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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四十六章 1 - 13

1 彼勒屈身，尼波彎腰；巴比倫的偶像馱在獸和牲畜上。

他們所抬的如今成 重馱 使牲畜疲乏他們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馱，使牲畜疲乏，

2都一同彎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馱，自己倒被擄去。

3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餘剩的要聽我言：

「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保抱，自從出胎，便蒙我懷搋。

4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搋。

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5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與我同等，

可以與我比較，使我們相同呢？

6那從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銀子的人，

雇銀匠製造神像，他們又俯伏，又叩拜。

以賽亞書四十六章 1 - 13

7他們將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處，他就站立，

不離本位 人呼求他 他不能答應 也不能救人脫離患難不離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應，也不能救人脫離患難。

8你們當想念這事，自己作大丈夫。悖逆的人哪，要心裡思想。

9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

我是神，再沒有能比我的。

10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

『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

11我召鷙鳥從東方來，召那成就我籌算的人從遠方來。

我已說出，也必成就；我已謀定，也必做成。

12你們這些心中頑梗、遠離公義的，當聽我言。

13我使我的公義臨近，必不遠離。我的救恩必不遲延；

我要為以色列―我的榮耀，在錫安施行救恩。」

‧神鬼交戰‧歷史例證 ‧過程中的重點

四十章 ─ 以色列被擄到巴比倫去，

因為前面一百五十年的王希西家，

不聽上帝透過以賽亞的話，

巴比倫使者來，看到聖殿很多金銀財寶，

西征的路就定了，

巴比倫王就一批、一批…把他們擄到巴比倫去。

在巴比倫的以色列人一定會問上帝說 ─
上帝啊，你是不是向我們隱藏？你公平嗎？

我的冤屈你為什麼不查問 ─ 四十27

為了這些被擄到巴比倫的百姓，為了這些被擄到巴比倫的百姓，

上帝透過兩件事向他們施行拯救 ─
政治彌賽亞古列、靈性彌賽亞耶穌，政治彌賽亞古列、靈性彌賽亞耶穌，

把他們救出來。



‧神鬼交戰‧歷史例證 ‧過程中的重點

波斯波斯打敗巴比倫，讓他們看到彼勒、尼波，這些偶像垮下來，

學機會教育 ─ 看到上帝如何讓古列興起，

巴比倫的神明都不能幫助巴比倫

諷刺 ─ 你們當初進迦南地、以色列歷史中，

為什麼一直在拜偶像！回想過去的墮落、愚昧…，

你們要悔改！

因此被擄到巴比倫的以色列人等到改朝換代，波斯上來，

機會教育 ─幫助以色列人歸回之後就完全是一神論，機會教育  幫助以色列人歸回之後就完全是 神論
過去還拜偶像、回來以後不敢拜偶像。

以斯拉、尼希米 怕的是異族通婚，以斯拉 尼希米…怕的是異族通婚

變成像所羅門王一樣 ─ 拜外邦的假神，

都都切斷異族通婚的婚姻。都都切斷異族通婚的婚姻

他們已經被嚇到、不敢再拜偶像，因為巴比倫七十年的管教。

‧神鬼交戰‧歷史例證‧過程中的重點

十災出埃及記十災，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一災 ─ 尼羅河的水變成血，勝過尼羅河神

第二災 ─ 蛙災，勝過認為風調雨順的青蛙神明

第三、四災 ─ 勝過象徵復活的甲蟲神第 四災 勝過象徵復活的甲蟲神

第五災 ─ 畜疫災，勝過公牛神

第六災 瘡災 勝過管傳染病的女神第六災 ─ 瘡災，勝過管傳染病的女神

第七災 ─ 降雹，勝過埃及的天神

蝗蟲災 勝過以為有防害蟲的神明第八災 ─ 蝗蟲災，勝過以為有防害蟲的神明

第九災 ─ 黑暗災，勝過埃及的太陽神

打擊法老王 讓法老的長子死了第十災 ─ 打擊法老王，讓法老的長子死了

‧神鬼交戰‧歷史例證‧過程中的重點

士師記 ─ 摩押王伊磯倫，給以笏這個左撇子殺了，

出來經過鑿石之地，就是偶像的地方，保護王；

但是以笏上帝幫助他，進去殺了以後，

鑿石之地仍然老神在在 ─ 不能保護你的王。

人間的王不要以為拜很多廟可以幫助你，上帝才是倚靠

撒母耳記上 ─ 非利士人的神大袞最後躺下來，

非利士人還得痔瘡

啟示錄 ─ 上帝跟撒但神鬼交戰啟示錄 上帝跟撒但神鬼交戰

一個人的神學決定命運、決定後果，個人的神學決定命運、決定後果，

巴比倫拜的是彼勒、尼波，垮台

以笏刺殺摩押王伊磯倫，所拜的偶像不能救他以笏刺殺摩押王伊磯倫，所拜的偶像不能救他

埃及的神明 不能救他

‧神鬼交戰 ‧歷史例證‧過程中的重點

1. 信仰的本質是誰造誰

四六章 ─ 彼勒、尼波是用天平平銀子、囊中抓金子，金做的六章 彼勒 尼波是用 平平銀子 囊中抓金子 金做的

四四12-13 鐵匠把鐵在火炭中燒熱，用鎚打鐵器，

用他有力的膀臂錘成；他飢餓而無力，不喝水而發倦。用他有力的膀臂錘成；他飢餓而無力，不喝水而發倦。

木匠拉線，用筆劃出樣子，用鉋子鉋成形狀，

用圓尺劃了模樣，仿照人的體態用圓尺劃了模樣，仿照人的體態…

照人的形象來造神，照 的形象來造神
世人的神，都是人的形象來造的…
裡面其實是木頭、石頭。裡面 實是木頭 石頭

四四16-17 他把一分燒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飽。

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向這偶像俯伏叩拜，禱告他說：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向這偶像俯伏叩拜，禱告他說：

「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



‧神鬼交戰 ‧歷史例證‧過程中的重點

1. 信仰的本質是誰造誰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有封神榜、有肉身成道…從中國的角度來看 有封神榜 有肉身成道…

聖經的真理 ─ 不是肉身成道，是道成肉身。肉身 道 道 肉身
宗教很簡單，兩條 ─ 是人造神、還是神造人？

彼勒、尼波，都是人造的，彼勒 尼波 都是人造的

囊中抓出來、鐵匠、銀匠刻出來的。

造神論，基本上是很無知的，背後是靈界 ─造神論，基本上是很無知的，背後是靈界 ─ 
撒但藉著這樣子，好讓人受迷惑以為這是神。

‧神鬼交戰 ‧歷史例證‧過程中的重點

2. 信仰上沒有人可以騎牆派

1 彼勒屈身，尼波彎腰；巴比倫的偶像… 3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餘剩的要聽我言：
2 都一同彎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馱，自己
倒被擄去。

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保抱…
4 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我必拯救。

人造的神 人造的宗教 神造的人 上帝的啟

5 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與我同等… 8 你們當想念這事…

人造的神 人造的宗教 神造的人 上帝的啟示

6 那從囊中抓金子，雇銀匠製造神像，他
們又俯伏，又叩拜。
7 他們將神像抬起，人呼求他，他不能答
應，也不能救人脫離患難。

9 我是神，並無別神；再沒有能比我的。
10 我的籌算必立定…
11 我召鷙鳥從東方來，我已說出，也必成
就；我已謀定，也必做成。應，也不能救人脫離患難 就；我已謀定，也必做成。

人的宗教 讓以色列歸回全能的神

金銀所刻不會動的神 上古的神、全能的神

沒有人是騎牆派 你很難是真正無神論的人沒有人是騎牆派，你很難是真正無神論的人，

真正無神論的人，最後會恨神或者反神。

‧神鬼交戰 ‧歷史例證‧過程中的重點

2. 信仰上沒有人可以騎牆派

耶穌講得對 ─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耶穌講得對  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信主之後，就會有屬靈爭戰…

我從小是拜祖宗、拜廟的，我從小是拜祖宗 拜廟的

出生的時候，是外公外婆家旁邊岳飛廟的第二千個義子，

父母親希望可以保護兒子長大，背後其實是撒但。父母親希望可以保護兒子長大 背後其實是撒但

我信主之後，爸爸、媽媽老家還沒有信主，

我一回家，晚上睡覺就很難睡 ，原來有屬靈爭戰，我 回家，晚上睡覺就很難睡…，原來有屬靈爭戰，

撒但在背後不讓我把福音傳給爸爸、媽媽；

後來我學會為家人禱告 一個一個信耶穌！

上帝給我們更大的權柄 ─ 禱告的權柄，

後來我學會為家人禱告… 個 個信耶穌！

上帝給我們更大的權柄  禱告的權柄
好讓你知道祂是全能的神，然後經歷到祂…

‧神鬼交戰 ‧歷史例證‧過程中的重點

3. 假神真拜，愈拜愈失敗

尼波是彼勒的兒子，是巴比倫帝國的守護神，

新年節慶的時候，會一同被扛出來出遊、

接受全國的膜拜。

耶五十2b 巴比倫被攻取，彼勒蒙羞，米羅達驚惶…

巴比倫被攻破之後 父子檔都垮台 屈身 彎腰巴比倫被攻破之後，父子檔都垮台，屈身、彎腰，

倒了以後，士兵一邊拿槍、

邊要救彼勒 尼波斷下來的頭一邊要救彼勒、尼波斷下來的頭，

重馱的意思 ─ 連牲畜都覺得好累啊！

四五23b 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憑我起誓。

諷刺是 彼勒 尼波跪下來 在求人幫助我；諷刺是 ─ 彼勒、尼波跪下來，在求人幫助我；

你拜這樣的神，怎麼會不失敗呢？



‧神鬼交戰 ‧歷史例證‧過程中的重點

3. 假神真拜，愈拜愈失敗

一個地方拜雷神，怕被雷劈，個地方拜雷神 怕被雷劈

上面裝一個避雷針，

雷神怕雷劈？它不能救你啊！雷神怕雷劈？它不能救你啊！

四六6b雇銀匠製造神像… 10我必成就。

四六7a他們將神像扛在肩上… 4我仍懷搋，直到你們年老。

巴比倫的士兵在抱他們的偶像，

那個偶像照理說是要救他們
上帝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那個偶像照理說是要救他們…

神鬼交戰的背後就是人很無知 ─ 不懂得拜真神，

啟示的神、全能的神，不是人刻的、不是人造的。

‧神鬼交戰 ‧歷史例證‧過程中的重點

4. 一個人的垂直面，決定他水平面的命運
─ 如果你有上帝從小到老

四六3b-4a 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保抱，

自從出胎，便蒙我懷搋；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自從出胎 便蒙我懷搋；直到你們年老 我仍這樣

四六7 ─ 巴比倫的神被立起來、安置在定位，

就三不動 不離本位 不能答應 不能救人就三不動 ─ 不離本位、不能答應、不能救人。

這樣的神不能救你，你為什麼要拜它呢？

四七1-3a 巴比倫的處女啊，迦勒底的閨女啊，

你不再稱為柔弱嬌嫩的。

要用磨磨麵，揭去帕子，脫去長衣，露腿蹚河。

你的下體必被露出；你的醜陋必被看見。

她們的神不能保護她們；以色列卻平安地回家、歸回。

‧神鬼交戰 ‧歷史例證‧過程中的重點

歸回真神 才能在神鬼交戰中享平安5. 歸回真神，才能在神鬼交戰中享平安

 得勝的神 ─ 讓古列打敗巴比倫，巴比倫的神都垮下去

不變的神 從小孩 到老 到追思禮拜 不變的神 ─ 從小孩子到老、到追思禮拜，
 我們一生有一個不變的神在幫助我們

 諸神明不能救你，彼勒、尼波都躺下來了…
 憐恤愛我們的神 ─ 全能、慈愛，扛、保、抱、救

 上帝在做事 ─ 9-11節 出現十次「我」，
全能的神、歷史的主宰，祂要幫助你全能的神、歷史的主宰，祂要幫助你

 祂拯救你 ─

四六13 我使我的公義臨近，必不遠離。我的救恩必不遲延；

我要為以色列─我的榮耀，在錫安施行救恩。我要為 色列 我的榮耀 在錫安 行救恩

歸向這位全能神，讓祂救你一生！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謝謝你讓我們知道 ─ 過去所拜的錯了，謝謝你讓我們知道  過去所拜的錯了，

現在你才是 ─
愛我們 抱我們 造我們 全能的神愛我們、抱我們、造我們、全能的神。

讓我們一生一世傳揚你、見證你，

憐憫我們可憐的同胞 ─
假神真拜愈失敗；假神真拜 失敗

引導我們早早透過基督的救恩，

把他們帶到你面前。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榮耀的名禱告，阿們。

把他們帶到你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