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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1-12章

认识神的圣洁

面对自己的不洁

信靠神得蒙拯救

忠心完成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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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上正确的认知

情感上正确的哀乐

行动上正确的取舍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I. 理性上正确的认知

• 审判巴比伦（13:1-14:27）

• 审判非利士（14:28-32）

• 审判摩押（15-16章）

• 审判大马士革（17:1-14）

• 审判古实（18章）

• 审判埃及（19章）

• 审判巴比伦（21:1-10）

• 审判以东（21:11-12）

• 审判阿拉伯（21:13-16）

• 审判耶路撒冷（22章）

• 审判推罗（23章）

1. 万军之
耶和华必
要审判全
地（审判
的全面
彻底）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 以色列的仇敌必被审判
• 以色列的亲属必被审判

（15-16，21:11-12）
• 以色列也不能幸免

（22章）

• 侥幸逃脱的摩押人被狮子
追上（15:9）

• 审判中城墙无法保护大马
士革和以法莲（17:1-3）

• 埃及的智慧也不能拯救埃
及脱离审判（19:12-14）



I. 理性上正确的认知
2.审判超越以赛亚的年代指向终极的审判
• 以赛亚得默示的背景（13:1）
• 神召聚审判的大军（13:2-5）
•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13:6-13）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6你们要哀号，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
9耶和华的日子临到，
必有残忍、忿恨、烈怒，
使这地荒凉，
从其中除灭罪人。

10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
日头一出就变黑暗；
月亮也不放光。……

13我—万军之耶和华在忿恨中发烈怒的
日子，
必使天震动，
使地摇撼，离其本位。



I. 理性上正确的认知
2.审判超越以赛亚的年代指向终极的审判
• 以赛亚得默示的背景（13:1）
• 神召聚审判的大军（13:2-5）
•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13:6-13）
• 审判的恐怖（13:14-18）
• 巴比伦的彻底毁灭（13: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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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
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

16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
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
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

17 我必激动米底亚人来攻击他们。
米底亚人不注重银子，
也不喜爱金子。

18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
不怜悯妇人所生的，
眼也不顾惜孩子。

19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
为迦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
必像神所倾覆的所多玛、蛾摩拉一样。



I. 理性上正确的认知
2.审判超越以赛亚的年代指向终极的审判
• 以赛亚得默示的背景（13:1）
• 神召聚审判的大军（13:2-5）
•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13:6-13）
• 审判的恐怖（13:14-18）
• 巴比伦的彻底毁灭（13:19-22）
• 对巴比伦王的审判（14:3-21）
• 神保证必照所预言的毁灭巴比伦
（14: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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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理性上正确的认知
2.审判超越以赛亚的年代指向终极的审判
• 神召聚审判的大军（13:2-5）
•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13:6-13）
• 审判的恐怖（13:14-18）
• 巴比伦的彻底毁灭（13:19-22）
• 对巴比伦王的审判（14:3-21）
• 神保证必照所预言的毁灭巴比伦
（14:22-27)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使大地战抖，
使列国震动，
17使世界如同荒野，
使城邑倾覆，
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
是这个人吗？
18列国的君王
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

19惟独你被抛弃，
不得入你的坟墓，
好像可憎的枝子，
以被杀的人为衣，
就是被刀刺透，
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
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

“12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
你何竟从天坠落？
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13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

14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15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
到坑中极深之处。

16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
留意看你，说：



I. 理性上正确的认知
2.审判超越以赛亚的年代指向终极的审判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以色列
被神审
判的
历史

教会
时代

末日七
年大
灾难

千禧年
国度

末日
审判

新天新
地永恒
国度



I. 理性上正确的认知
3. 神用起誓、宣告、兆头不容我们丝毫怀疑他审判的真实

“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号；
人人都要哀号。”（16:7）
“以法莲不再有保障；
大马士革不再有国权；
亚兰所剩下的
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17:3）

“4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
强暴王必辖制他们。
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19:4)

“5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实，所夸耀
的埃及，惊惶羞愧。”（20:5）

“24 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说：
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
我怎样定意，必照样成立，

25 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
在我山上将他践踏。
他加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
他加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

26 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
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

27 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意，谁能废弃呢？
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

（14:24-27）
23次“万军之耶和华”（全书60次）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I. 理性上正确的认知
3. 神用起誓、宣告、兆头不容我们丝毫怀疑他审判的真实

审判中埋藏的
国度信息
14:1-2

14:32

16:5

17:7-8

18:7

19: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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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巴比伦（13:1-14:27）

• 审判非利士（14:28-32）

• 审判摩押（15-16章）

• 审判大马士革（17:1-14）

• 审判古实（18章）

• 审判埃及（19章）

• 审判巴比伦（21:1-10）

• 审判以东（21:11-12）

• 审判阿拉伯（21:13-16）

• 审判耶路撒冷（22章）

• 审判推罗（23章）

1. 万军之
耶和华必
要审判全
地（审判
的全面
彻底）

“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
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
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
寻求公平，速行公义。”（16:5）



I. 理性上正确的认知
3. 神用起誓、宣告、兆头不容我们丝毫怀疑他审判与他国度的真实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II. 情感上正确的哀乐
1.以赛亚以神的心为心为万民遭审判哀痛

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
临到你夏天的果子，
并你收割的庄稼。
10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
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
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
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
11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
我心肠为吉珥·哈列设也是如此。”

（16:9-11）

“我为摩押悲哀
他的贵胄逃到琐珥，
到伊基拉·施利施亚。
他们上鲁希坡，随走随哭；
在何罗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

（15:5）

“9 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
与雅谢人哀哭一样。
希实本、以利亚利啊，
我要以眼泪浇灌你；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II. 情感上正确的哀乐
1.以赛亚以神的心为心为万民遭审判哀痛

3所以，我满腰疼痛；
痛苦将我抓住，
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
我疼痛甚至不能听；
我惊惶甚至不能看。

4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
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兢。”

（21:1-5）

“1 论海旁旷野的默示：
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
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

2令人凄惨的异象已默示于我。
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
以拦哪，你要上去！
米底亚啊，你要围困！
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II. 情感上正确的哀乐
1.以赛亚以神的心为心为万民遭审判哀痛

4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
我要痛哭。
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
就竭力安慰我。

5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
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
城被攻破，
哀声达到山间。

6以拦带着箭袋，
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
吉珥揭开盾牌。

7你嘉美的谷遍满战车，
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

8他去掉犹大的遮盖。
(22:1-8)

1 论异象谷的默示：
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

2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
欢乐的邑啊，
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
也不是因打仗死亡。

3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
都为弓箭手所捆绑。
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
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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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情感上正确的哀乐
2. 世人对即将大祸临头的审判麻木不仁毫无哀痛

“12 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
哭泣哀号，
头上光秃，身披麻布。

13 谁知，人倒欢喜快乐，
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
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14 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
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
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22:12-14)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以赛亚因万民遭审判而疼痛、慌张、
惊慌、战兢。（21:1-4）

“5他们摆设筵席，
派人守望，又吃又喝。
首领啊，你们起来，
用油抹盾牌。

6主对我如此说：
你去设立守望的，
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

（21:1-5）



II. 情感上正确的哀乐
3. 神的百姓因巴比伦王的灭亡欢喜快乐

3 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
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
日子，4 你必题这诗歌论巴比伦王
说：
欺压人的何竟息灭？
强暴的何竟止息？

5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
辖制人的圭，

6就是在忿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
在怒气中辖制列国，
行逼迫无人阻止的。

7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
人皆发声欢呼。

8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
都因你欢乐，说：
自从你仆倒，
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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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情感上正确的哀乐
4. 我们到底在为何而哀为何而乐？

“1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
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2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3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罗9:1-3)
“18 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
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
喜，并且还要欢喜；” (腓1:18)
“5 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
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
欢喜了。”（西2:5）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II. 情感上正确的哀乐
4. 我们到底在为何而哀为何而乐？
• 父母们每天对孩子为何而哀为何而乐？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II. 情感上正确的哀乐
4. 我们到底在为何而哀为何而乐？

“她的儿子雅各说：‘她是我们一切成就和美好品格的起点，感
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拥有这样一位母亲。’查尔斯曾经满怀
深情和感激地回忆起他的母亲，谈到她给孩子们读《圣经》，
恳请他们关心自己的灵魂。‘我不知道要用多少庄严的词汇，
才能描述我亲爱的母亲……’他写到，‘我记得有一次她这样
祷告：‘现在，主啊，如果我的孩子们继续走在罪恶的道路上，
那么他们的灭亡不是因为无知；如果他们不信靠基督，在大审
判的日子，我的灵魂要为他们作见证，证明他们应当灭亡。’
想到我的母亲要为我的灭亡作见证，我的良心深受触动……我
永远不会忘记，她曾经跪下来，用手臂搂着我的脖子，祷告说：
‘哦，愿我的儿子活在你面前！’”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II. 情感上正确的哀乐
4. 我们到底在为何而哀为何而乐？
• 父母们每天对孩子为何而哀为何而乐？
• 丈夫们每天为何而哀为何而乐？
• 妻子们每天为何而哀为何而乐？
……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III. 行动上正确的取舍
1. 抛弃神之外的一切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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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行动上正确的取舍
1. 抛弃神之外的一切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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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行动上正确的取舍
1. 抛弃神之外的一切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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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
古实的预兆奇迹。4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实人，无论老
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5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实，
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6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哪，我
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
们怎能逃脱呢？’” （赛20:3-6）



III. 行动上正确的取舍
1. 抛弃神之外的一切倚靠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8 他去掉犹大的遮
盖。那日，你就仰
望林库内的军器。
9 你们看见大卫城
的破口很多，便聚
积下池的水，10 又
数点耶路撒冷的房
屋，将房屋拆毁，
修补城墙，11 又在
两道城墙中间挖一
个聚水池可盛旧池
的水，却不仰望做
这事的主，也不顾
念从古定这事的。”

（22:8-11）



III. 行动上正确的取舍
2. 奉献生命（20章）

• “1 亚述王撒珥根打发他珥探到亚实突的那年，
他珥探就攻打亚实突，将城攻取。2 那时，耶和
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
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
样做，露身赤脚行走。3 耶和华说：「我仆人以
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
古实的预兆奇迹。4 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
人，掠去古实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
出下体，使埃及蒙羞。5 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
古实，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

• 6 「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哪，我
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
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III. 行动上正确的取舍
2. 奉献生命（20章）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这对先知以赛亚而言是艰巨的挑战。他的
名誉必因此被玷污，他必受鄙视与嘲讽，
街上的孩子们也会斥责他，伺机反对他的
人会说他是个傻瓜和神经病。他的身体也
可能因此受到伤害，他会更容易感冒，发
烧，危及生命。但是神命令他如此做，他
在最难顺服的命令中显明了他的顺服。而
他所服事的百姓对最合理最容易顺服的戒
律都不顺服就显得多么可耻！” ——马太.

亨利



III. 行动上正确的取舍
3. 奉献财物
• 推罗受罚（23:1-14）
• 推罗的复兴（23:15-18）
15 到那时，泰尔必被忘记七十年，照着一王的年日。
七十年后，泰尔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
16 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
拿琴周流城内，
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

17 七十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泰尔，她就仍得利息，与
地上的万国交易。18 她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
必不积攒存留；因为她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
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
• 七十年：很可能指700-630B.C 
• 七十年：完美的年数，完成使“推罗”从贪爱金钱的
淫乱中悔改所需的时间。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III. 行动上正确的取舍
3. 奉献财物
19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20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21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太6:19）

• 主耶稣给我们指出最稳妥收益率最高的金钱投资方式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 以在家设立自己按神心意
管理的十一奉献账号为起
点，操练用金钱投资永恒
国度。

• 抓住投资机会，不放过任
何财物能被神使用的机会。

• 奉献自己的房子作主日敬
拜或教会退修会地点。

抛弃
神之
外的
倚靠

奉献
生命

奉献
财物



理性上正确的认知

情感上正确的哀乐

行动上正确的取舍

投资永恒国度——以赛亚书13-23章



圣 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