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2019.02  497 期

真理 

專欄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神

問先知以賽亞；他說：「我在這裡，請差

遣我！（賽六8）

《以賽亞書》第六章記錄以賽亞先知受

神的差遣，去向百姓們傳一個沒有人會願意

聽、就算聽也聽不明白的信息。

神的差遣，是要以賽亞去告訴百姓，

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

看見，卻不曉得。」神又說：「要使這百姓

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

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便

得醫治」（賽六9-10） 。

以賽亞奉差遣去傳的信息，中心內容是

「你們聽不明白、看不懂」。在傳這個信息

的同時，神告訴以賽亞：「要使」這百姓心

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要使」，

是「任憑他們」的意思，說明了神的旨意，

是要任憑這些猶大國的百姓因執意不願聽

勸，看不懂北朝以色列國被滅的教訓，不願

從悖逆中回轉，而被滅絕。

輕慢神惹禍

所以，以賽亞在傳講之前，已知道這個

工作不會有警誡之後的成效，因為神藉祂的

先知宣告的信息，不是這些亞伯拉罕的後裔

將如何回轉歸向神，而是在預告祂的救贖計

畫，也就是救恩在人的歷史中必經的過程。

這發生在烏西雅王崩的那年；不一定在

王死的那一刻，也不能確定在王死之前或之

後，只知是在那一年；以賽亞看見主坐在高

高舉起的寶座上，主的衣裳下擺（the train 

of His robe）垂下，遮滿聖殿。

烏西雅王登基時，年十六歲，因有通曉

神默示的祭司撒迦利亞輔佐，所以他定意

文／蔡恆忠

祂所應許的，是一個不被震動的國，……

永遠被存留的國度。难

樹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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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套繩）的行惡；然後，竟還張狂的說：

神若能報應我們的惡行，那就讓祂快快的報

應我們、成就祂的制裁，讓我們看看吧！

挑戰神的公義？

於是，神差遣以賽亞先知宣告祂公義的

判決：要讓他們聽不明白、看不懂，不得回

轉。

聖潔的種類

但在公義之餘，神卻存留慈愛和憐恤：

以賽亞在異象中看到主的衣裳下擺垂下，遮

滿聖殿：聖殿得到神以祂的衣裳充滿，有看

顧憐惜、迎娶為妻的意思（參：得三9； 結

十六8）。

神告訴以賽亞：「並且耶和華將人遷到

遠方，在這境內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內剩

下的人若還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滅，像

栗樹、橡樹雖被砍伐，樹 子卻仍存留。

這聖潔的種類在國中也是如此」（賽六12-

13）。 

儘管所羅門的聖殿將被巴比倫大軍毀去

（其實，是因百姓的悖逆和惡行，神召祂的

「僕人」尼布甲尼撒王來攻擊耶路撒冷、摧

毀聖殿，參：耶二五8-9），神有更值得看

顧的殿，不是那座將被廢去之地上的聖殿，

而是以賽亞的信息中最後所說，要繼續存留

的樹 子：聖潔的種類（Holy Seed）、聖經

中所描繪之真教會的根。

尋求神；他尋求神，神就使他亨通，所以他

的國家在內政和軍事上都極強盛。只可惜晚

年失節，因驕傲自恃，想憑己意在殿裡燒香

（此乃祭司的工作），額上忽然發出大痲

瘋，以致痲瘋病纏身至死。他駕崩時，正是

他的兒子約坦執政的時代。

約坦在神面前行正道，神使他極其強

盛；所以，烏西雅王死的時候，猶大國正處

於盛世。但在前一章，神藉先知講一個葡萄

園的比喻，說：「我為我的葡萄園所做之

外，還有什麼可做的呢？我指望結好葡萄，

怎麼倒結了野葡萄呢？」神的葡萄園就是以

色列家；祂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祂指望

的是公平，誰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義，

誰知倒有冤聲（賽五1-7）。 因此，國雖強

盛，百姓對神的訓誨卻是陽奉陰違。

葡萄園的比喻透露了：神所期待結的好

葡萄，是百姓中有公平和公義；祂所看到而

感失望的野葡萄，是暴虐和冤聲。

接著，以賽亞先知指出這些百姓將有六

禍。其中很挑釁的，是第三禍：

禍哉！那些以虛假之細繩牽罪孽的

人！他們又像以套繩拉罪惡，說：任祂急

速行，趕快成就祂的作為，使我們看看；

任以色列聖者所謀劃的臨近成就，使我們

知道（賽五18-19） 。

「以虛假之細繩牽罪孽、以套繩拉罪

惡」：這些百姓虛情假意，不只以細膩的手

法（細繩）背地裡作罪孽的事，甚至明目張



28 2019.02  497 期

當神說「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

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

心裡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時，以賽

亞先知還很天真的問：「主啊，這到幾時為

止呢？」他以為百姓的不願回轉有一個期

限。其實，那是神對舊約選民絕然的失望，

祂回答說：直到城邑荒涼，無人居住，房屋

空閒無人，地土極其荒涼。並且神將人遷到

遠方，在這境內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內剩下

的人若還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滅」（賽六

11-13）。

單單憑著舊的約要進入神的國已經成

為不可能！能進入的，只有一條路：像栗

樹、橡樹雖被砍伐，樹 子卻仍存留（賽六

13）。

樹 子，是樹木生長的源頭，樹幹被砍

下以後，樹 子還在地上，等時候到了，它

仍要發芽生長，長出全新鮮嫩的小樹，假以

時日，還將長成大樹。

那麼，猶大國被滅以後，留下什麼樣的

樹 子？那是神與大衛所立的約（代下七

18），是一個永遠的約，乃大衛王朝、猶大

王國的根！

神藉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壽數滿

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

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他必為我

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

遠。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

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撒下七12-

13、16）。

北朝以色列國和南朝的猶大國雙雙被滅

以後，經過大約一千五百年，以色列能在

1948年宣告獨立復國，確是神的憐憫；但那

是包括四分之一以上不同族裔的共和國，由

總統、總理，和議會決策帶領的政體，並非

大衛王朝的延續。

那個將在神面前永遠堅立之「你的家和

你的國」所預言的對象，是主耶穌來到世

上所要建立的「神的家」、「永生神的國

度」，是靈裡的真教會。

主耶穌降生前，天使向馬利亞顯現，對

她說：「馬利亞，不要怕！妳在神面前已經

蒙恩了。妳要懷孕生子，可以給祂起名叫耶

穌。祂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

把祂祖大衛的位給祂。祂要作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遠；祂的國也沒有窮盡」（路一30-

33）。所以，主的家和主的國，教會，才是

神向大衛所應許之永遠堅立的國。

在主耶穌傳天國的福音、說完撒種的比

喻時，門徒進前來，問祂說：「對眾人講

話，為什麼用比喻呢？」 耶穌回答：「因

為天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

道。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

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所以我用比

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

不見，也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

亞的預言，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

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因為這百姓油

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

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我就

醫治他們」（太十三10-15）。



29http://joy.org.tw    holyspirit@tjc.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原來，以賽亞受差遣所傳的，不只預言

了當代猶大國的毀滅，也預言了主耶穌將

要帶來之天國的信息。在祂的話中，「他

們」，是指那些聽不明白的外人，他們的心

回轉不了，所聽到的一點點福音信息也要被

奪去；而「你們」，是指主的門徒，真正跟

從主的人，乃神家裡的人；主耶穌要讓「你

們」知道天國的奧祕，若能持守信仰、持續

追求，必將得入主所說的天國。

所以，雖然地上的大衛王朝已經因北邊

的以色列國和南邊的猶大國都違逆神、背棄

神的約而遭毀滅，神向大衛所應許的話卻絕

不落空，因為「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

基督都是是的」（林後一20）。祂所應許

的，是那樹 子，一個不被震動的國，就是

直到受造之物都被挪去之後，能繼續地、永

遠被存留的國度。

這永遠的國乃神在試驗亞伯拉罕的時

候，已經穩穩的立下根基。我們若從這個方

向看，也稍可明白神為什麼試驗亞伯拉罕。

一個後裔

《創世記》第二十二章記載神試驗亞伯

拉罕，聖經提到這項試驗所造成的兩個結

果，就是：

亞伯拉罕認識了「神必預備」的真理，

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就是神必預備

的意思），他所得的認識，昭告世人：「在

神的山上必有預備」（創二二14）。

另外，神向他說：「論福，我必賜大福

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

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

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二二17-

18）。

「在神的山上必有預備」，這裡的「神

的山」是指亞伯拉罕獻兒子的摩利亞山，在

那個山上，除了一隻公羊，神真正的預備是

什麼？

「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這

裡的「後裔」是單數，也就是說，萬民都

要因他的一個後裔得福。神一開始應許亞伯

拉罕的福是「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現在，神說要因他的後裔得福，「因為你沒

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

給我」，這句話，神藉天使說了兩次。雖然

亞伯拉罕並沒有真的殺了以撒獻祭，但在神

的眼中，他已獻上。因此，神要賜大福，也

要把祂之前的應許更跨進一步、更清楚的講

明：亞伯拉罕的一個後裔將是萬民得救恩的

根源。

這個應許，在世代的交替中，神繼續賞

賜給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創二六4），和

孫子雅各（創二八14）。雖然在選民的歷史

中，他們未曾認真看待「地上萬國要得福」

這個應許，以為只有自己是特別蒙揀選的

民，這應許藉著有關彌賽亞的預言一直存在

於《創世記》到《瑪拉基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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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後來在聖靈的感動中，知道所

應許的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

乃是說「亞伯拉罕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

個人，就是基督。他說：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

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

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

是基督。我是這麼說，神預先所立的約，不

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的律法廢掉，叫應許

歸於虛空 （加三16）。

在神的山上必有預備

神為亞伯拉罕預備了公羊，來為他的兒

子代死、替他的兒子被獻上。在以撒與父

親同行三天前往摩利亞山的情境中，我們可

以感受到亞伯拉罕同樣的與他在天上的父同

行，也稍能感受神要如此將祂的獨生子賜給

世人的心境。主耶穌向尼哥底母這麼說：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三16）。 神以試驗亞伯拉罕來闡示祂

將賜下獨生子、賞賜永生的真理。

後來，在這個摩利亞的山上，在耶布斯

人阿珥楠的禾場那裡，大衛曾為神築了一座

壇，獻燔祭和平安祭求告神。神應允他，使

火從天降在燔祭壇上。

大衛為什麼在這裡築壇？ 因為以色列人

行事悖逆神，惹神發怒（撒下二四1）；神

乃任憑撒但去激動大衛數點百姓，以致得罪

神；因大衛的罪，神降瘟疫予以色列人，擊

殺百姓七萬人（代上二一1）。這事一方面

警誡大衛心中尚待修補的瑕疵，一方面也在

百姓的錯謬中彰顯神的公義。

當時，神差遣使者去滅耶路撒冷。剛要

滅的時候，神顯出祂的恩慈和憐憫，不降

這災，吩咐滅城的天使說：「夠了，住手

吧！」那時，神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珥楠

的禾場那裡。這時，大衛禱告神，說：「吩

咐數點百姓的不是我嗎？我犯了罪，行了

惡，但這群羊做了什麼呢？願我神的手攻擊

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擊祢的民。」大衛心

誠意真的認罪懺悔蒙神悅納，神吩咐他上

去，在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上為神築一座

壇；於是，大衛向阿珥楠買地築壇，獻祭求

告神，得神應允，使火從天降在燔祭壇上

（代上二一15-28）。

大衛說：「這就是神的殿，為以色列人

獻燔祭的壇」（代上二一31）。因為在這個

摩利亞山，神悅納大衛所獻的祭和他真誠的

懺悔。後來，所羅門也在神向他父大衛顯現

的摩利亞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

上、大衛所指定的地方建造神的聖殿（代下

三1）。

「在神的山上必有預備」。所預備的，

不只是為亞伯拉罕準備的代獻公羊、對大

衛和百姓們的饒恕寬容、和所羅門所建的聖

殿，最重要的是主耶穌在這裡被釘十字架、

以祂的寶血所立的新約，和用祂的聖靈所建

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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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耶穌囑咐門徒

們，說：「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

聽見我說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

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徒一4-5）。

在這山上，即耶路撒冷城裡，聖靈於五

旬節（初熟節）時降下，建立使徒時期的教

會。 

錫安山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

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

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

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

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

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

於耶路撒冷（賽二2-3）。

「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

於耶路撒冷」：錫安泛指耶路撒冷，包括在

東北邊的聖殿山――摩利亞山，和稍南的錫

安山。聖經稱耶路撒冷為錫安山，永生神的

城邑（來十二22），以屬靈的視野來看，

她是靈裡的真教會，是所有名字記錄在天上

之諸長子所共聚的教會。神的訓誨、生命的

信息都在這一個教會中。「萬民都（應該

shall）要流歸這山」，因這山超乎諸山，高

舉過於萬嶺；它的高，是因神選擇它作為祂

的殿（神的家house of God），從這裡傳揚

衪的話語。

世上雖有諸山，有許多不同的基督教會

在傳講耶穌，但神的家只在錫安山，那是

唯一的神的山，獨一領受得救全備真理的教

會。                                                              

 

聖靈專欄

徵
文

「聖靈」是什麼？有何

功用？您有感受到這從神來

的能力嗎？請以聖靈的象徵

（例：聖靈如鴿、如甘露、

如江河……等）來著墨，或

以聖靈如何改變人的觀念與

行為等真實的事蹟與見證，

加以敘述成文。文體請參考

《聖靈》月刊單月（1、3、5

月）號雜誌的封面裡頁。

字數：900字以內

長期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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