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赛亚书
Book of Isaiah



那时，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

他就来到约但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

得赦。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一切山漥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

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路3:2-6)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

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

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

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

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

定睛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路4:16-21)



正如贝多芬之于乐坛，莎士比亚之于文坛，司

布真之于讲坛，以赛亚被称为「先知中的先

知」，又被称为「弥赛亚的先知」。

以赛亚书被称为圣经中的「小圣经」、「第五

福音」、「以赛亚福音」、「旧约的福音书」、

「旧约的罗马书」。

新约圣经引用以赛亚书，多过其他先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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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古卷



1947年，有个少年牧羊人的一头羊进入了死海附近的洞穴里，为了叫

那头羊出来，牧童对洞里投掷石头，结果打破洞穴里的瓦罐，因而发

现一些古经卷。其后的10年间，在11座洞穴挖掘出了装有古卷的瓦罐，

共找到约四万个书卷或书卷残篇，被称之为「死海古卷」。



昆兰第四号洞穴：90%的死海古卷皆藏于此洞。









死海古卷包含了(除《以斯帖记》以外的)希伯来文旧约全书，其中

保存最完整的是《以赛亚书》。

死海古卷的年代，早的可能是主前200-100年，晚期的也不会超过

主后一世纪末。换句话说，死海古卷使得我们今天拥有的希伯来文

抄本证据，一下子向前拉了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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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女所生 7:14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在加利利传道 9:1-2 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

是神，政权永存 9:6-7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受苦 53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与恶人同死 53:9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与财主同葬 53:9 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大能与柔和 40:10-11 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

公义与仁政 32:1-8; 61:1-3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

公正与慈爱 42:3-4,7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

统治外邦 49:6;55:4-5 我已立他作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

以赛亚对弥赛亚的预言



1-4 真假属灵

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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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2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3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4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5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
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6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
7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8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
遣我。
9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10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1：2天哪，要听，地阿，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
竟悖逆我。
3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
4嗐，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
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
5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
6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
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
7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
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
15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
杀人的血。
16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
17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
21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
22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搀对。
23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
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



9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18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羊毛。
25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净你的杂质。
26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
公义之城，忠信之邑。
27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
28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

2: 2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3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

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
冷。
4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5雅各家阿，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4: 2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
茂盛。
3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

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
圣。



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
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9:2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
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7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
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11:1从耶西的本（原文作？？）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
2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
畏耶和华的灵。
3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
4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
气杀戮恶人。
5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
6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
要牵引他们。
7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8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9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
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65:17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
18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
乐。
19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
音。
20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
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
21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22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
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
23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
的子孙也是如此。
24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
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10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11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忒罗，古
实，以拦，示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
12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
13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
害以法莲。
14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肩头上或作西界）一同掳掠东方人，伸
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扪人也必顺服他们。
15耶和华必使埃及海汊枯干。抡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湿脚。
16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
上来一样。



1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
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2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3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
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8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
永约。
9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
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10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
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妆饰。
11田地怎样使百谷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
民
61:1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
如明灯发亮。
2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
3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



66: 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19我要显神迹（或作记号）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

拉弓的路德，和土巴，雅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
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
20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

峰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
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
21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
22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
也必照样长存。
23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
24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
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



9. 以下经节分别出自何处（请勿使用搜寻软件）：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赛2:2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

内利。－赛7:14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

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赛9:6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

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赛11:6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赛30:15

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赛30:20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

道。－赛40:3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赛40:31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

理传开。－赛42:3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蹚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

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赛43:2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

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赛

50:4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

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赛52:7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53:5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赛55:8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

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

监牢。－赛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