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賽亞書裡的餘民和僕人

Orlando 1／25-27/2018

第一堂： 餘民的故事和他們在神眼中的價值 （綜覽）
經文： 賽 1:3,9; 7:3, 10:22; 37:31-32; 40:27-31; 42:1-4; 53:10; 61:1-3; 62: 1, 6-7; 65:8-9; 66:1-2; 羅
11:5
1. 以賽亞給兒子取名叫 “餘民要歸回”
a. 主人和主人的槽－第 1 章神說以色列除少數剩餘之民（簡稱餘民）以外都離
棄了神（賽 1:3,9)
i. 摩西的警告和約書亞的警告 （申 28:15, 25; 30:1-3; 書 23:16)
ii. 以利亞的年代以色利王拜巴力，逼迫神百姓，神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沒
有向巴力屈 qi（王上 19:14,18)
iii. 以賽亞當代猶大的光景：悖逆神，離棄耶和華，欺壓孤兒寡婦 （賽 1
章）
b. 餘民要歸回 － 第 7 章以賽亞給兒子取的名字，是他的憂慮和盼望 （賽 7:3)
i. 第 10 章他預見被擄於亞述，說餘民要歸回全能的神 （20,22)
c. 餘民仍要往下扎根 － 第 37 章神囑咐希西家將來恢復的路 （30-32）
i. “仍要”說到從前有過，但是已經許久沒有了。
d. 行路的人：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第 40 章神對餘民的安慰和勉勵 （2731）
e. 看哪我的僕人 － 第 42 章耶和華介紹祂那受膏的僕人 （42:1-7）
i. 祂帶來恩典，真理，和自由；祂是光，是約
ii. 那僕人有後裔 －祂是神的羔羊，是贖罪祭。祂有後裔。（53:10）
iii.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 第 61 章那僕人說明神差祂來的使命
（61:1-3）
f. 錫安悲哀的人 － 第 61 章那僕人開始指向為錫安悲哀的人 （3a）
i. 我要使他們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祂得榮耀 (3b)
g. 耶路撒冷城上守望的人－第 62 章那僕人設立守望的眾僕人（1，6-7）
i. 餘民為過去的歷史悲痛 － 第 63 章，祢卻是我們的父（16-17）
h. 葡萄中尋得新酒－第 65 章耶和華為僕人們的緣故不毀滅全體 （8-10）
i. 耶和華安息的所在－第 66 章耶和華在虛心痛悔的人中間找到安息 （1-2）
2. 餘民的例子：
a. 彌迦所記在外邦的餘民像耶和華的甘露，像林中的獅子 （彌 5:7-8)
b. 但以理為神守住自己。他禱告為祖先痛悔為神的公義和榮耀求歸回（但 9:119)
3. 新約中的得勝者和眾僕人
a. 保羅看見如今照著恩典的揀選仍舊有餘民 （羅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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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約翰看見主呼召得勝者來留意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然後反應 （啟 2-3 章）
c. 約翰看見他和接讀啓示錄的弟兄們同是僕人, 同有耶穌的見證 （啟 1:12,19:10)
4. 餘民在神眼中的價值
a. 眾人悖逆神，他們卻認識主人和主人的槽，
b. 神的旨意眾人不在乎，他們在乎
c. 神不能把祂恢復的工作交托給眾人，卻能交托給他們（賽 37:30）
d. 神不能期望眾人，卻能期望他們在耶路撒冷和外邦擔負祂的見證 (賽 37:3,
彌 5:7)
e. 神能使他們像那受膏的僕人成為眾僕人。別人沒有反應。
f. 神能在他們中間找到安息，在別人中間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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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裡的餘民和僕人－2

(Orlando 1/25-27/2018)

第二堂： 看哪我的僕人
經文： 賽 7:14，賽 9:2，6-7， 賽 42:1-7，賽 53:4-5
1. 神藉著以賽亞第一次明文啟示祂要差來的兒子：祂是生命、是光、是僕人、是愛。
a. 祂是生命－是童女所生，是以馬內利（第 7 章，14 節）
b. 祂是光－照亮住在死陰之地的人，叫他們看見那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
在的父、和平的君（第 9 章，2，6-7 節）
c. 祂是僕人－“看哪，我的僕人”（第 42 章 1-7 節）
d. 祂是愛－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第 53 章 4-5 節）。
e. 那生命、那光、那僕人、那愛是從天上來的，是屬天的，與地上的截然不同。
i. 祂來要帶領我們－ 53:10 的後裔，62 章的守望者，65 章的眾僕人
ii. 把我們從屬地帶到屬天，從屬土帶到屬靈－那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
也就怎樣（林前 15：48）
2. 以色列在做神的僕人上失敗了
a. 耶和華把雅各名字改為以色列, 意思是神的王子 （創 32:26-28)
i. 但是雅各子孫沒有配得上這名字。“以色列不承認我們”（賽 63:16)
b. 神要以色列做祂的僕人。“唯你以色列我的僕人”（賽 41:8)
i. 但是以色列在做祂僕人上失敗了。“誰比我的僕人眼瞎呢？誰比我差
遣的使者耳聾呢？”（賽 42:19）
c. 以後耶和華要興起另一位僕人代替以色列， 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
我必因你得榮耀”（賽 49:3）
3. 耶和華介紹祂那受膏的僕人，是獨一的以後要來的僕人 （賽 42:1-7）這僕人是：
a. 受膏的 － 我所扶持，所揀選，心中所喜悅的 （42:1）
i. 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 （42:1）
b. 真理 － 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42: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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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c. 恩典 －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42；2）
i.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42:3）
d. 約，光，自由 （42:6-7）
i. 使你做眾民的中保（原文作約），做外邦人的光
ii. 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坐黑暗的出監牢。
e. 在神眼中，這受膏的僕人當是所有真僕人的模型和領袖。
i. 以賽亞書第 61 章以後這樣的眾僕人就一再出現。
4. 七百年以後，這位神的僕人真的來到世上，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穌。新約有對應的記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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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的靈 －
i.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靈沒有限量 （約 3:34）
ii. 聖靈是神的靈也是基督的靈 （羅 8:9）
b. 恩典和真理 － 道成了肉身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
（約 1:14）
i. 恩典 － 主耶穌在馬太 12:18 就引用壓傷的蘆葦和將殘的燈火說到在
安息日醫好枯萎的手。祂兩次提到“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
（太 9:13,12:7) 今天我們裡面壓碎，失望就像壓傷的蘆葦；裡面發昏
和灰心就像將殘的燈火。两個故事：
1. 一個不說話的年輕人給我一片葉子，上面寫著“压伤的芦苇他
必不折断”
2. 一位老弟兄對我說“如今在基督裡就不定罪了”
ii. 真理 － 世界不認識真理，譏笑真理。彼拉多說，“什麼是真理”。
耶穌說“我來是為真理做見證”。（ 約 18:37-38）其實，祂就是真理。
（約 14:6)
1. 耶穌來，要讓我們認識神的真理，就是神一直要告訴人全部的
真理，關乎神的所是，所做，和旨意。
2. 因為耶穌，我們愛神的真理，也對真理有把握。我們在主裡越
長大就越寶貴真理。
iii. 約 － 祂是更美之約的中保 （來 8:6)
1. 以賽亞 42:6 說得更深： 那約就是一個人。祂是那約的應許，
內容，解釋，還有讓我們履行的力量。
iv. 光 － 生命在祂裡面，那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 1:4）
1. 這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的大光；這光 照亮住在死蔭之
地的人。（賽 9:2）
2. 這光是那為我們生的嬰孩，賜給我們的一子，政權必擔在他的
肩頭上。祂名稱為奇妙，策士，--- (賽 9:6-7)
v. 自由 － 耶穌把我們從罪，軟弱，瞎眼的捆綁裡釋放出來
1. 行淫被拿的婦人，約 8:4-5
a. 我也不定你的罪。走，不要再犯罪。 （約 8:11）
2. 患 12 年血瘺的婦人，路 8:43
a. 在醫生手裏花盡了一切養生的，沒有人能醫好她。
3. 生來瞎眼的人，約 9 章
a. 耶穌開了他的眼睛。前 7 節說到肉身的眼睛，以後 34
節都是說到屬靈的眼睛。
b. 使徒保羅為以弗所聖徒禱告：“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使你們知道 ---“ (弗 1:18)
5. 神那僕人要成為所有僕人的榜樣和領袖
a. 誰能看重祂而跟隨祂呢？就是那些餘民：
i. 他們愛神，在乎祂的旨意：祂的想法，祂的感覺和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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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他們有謙卑的心，知道自己常失敗，在自己裡面沒有良善 （賽 63:1617，羅 7:18）
iii. 他們有痛悔的靈，能讓神的靈有自由教導他們，引導他們。 （羅
8:14）神在他們心裡能找到安息。（賽 66: 1-2）
iv. 舊約的餘民和新約的得勝者都跟隨基督，繼續往前，成了神的眾僕人
（奴僕）
b. 那僕人的信息成了眾僕人的信息：恩典、真理、約、光、和自由。
i.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
價。（太 20:28）
ii.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林前 11:23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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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裡的餘民和僕人-3

Orlando， 1/25-27/2018

第三堂： 我的眾僕人 － 葡萄中間的新酒
經文： 賽 60:14-15; 賽 61:1-3; 賽 62: 1, 6-7; 賽 65:8-9
1. 神的目的是錫安
a. 神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詩 2:6）
i. “耶和華已經揀選了錫安，願意它做自己的居所”。（詩 132:13）
b. 在神眼中錫安也是神百姓應有的光景。
i.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這好比 ---，又好比黑
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 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詩 133）
c. 神的目的是要使耶路撒冷成為錫安 － 賽 60:14-15：
i. 耶路撒冷的屬靈光景敗落。（賽 59:1-15）
ii. 神要工作，要差遣一位救贖主來到轉裡過犯的人那裡，要使這城得榮
耀。（賽 59:16，20， 60:2） 素來苦待你的，-- 他們要稱你為耶和華
的城，以色利聖者的錫安。（賽 60:14）
iii. 你雖然被撇棄，被厭惡 ---我卻要使你成為永遠的榮華，累代的喜樂。
（60:15）
2. 那受膏的僕人在以賽亞書 61:1-3 宣告祂的使命
a.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61:1）
i. 傳福音給貧窮人，治好傷心的人
ii.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iii.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61:2）
b. 安慰錫安悲哀的人 （61:3）
i. 賜華冠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
ii. 使他們成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祂得榮耀。
c. 那受膏的僕人把我們的目光指向錫安和神的榮耀 （61:3b)
i. 那僕人沒有把華冠、喜樂油、讚美衣應許給不為錫安悲哀，不在乎神
居所的人。
ii. 那些公義樹是神所栽的，神自己的種子在樹裡面, 是樹的生命。
iii. 這些公義樹是神為自己的榮耀栽的。年年長高，不怕風雨。人從遠處
望見，就說那裡是錫安，歸榮耀給神。
3. 那受膏的僕人在耶路撒冷城上設立守望者 (watchmen)
a. 那僕人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息聲。（賽 62:1）
b. 祂的眾守望者晝夜也必不靜默 （62:6-7）
i. 祂要那些呼籲耶和華的自己不歇息，也不要使耶和華歇息，只等祂建
立耶路撒冷成為地上可讚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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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們有沒有感覺到那僕人的急迫？我們是否願意做祂的守望者？不歇息也不
讓神歇息，直到祂使祂的教會夠格成為祂榮耀的見證，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4. 我的眾僕人像葡萄中間的新酒 （賽 65:8-9， 23-24）
a. 耶和華如此說、葡萄中尋得新酒、人就說、不要毀壞、因為福在其中．我因
我僕人的緣故也必照樣而行、不將他們全然毀滅．（65:8）
b. 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從猶大中領出承受我眾山的．我的選民必承受、我
的僕人要在那裡居住．（65:9）
c. 這些主的眾僕人不為自己活。他們的生活工作成為別人的祝福，好叫全體被
保留。他們是少數，是餘民，是奴僕。他們對教會是祝福，對神是芬芳，對
自己和對四周的人是有意義的生活。
d. 那僕人對錫安，對耶路撒冷，對神見證的負擔應當成為祂眾僕人的負擔。
5. 公義樹、守望者、和葡萄中的新酒
a. 那時神為了得到祂和受膏者所要的錫安，把這 3 幅圖畫交給先知以賽亞。
b. 七百年後那受膏者基督耶穌來，把成就神旨意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帶給人。
c. 往後七十年，祂的使徒們說盡了神和基督心裡要告訴我們的話。
d. 今天我們是否該放下自己，起來跟隨耶穌，靠恩竭力做祂的公義樹、守望者、
和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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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裡的餘民和僕人－4

(Orlando 1/25-27/2018)

第四堂： 但以理書和新約裡餘民的心
經文： 但 1:8, 2:22-23； 彌 5:7-8； 但 9:1-3,5-7,16,19； 羅 11:5； 啟 2:5-7,12:11,14:4
1. 被擄和歸回的歷史
舊約裡被擄歸回有關的故事占了大部分篇幅。它開始於所羅門死，以色列國分為二。
北國仍叫以色列，始終沒有一個王跟隨耶和華。南國稱為猶大，有忠於神的王也有
離棄神的王。那些餘民一面為那時代屬靈光景的荒涼而悲傷，一面也看到一個神榮
耀的目的，大過他們的生命。他們愛主，也寶貴主的旨意。經過幾代的冷漠，衰退，
失敗和荒涼他們尋求歸回，回到為神的義和榮耀而活。北國在主前 722 年被擄於亞
述，從此沒有回來。南國猶大的耶路撒冷在主前 606 年降服於巴比倫，586 年被巴
比倫攻破，聖殿被毀。猶大的餘民在主前 536 年第一次歸回（所羅巴伯），主前
458 年和 445 年第二次（以斯拉）和第三次（尼希米）歸回。
a. 當耶路撒冷在主前 606 年投降的時候，但以理和其他貴冑被擄到巴比倫。開
始了神百姓幾代的痛苦和羞辱。
b. 但以理在被擄之地過一個分別給神的生活。他和三個朋友住在敵意環繞的地
上，卻緊靠天上的神，年復一年。
i. 他們認識主人和主人的槽；尊重主人，來到祂面前得供應。(但 1:8，
12，15)
ii. 從起頭，當但以理禱告祈求，神就向他啟示人不能知的事。（但
2:17-23）
iii. 但以理藉禱告維持每天跟神交通。（但 6:10） 讀手邊有的神的話
（但 9:2）。
iv. 保羅說，誰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是患難嗎？困苦嗎？逼迫嗎？飢
餓嗎？----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羅 8:35-36）
c. 尼布甲尼撒王和以後的大利烏王都開始敬重但以理和他的神。他們的敬重與
時俱增，遠超過他們國中的任何人。
i. 彌迦預見：雅各餘剩的人必在多國的民中，如從耶和華那裡降下的露
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 --- 如林中百獸中的獅子 ---。（彌 5:7-8）
d. 但以理每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開窗禱告。（但 6 章）
i. 他不能忘記神的旨意在耶路撒冷。
ii. 人把他放在獅子坑裡，神卻負他的責任，封了獅子的口。
e. 但以理被擄將近 70 年的時候他讀到耶利米書，明白神要帶他們回去。他就
來到神面前禱告。（但 9:1-3）
i. 但以理覺得他和他的同胞欠神一個痛悔，一個欠了太久的痛悔。
2. 但以理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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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神承認自己一代和列祖犯的罪。他求神恢復神的城和自己的百姓，回到神一向
所要的，就是祂的義和祂的榮耀。
a. 主阿，我們犯罪作孽 --- 祢是公義的，我們是臉上蒙羞的，因我們 --- 被祢趕
到各國的人都得罪了祢 --- 這一切災禍臨到我們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寫的
--- 我們的神在祂所行的事上都是公義。我們並沒有聽從祂的話。（但 9:5-14）
i. 但以理表達了一個極深的痛悔：列祖和我們長久犯罪抗拒神，摩西警
告的災禍就發生在我們身上。
1. 他感覺不論我們或列祖得罪神，是神的心受了傷，神的見證受
了虧損。
ii. 我們該受責罰。不是尼布甲尼撒的事，甚至不是偶像的事，是我們的
事。
b. 主阿，求祢按祢的大義使祢的怒氣和憤怒轉離祢的城耶路撒冷，就是祢的聖
山。耶路撒冷和祢的子民因我們的罪惡和我們列祖的罪孽被四周的人羞辱。
（但 9:16）求祢垂聽僕人的祈禱懇求，為自己使臉光照祢荒涼的聖所。（但
9:17）
i. 你（耶路撒冷）雖然被撇棄 --- 我卻使你變為永遠的榮華，成為累代
的喜樂。（賽 60:15）
ii. 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
的。（賽 43:7） --- 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造的，好述說我的美德。
（賽 43:21）
iii. 這是為神旨意的嫉妒。但以理說按照神的大義，這城和這民是理當歸
神的。他求神恢復這城和這子民該有的榮耀，不論他們過去如何失敗
和羞恥。
c. 以斯拉和尼希米的禱告表達了同樣的靈。（拉 9:5-15， 尼 1:4-11）
3. 最後一次歸回 － 耶和華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尼 8:10b)
城牆修建好以後（破損了一個半世紀，52 天修建好）百姓要求聽律法書和講解。
聽懂了就都哭泣。他們看見了但以理，以斯拉和尼希米所看見的：就是神的義和神
的愛。他們流淚懊悔。
a. “耶和華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 耶和華在賽 66：1-2 尋找安息的所在，
就在虛心痛悔因祂話戰驚的人心裡找到了。這裡尼 8 章耶和華在這些餘民心
裡找到了喜樂。
b. 這是一段榮耀的歷史，不在聖殿也不在城墻，而在餘民的心和靈：但以理，
所羅巴伯，哈該，撒迦利亞，以斯拉，尼希米，修建城牆的人，集合在聖殿
前面的人，等等。耶和華可以指著他們向祂的仇敵誇勝。
4. 餘民的心和靈繼續在新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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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徒保羅看見神的餘民從以利亞和七千人一直延續到現在。（羅 11:3-5）
i. “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恩典的揀選仍舊有餘民” （羅 11:5 原譯）
b. 得勝者
i. 主耶穌：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
界。” （約 16:33b)
ii. 保羅：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羅 8:37）
iii. 約翰的啟示錄：
1. 悔改，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我要 --- （啟 2，3）
2.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
愛惜自己的性命。（啟 12:11）
3. 羔羊無論往哪裏去他們都跟隨祂。（啟 1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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