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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十一章 1 - 10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
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3 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
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耳聞；
4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 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
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裡的氣殺戮惡人。
5 公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
公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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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西的根 ‧忿怒轉消 ─ 亞述 ‧忿怒轉消 ─ 耶穌

上帝怒氣轉消處
以賽亞書十一章 1 - 10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
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牠們。
7 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
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
8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
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
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9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
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 好像水充滿洋海 般
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
外邦人必尋求他 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
外邦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
6

十一章 耶西的根必生出救恩，好讓聖靈在當中運行，

任何人可以在當中得到救恩 ─ 一到十二章 的一個高潮。
上文四次上帝的忿怒：
九12b ─ 雖然如此，耶和華的怒氣
還未轉消，祂的手仍伸不縮。
九17b、九21b、十4b 雖然如此…
上帝的忿怒怎麼可能進入 十一章 怒氣消，
到那日 你必說
到那日，你必說：「耶和華啊，我要稱謝你！
耶和華啊 我要稱謝你！
因為你雖然向我發怒，你的怒氣卻已轉消。」

十二1

上帝前面四次的忿怒，透過
上帝前面四次的忿怒
透過 十一章
十 章 耶西的根，
耶西的根
到 十二章 讚美 ─ 上帝的怒氣轉消。
重點是 ─ 上帝公義的怒氣，
上帝公義的怒氣
要讓 一到十一章 墮落的以色列，怎樣真正忿怒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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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 ‧忿怒轉消 ─ 耶穌

四次的怒氣，到那日
次的怒氣 到那 十二章 怒氣轉消，是透過歷史：
怒氣轉消
透 歷史
一到五章 ─ 以色列六次禍哉
第六章 ─ 以賽亞自己也有禍，先被潔淨、視野被抬高，
賽 自
有
先被潔淨 視野被抬高
以色列要被擄到巴比倫去、被審判、餘民最後歸回
七到九章 ─ 亞述時代，亞哈斯是南國的君王，
亞 斯 南 的君王
聽到北國跟亞蘭結盟，就懼怕，準備把亞述引進來；
上帝告訴以賽亞 ─ 你為什麼不靠上帝？
麼 靠
亞哈斯不靠上帝、也不聽以賽亞的話，
後來亞述把北國、把亞蘭滅了，甚至要攻南國…
十5
十

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拿我惱恨的杖。
亞述是我怒氣的棍
手中拿我惱恨的杖

以色列不聽上帝的道，上帝忿怒透過亞述，
亞哈斯把亞述引進來 背後是上帝 ─
亞哈斯把亞述引進來，背後是上帝
你們不信上帝，因此亞述把北國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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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西的根 ‧忿怒轉消 ―

反思…
反思
1. 上帝說話算話 ─ 藉著亞述把北國擄走
2. 祂是信實也是慈愛的
亞述攻敗亞蘭 (敘利亞)，主前 732，722 以法蓮，
後來攻到南國，最後南國還是被保護，
看到上帝有慈愛 ─ 保護錫安
3. 上帝也是公義 ─ 第一章 我要屢次打你們，
北國 南國四次的怒氣，都是受上帝的責備；
北國、南國四次的怒氣，都是受上帝的責備；
上帝很公平 ─ 任何國家，
即使是選民，仍然要審判。
上帝的怒氣哪裏可以找到消怒的地方，
亞述是第一個
亞述是第
個 ─ 亞述成為我怒氣的棍，在說明，
外邦任何君王，通通可以成為上帝審判的工具。

亞述 ‧忿怒轉消 ─ 耶穌

亞述有個特徵 ─ 會撈過界、越權…
他心也不這樣打算，他心裡倒想毀滅…
他心也不這樣打算，他心裡倒想毀滅
十8 他說：「我的臣僕豈不都是王嗎？
要讓他的臣僕在各地方封王，甚至南國
十11 我怎樣待撒馬利亞和其中的偶像，
豈不照樣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嗎？」
豈不照樣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嗎？
十7

你被上帝用，卻要超過上帝，人最大的試探 ─ 想扮演上帝。
 魔戒的作者：想抓魔戒的人，最後被魔戒抓住
 想抓錢、被錢抓住
 除非事奉上帝，否則要離開、扮演上帝、想抓
抓、想
、想越權
越權，
，
亞述想抓上帝沒有給他的、要撈過界，
到了耶路撒冷，最後亞述亡！

亞述 ‧忿怒轉消 ─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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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 ‧忿怒轉消 ─ 耶穌

被上帝用過的人一定要順服上帝；不順服，就像亞述一樣…
亞述王來到亞葉 Aiath，經過米磯崙 Migron ，
在密抹 Michmash 安放輜重。
他們過了隘口，在迦巴 Geba 住宿。
拉瑪人Ramah 戰兢；
掃羅的基比亞人 Gibeah 逃跑。
迦琳 Gallim
G lli 的居民哪，要高聲呼喊！
的居民哪 要高聲呼喊！
十32 當那日，亞述王要在挪伯 Nob 歇兵，
向錫安 Zion 女子的山 ─
就是耶路撒冷 Jerusalem 的山 ─ 掄手攻他。
十28 30
十28-30

以色列人懼怕，最後只剩下兩個城…
以色列人懼怕
最後只剩下兩個城
你被上帝用去審判北國，也只是管教南國，
絕對不能超過南國 ─ 撈過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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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 ‧忿怒轉消 ─ 耶穌

對上帝的權柄更多的認識 ─ 不要像亞述有貪心的慾望，
貪、抓、霸權、想超過，不可欺人太甚。
上帝知道亞述的心，剩下兩個城的時候，上帝出手：
看哪，主萬軍之耶和華以驚嚇削去樹枝；
看
主萬軍之耶和華 驚嚇削去樹枝
長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
稠密的樹林 他要用鐵器砍下
稠密的樹林，他要用鐵器砍下；
黎巴嫩的樹木必被大能者伐倒。

十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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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南國來說，
亞述攻到耶路撒冷、已經快到你的喉嚨了，
你只要肯悔改、歸向上帝，上帝會出手 ─
祂讓亞述 卅七章 十八萬五千人一夜之間死亡。
當初透過約書亞滅的艾城 ─ 28節 的亞葉，
上帝在士師時代救以色列人，
當然在末世的時候也一樣救你們。

高傲的北國、亞述、亞蘭，通通被砍倒，
上帝主權在祂手中…

啟十三10b

你認為你沒有救藥，不！
上帝仍然在你快淹死的時候來救你。

不要以為上帝用你，就高傲自大、充滿野心，
不要以為上帝用你，就高傲自大
充滿野心，
就像魔戒一樣 ─ 被魔戒綁住！

亞述 ‧忿怒轉消 ─ 耶穌

 昆蘭手抄本 ─ 33、34 節 不只是亞述要被砍倒，

更是彌賽亞的經文、是先知預言
 施洗約翰講道所用的信息 ─ 高大的必被伐倒，
不要以為你是以色列人、亞伯拉罕的後裔，
上帝的斧頭已經砍下去了。
他傳道、施洗、耶穌施洗，聖靈彷彿鴿子降臨在耶穌身上，
十一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
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
智慧和聰明的靈
謀略和能力的靈
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七次的「靈」 ─ 說明聖靈、完全的靈，
說明聖靈 完全的靈
啟示錄第五章 七靈主要的源頭。
耶西的根就是講耶穌 降臨在祂身上
耶西的根就是講耶穌，降臨在祂身上，
十一2、3 ─ 耶穌第一次降臨的預告。

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你只要敬畏上帝、悔改，

即使亞述是上帝怒氣的杖，絕對要伏在上帝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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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 ‧忿怒轉消 ─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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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 ‧忿怒轉消 ─ 耶穌

先知以賽亞用到那日為末世的溫床，來鋪設舞台：
十20 到那日、十32 當那日、
十一10 到那日、十一11 當那日，
十二1

到那日，你必說：「耶和華啊，
你必說：「耶和華啊，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雖然向我發怒，
你的怒氣卻已轉消；你又安慰了我。」
你的怒氣卻已轉消；你又安慰了我。
十二4

在那日，你們要說：「當稱謝耶和華！」

十、十一、十二章，用到那日、末世，

 先知不只在講亞述
 過門轉到施洗約翰、轉到耶穌，

祂來了 以敬畏耶和華為樂
 祂來了，以敬畏耶和華為樂
 第二次降臨，帶來末世、整個新天新地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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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耶西的根 ‧忿怒轉消 ─ 亞述 ‧忿怒轉消

耶西的根 ─ 耶穌，大衛的子孫後裔、
馬太福音第一章 家譜所記載的耶穌，
 第一次來了、釘十字架，上帝的忿怒已轉消
 第二次再來，動物習性改變，
有
有完全的公平、和好、和平、公義
義

聖靈降臨在祂身上，在基督裏面才有公義，
先知、施洗約翰、以賽亞是代表，通通指向基督，
不只講耶穌第一次降臨，講第二次降臨 ─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
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
十一6
十
6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
豹子與山羊羔同臥；
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
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
十一4

這是 六十五章 新天新地 所描繪的光景 ─
六五25a

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

動物可能原來是不吃動物的，因為人墮落、動物的習性改變；
動物可能原來是不吃動物的
因為人墮落 動物的習性改變；
但在新耶路撒冷、耶穌第二次降臨，豺狼跟羊羔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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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有新耶路撒冷城 ─ 以賽亞書的核心
第
第二章、第四章
章 第 章 耶路撒冷被高聳
 以賽亞在耶路撒冷看到寶座
 耶穌定意走向耶路撒冷釘十字架
耶穌定意走向耶路撒冷釘十字架、被審判，
被審判
審判，
審判
讓神的忿怒本來要打在以色列的，
卻因為耶西的後裔耶穌的緣故，
卻
為耶 的後裔耶穌的緣
撐住所有的忿怒、罪過

僕人之歌就在談這個…
就在談這個
第一章到十二章

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尋求他…
十一11b 就是在亞述、埃及、…
十一9b-10

為主餘剩的百姓 ─ 包括猶太人、外邦人，通通回來，
等於在談 二、四、六章 的餘民 Remnant，
透過耶穌釘痕的手、耶穌第二次再來行審判，
帶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那個榮美的光景，餘民要歸回！

─ 耶穌

以賽亞藉著寶座上的異象，被潔淨、被更新傳道 ─
 亞述要被審判、施洗約翰要來
 耶穌要來 ─ 兩次來，釘十字架後上帝的怒氣轉消
 然後教會、外邦人、猶太人通通進去耶西的根裏面

─ 人之初性本惡，透過 十二章 帶來了讚美。

─ 耶穌

上帝怒氣轉消處
到那日，你必說：「耶和華啊，我要稱謝你！
因為你雖然向我發怒，你的怒氣卻已轉消；你又安慰了我。
因為你雖然向我發怒
你的怒氣卻已轉消 你又安慰了我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
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
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在那日，你們要說：「當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
將他所行的傳揚在萬民中，提說他的名已被尊崇。」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
但願這事普傳天下。
但願這事普傳天下
錫安的居民哪，當揚聲歡呼，
因為在你們中間的以色列聖者乃為至大。

十二1-6

透過耶穌 上帝的忿怒轉消
透過耶穌，
轉消，
我們可以敬拜上帝，進入餘民 ─ 上帝的教會來稱謝祂。

天父，謝謝你，
透過耶穌
穌，先知書所預告的彌賽亞
賽
第一次、第二次降臨之後，
帶來的救恩跟審判，
安慰我們的心；
好讓我們這些人 ─ 更多的祈禱傳道，
來建造你的教會、傳揚你的救恩，
榮耀尊貴都歸給您！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