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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四面楚歌時當四面楚歌時

以賽亞書三十六章 1 - 10

1 希西家王十四年，亞述王西拿基立上來

攻擊猶大的一切堅固城，將城攻取。

2 亞述王從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領大軍往耶路撒冷，

到希西家王那裡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溝旁，

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3於是希勒家的兒子家宰以利亞敬，於是希勒家的兒子家宰以利亞敬

並書記舍伯那和亞薩的兒子史官約亞，出來見拉伯沙基。

4 拉伯沙基對他們說：「你們去告訴希西家說，拉伯沙基對他們說 你們去告訴希西家說

亞述大王如此說：『你所倚靠的有甚麼可仗賴的呢？

5你說，有打仗的計謀和能力，我看不過是虛話。5你說 有打仗的計謀和能力 我看不過是虛話

你到底倚靠誰才背叛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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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三十六章 1 - 10

6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壓傷的葦杖，人若靠這杖，

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這樣。

7你若對我說：我們倚靠耶和華―我們的神。

希西家豈不是將神的邱壇和祭壇廢去，

且對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嗎？

8現在你把當頭給我主亞述王，我給你二千匹馬，現在你把當頭給我主亞述 我給你 千 馬

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夠不夠。

9若不然，怎能打敗我主臣僕中最小的軍長呢？若不然 怎能打敗我主臣僕中最小的軍長呢？

你竟倚靠埃及的戰車馬兵嗎？

10現在我上來攻擊毀滅這地，豈沒有耶和華的意思嗎？10現在我上來攻擊毀滅這地 豈沒有耶和華的意思嗎？

耶和華吩咐我說，你上去攻擊毀滅這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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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三十七章 33 - 36

33 所以耶和華論亞述王如此說：

「他必不得來到這城，也不在這裡射箭，

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築壘攻城。

34他從哪條路來，必從那條路回去，必不得來到這城。」」

這是耶和華說的。

35「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因我為自己的緣故 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

必保護拯救這城。」

36 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耶和華的使者出去 在亞述營中殺了十 萬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來一看，都是死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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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兩個敘述文，都是上帝透過以賽亞對兩個王 ─
 七到九章亞哈斯，南國的王，聽到北國跟亞蘭結盟，

怕了，上帝派以賽亞告訴亞哈斯 ─ 不要怕、靠上帝；

王不聽，到很遠的地方把亞述引進來，

把北國、亞蘭滅了，繼續攻到南國

攻到南國的劇情就記載在 三十六到三十九章，

希西家，年輕的王，當王十四年就遭遇這麼大的災禍，的災禍，

只有兩個城沒有被攻取 ─ 拉吉、耶路撒冷

亞述的將軍拉伯沙基到耶路撒冷喊戰

南國的兩個支派 ─ 從羅波安到現在，要亡在他手中！

卅七3b 就如婦人將要生產嬰孩，卻沒有力量生產。

四面楚歌，人生碰到危機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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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危機到轉機，關鍵是 ─ 
當中的人要轉化、提升，了解問題，

四面楚歌、人沒有路，上帝仍然是人的唯一出路。

卅六、卅七章 結局非常顛覆性 ─卅 卅 章 結局非常顛覆性

拉伯沙基說：就剩下這兩個城了，

最後因為當中的人懂得轉化、仰望人類出路的上帝，最後因為當中的人懂得轉化 仰望人類出路的上帝

十八萬五千個人的危機解決，讓希西家帶來了感恩。

再大的危機都不怕，怕的是不懂得 ─
危機是讓你逼著轉化、仰望上帝的最好時候，

然後經歷到上帝仍然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環境沒有路的時候，

心境改變的人，會體會到上帝仍然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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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尋找迷失的屬靈原因

神兒女的危機本質上是內在的，

不是因為亞述王厲害，實際上是因為：

亞哈斯不聽上帝透過以賽亞所說 ─ 你來求告上帝；亞哈斯不聽 帝透過以賽亞所說 你來求 帝

他說 ─ 我不求告上帝、我不試探上帝。

所以上帝透過以賽亞說「必有童女懷孕」，所以上帝透過以賽亞說 必有童女懷孕」

那個神蹟、那個預言，是給亞哈斯。

亞哈斯如果聽上帝的話，就不會有亞述來攻南國。亞哈斯如果聽上帝的話 就不會有亞述來攻南國

北國被滅掉也不是因為亞述厲害，

是因為從耶羅波安分走了十個支派之後，

就一直拜偶像、一直得罪上帝，

北國的滅亡實際上是內在的得罪上帝。

‧四面楚歌‧迷失的屬靈原因‧異象總動員 ‧垂直面對 ‧後人乘涼

二十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研究許多的文明，

發覺這些文明之所以滅掉，關鍵不是外在的，

內在有沒有自覺 自省意識是內在有沒有自覺、自省意識，

文明的死亡，不是他殺、都是自殺、自己滅掉自己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羅馬帝國滅亡，不是因為基督教…
是它裡面所拜各樣墮落的神明，害得他們墮落，

所有的歷史把外殼挪去之後，都是屬靈的歷史。

還好有基督教去了，拖到 1453 年才亡國

所有的歷史把外殼挪去之後，都是屬靈的歷史。

希西家王十四年所碰到的危機，說穿了 ─
是南國提醒自己，我有沒有地方得罪上帝？是南國提醒自己，我有沒有地方得罪上帝？

只要敬畏上帝、遠離惡事，就不怕任何外面的困難

把上帝挪除、趕除，北國、南國相繼跟上帝背約，把上帝挪除、趕除，北國、南國相繼跟上帝背約，

得罪上帝，就沒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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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之後的自由派神學、哲學，無神、自由的反神過程，

是把上帝架空、用道德把上帝刷走。

因此自由民主社會裡，出生率很低、老化社會、大家忙…
就是因為沒有上帝的約，神學影響到社會學

把神塗抹之後，沒有約、婚姻不可靠，

就會有很多社會痛苦的情況

自由派神學、包括同性戀的人，

最討厭上帝的公義跟管教最討厭上帝的公義跟管教

根本的神學理論 ─ 不怕神、人沒有罪，

沒有釘十字架的耶穌、最後末世沒有審判沒有釘十字架的耶穌、最後末世沒有審判

索忍尼辛 ─ 人類，包括蘇俄會瓦解，

最大的問題起因，就是忘記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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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任何人，去想想 ─ 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上帝？

有苦難像約伯，他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災難？

只要你沒有得罪上帝，其他都是次要的…
有人問改革宗神學家司布爾 ─ 當今最大的屬靈需要需要是什麼呢？是什麼呢？有人問改革宗神學家司布爾 當今最 的屬靈需要需要是什麼 ？是什麼 ？

他回答 ─ 發覺上帝的真正身分！

如果發覺上帝的個性、位格、屬性，如果發覺上帝的個性 位格 屬性

就會徹底改變你的生命 ─ 男的就會愛他的妻子，

主管就會用基督的方式，管錢的就不會貪心…主管就會用基督的方式 管錢的就不會貪心…

最大的問題是離開上帝，危機來臨就要檢討！

卅六18 拉伯沙基說…你們要謹防，恐怕希西家

勸導你們說：「耶和華必拯救我們。」

正好提醒你 ─ 不要離開上帝、要來仰望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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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復興來自異象總動員 ─ 拉伯沙基在耶路撒冷外面喊戰…

卅六11 以利亞敬、舍伯那、約亞對拉伯沙基說：卅六11 以利亞敬、舍伯那、約亞對拉伯沙基說：

「求你用亞蘭言語和僕人說話，因為我們懂得；

不要用猶大言語和我們說話，達到城上百姓的耳中。」不要用猶大言語和我們說話，達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拉伯沙基更是用猶大話對城裡面的人說話…

卅六21-22 百姓靜默不言，並不回答一句，

因為王曾吩咐說：「不要回答他。」

當下希勒家的兒子家宰以利亞敬和書記舍伯那，

並亞薩的兒子史官約亞，都撕裂衣服，

臣僕、百姓、官長，通通同在一條船上，

來到希西家那裡，將拉伯沙基的話告訴了他。

臣僕、百姓、官長，通通同在一條船上，

這個危難是我們通通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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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Brown《達文西密碼、天使與魔鬼》，
消遣上帝來賺錢，在人間風光…

傳道人要把教會所有危難都是弟兄姐妹有分，

弟兄姐妹外在的困難也是我們有分的，弟兄姐妹外在的困難也是我們有分的，

怎麼樣關心 ─ 同在一條船上，全部總動員。

作史官的、扮演史官的角色，書記的、扮演書記的角色，作史官的、扮演史官的角色，書記的、扮演書記的角色，

你是文官、百姓、禱告…

教會應當栽培更多的人，像托爾金《魔戒》、
C.J.Lewis…基督徒衛道家、文字工作者，

好讓聖經 ─ 上帝的信仰能夠傳揚。

我們需要文學家、導演、各行各業，

需要在職場為主得人，全部總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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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七1-2 希西家王聽見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進了耶和華的殿，
使…去見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

卅七6 以賽亞對他們說：「你聽見亞述王的僕人褻瀆我的話，卅七6 以賽亞對他們說：「你聽見亞述王的僕人褻瀆我的話，

不要懼怕。我必驚動他的心；他要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裡倒在刀下。」我 使他在那裡倒在刀下 」

各行各業都要有以賽亞傳道的角色；

傳道人更要讓屬神的百姓，用事業來事奉上帝 ─傳道人更要讓屬神的百姓，用事業來事奉上帝 ─
教會的影響力不在牆內、不是禮拜天多少人

而是在社會有多少影響力，復興來自異象總動員而是在社會有多少影響力，復興來自異象總動員

年紀老、在病床的，可以成為禱告者

台灣以前陽明大學的校長韓偉弟兄台灣以前陽明大學的校長韓偉弟兄…
病床所帶的信耶穌，比他好好的時候更多人，

探訪他正好是佈道的機會探訪他正好是佈道的機會。

要信徒總動員，訓練一些代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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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平的問題需要垂直去面對

希西家撕裂衣服、進入聖殿，派人去告訴以賽亞…

卅七4 或者耶和華─你的神聽見拉伯沙基的話，

就是他主人亞述王打發他來辱罵永生神的話；就是他主人亞述王打發他來辱罵永生神的話；

耶和華─你的神聽見這話就發斥責。

故此 求你為餘剩的民揚聲禱告故此，求你為餘剩的民揚聲禱告。

以賽亞禱告，發覺希西家的問題照常出現 ─
雖然古實王跟亞述打仗，亞述準備拔營，

但拉伯沙基來第二次喊戰，很快希望把耶路撒冷搞掉；

希西家當然不知道外面的問題，

他唯一知道就是 ─ 我的問題沒有解決。他唯 道就是 我的問題沒有解決

是需要代禱，但代禱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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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七14-19 希西家上耶和華的殿…向耶和華禱告說：
「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

惟有你是天下萬國的神，你曾創造天地。惟有你是天下萬國的神，你曾創造天地。

耶和華啊，求你側耳而聽；耶和華啊，求你睜眼而看，

要聽西拿基立…來辱罵永生神的。

耶和華啊，亞述諸王果然使列國和列國之地變為荒涼，

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裡；因為他本不是神，

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頭、石頭的，所以滅絕他。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頭、石頭的，所以滅絕他。

卅七20 耶和華我們的神啊，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

使天下萬國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華。」

代禱當然重要，但需要自己親自去面對上帝。
上帝沒有把危機解決 是為你的好處

使天下萬國都 道唯有 是耶和華 」

上帝沒有把危機解決，是為你的好處 ─
好讓你經歷到那個神不是別人的神，是你的神

是信徒自己經歷出來 親自去面對 去經歷神是信徒自己經歷出來，親自去面對、去經歷神…
那位全能的神，不單單只是以賽亞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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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西家禱告完以後 上帝透過以賽亞說希西家禱告完以後，上帝透過以賽亞說 ─
一定要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一定有餘民，上帝必要出手…
卅七34-36 「他從哪條路來，必從那條路回去，

必不得來到這城。」這是耶和華說的。

「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必保護拯救這城。」

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

希伯來文直譯 ─ 清早起來，這些十八萬五千個人

正想醒過來刷牙漱口，一看 ─ 我死了，再躺下來。想 過來刷牙漱 看 我 了 再躺下來

兩三百年前的大衛，子孫需要上帝記念你的約。

沒有大衛，錫安城會瓦解；沒有保羅，不會有歐洲的教會沒有大衛，錫安城會瓦解；沒有保羅，不會有歐洲的教會…
你我現在需要用上帝的眼光、活在上帝面前，說：

「主啊，我需要你，我的子孫更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我的子孫更需要你！

我今天有危機的時候仰望你，讓上帝成為我的盾牌。」



主 禱告禱告主，我們謝謝你，

困難再多、你永遠是出路，

禱告禱告

怕的是我們不懂得來仰望，

怕的是不懂得去尋找你。怕的是不懂得去尋找你

主啊！讓所有神的兒女通通動員起來，

成為禱告、各行各業在職場為主得人的人；

更重要 ─ 有以賽亞能夠禱告仰望，

甚至被逼的說 ─ 你是全能的神。

把這個路開了 ─ 在基督裡面信心賜給我們！把這個路開了 在基督裡面信心賜給我們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