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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1895年著名的釋經學者Bernard 
Duhm打破傳統思維，認為依撒意
亞先知書應分成三大部份：1-39
章，40-55章及55-60章。

• 因其體裁、風格和內容各異，應是
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時期寫成。

• 分別稱為第一依撒意亞，第二依撒
意亞及第三依撒意亞。

• 至今學者普遍認同。



成書時期

第一依撒意亞 –約在主前740-700年

第二依撒意亞 –約在主前540年

第三依撒意亞 –約在主前500年



歷史背景

• 及至主前540年，達味後裔的君王
已成過去。猶大國已亡，耶路撒冷
被毀，聖殿成了廢墟。

• 大部份猶太人被充軍到巴比倫。
• 巴比倫是當時的統治者，居魯士是
一顆新星，日後要取代巴比倫的地
位。

• 第二依撒意亞的書卷有兩次直接提
到他的名字(依44:28，45:1)



第二依撒意亞書卷的主要訊息

1.以當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處境比喻現
時在巴比倫的處境 –新出谷(41:1-
44:23)。
•重申雅威是以色列的保護 (40 -41)
•上主僕人的詩歌 –人民的盟約，萬
民的光明 (42:6-7)

•巴比倫必亡，居魯士是受傅者和解
救者(44:28，45:1，48:14-22)



2. 安慰熙雍 – (上主的僕人詩歌)
•上主的僕人 - 由痛苦到救贖，普世救
恩的概念(49:1-51:8)

•痛苦者的安慰 (51:9 -52:12)
•上主僕人的經歷和效果 (52:13-53:12)
•熙雍，母親的結論(54:1-17)

3. 總結 - 預示默西亞時代的來臨 (55)

第二依撒意亞書卷的主要訊息



整篇55章都在預示默西亞的來臨

• 重訂盟約(55:3)
• 指向默西亞的使命 (55:4-5)
• 教人悔改(55:6-9)
• 聖言必實行天主的旨意，完成它

的使命(55:10-11)
• 為主留名，永垂不朽(55:12-13)



救恩的基礎來自天主與
人所建立的盟約

默西亞來臨是盟約的實
踐



盟約的許諾

• 亞當 –後裔會擊敗魔鬼 (創3:15)
• 諾厄 –天主不會再因人犯罪而毀滅人類 (創

9:15)
• 亞巴郎 –成為福源，萬民要因他獲得祝福(創

12:2-3)
• 梅瑟 –以色列要成為上主特殊的產業，司祭
國家，聖潔的國民 (出19:5-6)

• 達味–日後興起一個後裔，為上主的名建立
殿宇。他的王權永存不替(撒下 7:12-13)

• 耶穌 –救恩的實現



天主實踐祂的盟約 –從亞當到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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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約的效果

• 上主安慰以民，他們必得救援(依43:1-
7)，如果他們聆聽上主之言，必得生命
(55:3)。

• 重提要與以色列人訂立的盟約，這是對
達味許諾的實現 - 默西亞的來臨。(參撒
下7:12-15；依11:1-5)。

• 第二依撒意亞所描述的達味後裔的形象
與耶肋米亞(主前626年被召)和厄則克耳
先知(主前593年被召)所描述的，有了很
大的變化 (參耶23:5-8；則34:23-29)。



看，時日將到──上主的斷語──我必給達味興
起一支正義的苗芽，叫他執政為王，斷事明智
，在地上執行公道正義。
在他的日子裏，猶大必獲救，以色列必居享安
寧；人將稱他為：「上主是我們的正義。」
為此，看，時日將到──上主的斷語──人不再
以『那領以色列子民由埃及地上來的上主，永
在』的話起誓，
卻要以『那領以色列家的後裔，由北方，由他
驅逐他們所到的各地回來，使他們再住在自己
故鄉的上主，永在』的話起誓。

耶23:5-8



則 34:23-25

我要為他們興起一個牧人，那即是我的
僕人達味，他要牧放他們，作他們的牧
人。
我，上主要作他們的天主，我的僕人達
味在他們中作領袖：這是我上主說的。
我要同他們訂立平安盟約，使猛獸由那
地上滅絕，他們便可在曠野中安居，在
森林裏安眠。



• 第二依撒意亞所描述的達味，要以
「上主僕人」的方式去實現上主的救
恩。把「僕人」的觀念連上默西亞，
扭轉以色列人認為默西亞是饒勇善戰
如達味「君王」的傳統觀念。(參
52:13-53:12)。

• 這位默西亞的使命是要召叫普世萬民，
使他們投奔祂，並以此光榮天主(依
55:5)，(參依49:5-6)。

默西亞的使命和實現的方式



「上主僕人」的概念(53)

為默西亞的使命、經歷和效果有更清晣描
述：
• 以痛苦犧牲作補贖人類得罪天主的過犯。
• 承行上主的旨意，而非順從肉身的意願。
• 默默忍受祂的受造物不義的審判。
• 完成犧牲後，上主的旨意因而實現、滿

全。
• 多人因此成義。



譬如雨和雪從天降下，不再返回原
處，只有灌溉田地，使之生長萌芽
，償還播種者種子，供給吃飯者食
糧；同樣，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
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裏來；反之，
它必實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它
的使命。 (依55:10-11)

經文



經文以自然定律來比喻天主的話不會無功
而回。
兩個思想：
1. 天主通過先知所說的話，一定會發揮

作用，會達到預期的目標。
2. 天主的「聖言」- 就是天主子，祂必

會降生，實行祂的旨意(參閱若1:1-2；
14；3:16-17) ，完成任務。



• 聖言(天主子)會按天主的旨意行事 (參
閱若5:19，5:30，6:38-40)。

• 祂的說話不是出於自己，而是出自父
(12:49-50)。

• 甚至自願犧牲(參閱若18:11)
• 祂完成天主派遣祂的使命，回到天主那
裡。



默西亞時代來臨的準備

罪人應離開自己的行徑，惡人該拋棄自
己的思念，來歸附上主，好讓上主憐憫
他；來歸附我們的天主，因為他是富於
仁慈的。
因為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你們的
行徑也不是我的行徑。(55:7-8)



思念與行徑

經文比對罪人的思念與行徑和上主的思
念與行徑。
這段經文可以有三種解釋：
1. 人認為不斷寬恕人很難。但上主願意

寬恕人。
2. 人雖然不斷違背盟約，但上主卻繼續

信守盟約。
3. 人應放棄犯罪的思念，因為這不是上

主所思。



默西亞時代來臨的準備

無論採用何種解釋，第二依撒意亞
的呼籲：遠離罪惡、尋找上主、呼
求上主，歸附上主，也是我們在等
待基督第二次來臨時應持守的態度。



反思 –期待

•以色列人亡國後一直期待默西亞的出
現，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後，以色列
人要再等了五百多年。在我的生命中
可有要好期待的事？時間對我所期待
的信念可有改變？變得如何？

•我以甚麼態度去等待？
•如果我所期待的事物，結果與我的期
望大相逕庭，我會如何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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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讚美主



牧民活動

類比雨、雪、種子和撒種者在
福傳事工上的角色，默想各角
色的關係和相互的影響。

反思及分享自己在福傳中的經
歷和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