事？
上帝祝福他，成为外邦的先知、预言七十个七。
你我要有影响力，要关心上帝要用你
你我要有影响力
要关心上帝要用你 ─
用在什么地方、什么舞台？不要想自己抓自己的舞台。

‧四十二章的背景 ‧救赎的管道‧影响力的本质

2. 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上帝的大能
这位上帝，有他的同在、他的恩典、他托住你，
即使再卑微、软弱，他帮助、坚固你，就可以被上帝用 ─
 彼得 ─ 主啊，我是个罪人！
耶稣说 ─从今以后你要成为得人渔夫
 摩西很软弱 ─我哪有办法让以色列人出埃及？
哪有
有上帝，法老王乖乖地把两百万人吐出来
 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掳走了，上帝让波斯吐出来
比伦把以色列人掳走了， 帝让波斯吐出来
以赛亚书好多经文在讲 ─ 被放出来，
欢欢喜喜走平坦的路 平平安安蒙引导
欢欢喜喜走平坦的路、平平安安蒙引导。
全能的神，托住我们这些事奉上帝的人 ─
 在别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在别人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责任
 在自己的软弱上，经历、看到上帝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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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为领导的秘诀，走下去成为仆人
四十二章 ─ 外邦听到公理，众海岛都等候你的训诲，
各样、各地方、全世界的人，都来称谢你；
耶稣的秘诀 ─下来服事、走进人间。
美国管理学家麦斯威尔，影响力的价值 ─
替没有影响力的人发声、对有影响力的人说话、
把影响力传给人。
影响力要有格局的，格局决定结局，关键是要走下去 ─
神变成人，成为众民的中保、外邦人的光，
死里复活，羞辱外邦的假神。
四二9

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

就是透过耶稣，救他们出巴比伦回来，
就是透过耶稣
救他们出巴比伦回来
让被掳归回、被辖制的可以得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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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学家塞尔斯，二十世纪的英国女诗人，
英国文学家塞尔斯
二十世纪的英国女诗人
上帝为了救世人遭受三大屈辱 ─
1. 道成肉身，穿戴人类有限的身躯
道成肉身 穿戴人类有限的身躯
2. 十字架上忍受公然的迫害
3. 居然舍下自己，把自己的声望、名誉，
舍 自
声望 名誉
寄托在平庸的身上 ─ 教会普通人，
要求这些普通人，因为有圣灵的同在，走下去 ─
 服事这个世代、教会、传扬救恩，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让外邦、让众海岛、让世界，都听到耶稣的救恩
什么叫大师？不是拥有最多学生的人，
是协助最多人成为大师的人；
真正的领袖，不是拥有最多追随者的人，
不是拥有最多追随者的人
是协助最多人成为领袖的人。

亲爱的主，

祷告

帮助我们在别人需要
在别人需要上，
，
看到自己的责任；
当我们传道的时候 传扬公理
当我们传道的时候、传扬公理，
有威胁的时候，

帮助我们依靠全能的神；
依靠全能的神
更帮助我们看重永恒的价值，
不看重世界上的名声，
学 仆
学习仆人耶稣、与主同行。
稣 与 同行
交托、仰望、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