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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的历史背景记录在 王下十五 至 廿一、代下廿六 至 卅三，

以赛 出生在乌 雅的年代 是 大 史繁荣稳 的时期以赛亚出生在乌西雅的年代，是犹大历史繁荣稳定的时期，

乌西雅去世那年，以赛亚蒙召成为神的代言人
紧接在乌西雅王、约坦王之后的是亚哈斯王，

所面临的危机是北国以色列、亚兰 (叙利亚)，

联合攻打耶路撒冷，大概是 B.C.734 左右

在这个时候，

上帝透过以赛亚宣告了以马内利的应许

经文研究就发现 ─ 亚哈斯王不肯听从，经文研究就发现  亚哈斯王不肯听从，
转而向亚述求援、暂时解除了危机，

以色列、亚兰，先后被亚述帝国歼灭以色列、亚兰， 帝 歼

犹大必须向亚述称臣进贡，成为附庸国

以至于整个国家 亚述已经把北国灭掉了以至于整个国家，亚述已经把北国灭掉了，
亚述大军可以直接兵临城下、打到耶路撒冷…

以赛亚书第七章以马内利预言 ─ 研究先知书的解经与释经…

一、历史背景
二、文意脉络
三、文学诠释

1、阅读整卷书和经文段落阅读整卷 和经文段落

2、找出作者写作主旨和主题的发展脉络

3、辨识起首和结尾等套语关键字眼、分析结构模式、、辨识起首和结尾等套语关键字眼、分析结构模式、

划分文体、段落单元，很像很多篇讲章

4、辨别各个次文体的类型 ─ 控诉、审判、呼吁、应许4、辨别各个次文体的类型  控诉、审判、呼吁、应许

5、区别诗歌体裁、散文，解经模式不大一样

6 作者所使用的文学意象、象征、题旨，6、作者所使用的文学意象、象征、题旨，

作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

7 重新阅读经文 全面性的理解 而不是只有小片段7、重新阅读经文，全面性的理解、而不是只有小片段

8、有预言的特质，要在历史性和预测性上取得平衡

整个以赛亚书一共六十六章，
 至 卅九 信息是以审判为主 以宣讲的对象而言 一 至 卅九 信息是以审判为主，以宣讲的对象而言…

 一至十二 对着选民，七亚哈斯做王时的故事体裁
十三至廿三 对外邦列国 都是审判的信息 十三至廿三 对外邦列国，都是审判的信息

 廿四至廿七 对前面审判信息的结论，有小启示录之称，

描述列国的悲痛 以及耶和华圣山上的盛筵描述列国的悲痛、以及耶和华圣山上的盛筵

 廿八至卅三祸哉神谕，每个段落都以祸哉开始，

共讲了六个祸哉 是对着选民以及亚述一共讲了六个祸哉，是对着选民以及亚述

 卅四至卅五末日之书，对列国的审判、对锡安未来神的计划

是 个桥段 主角是希西家 称做希西家之书 卅六至卅九 是一个桥段，主角是希西家，称做希西家之书，

跟 王下十八-二十、代下卅二 的经文雷同，故事体裁
复兴安慰的信息 主 四十- 六六复兴安慰的信息为主

故事体裁 两个王面对危机的时候 信靠的挑战；故事体裁，两个王面对危机的时候，信靠的挑战；
其他经文大部分是上帝的晓谕，诗歌体裁。



以赛亚的全书有几方面的关注 ─
上帝 色 的 者称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 30 次，其他经卷只有六次

 以至于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圣民
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是耶和华的圣城、圣山

 在圣城、圣山、圣民当中，竟然包含了外邦人
全书以污秽不洁的耶路撒冷开始，

后半复兴安慰的应许 ─ 以锡安的复兴为终结，

其中是包含了外邦人的圣城、圣民

整个以赛亚书有这题旨贯穿，不是只在某些章节而已

看以马内利之书时会留意到 ─
亚哈斯王因着北方的以色列、叙利亚来进攻，亚哈斯王因着北方的以色列、叙利亚来进攻，

亚哈斯面对了信靠的挑战

呼应到希西家之书 也有信靠的挑战呼应到希西家之书，也有信靠的挑战

叙事文体中，故事背景、人物、时空，有很特别的所在

第七章 以马内利预言的宣告（亚哈斯做王）是一个兆头

七3 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雅述出去，
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

两个王面对能否
信靠耶和华神的挑战时信靠耶和华神的挑战时，

做呼应性的对比。

卅六希西家之书 希西家做王时 亚述王西拿基立来攻

卅六2b 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卅六希西家之书，希西家做王时，亚述王西拿基立来攻…

面对挑战当中，也重复出现兆头

实物背景当中，有地点、客观环境的挑战、
关键字「兆头」，成为在全卷书」，成 在 书

前后两个叙事体裁，会出现的呼应点。

第七章 以赛亚是奉命要去安慰亚哈斯

4-6 以赛亚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
亚兰王利汛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

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

上帝就晓谕亚哈斯…
11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

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

兆头 ─上帝一定会为你行事，
可以向上帝求一个记号可以向上帝求一个记号，

看到那个记号，就知道上帝一定会帮助你。

说 「我不求 试 和
亚述

12 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亚哈斯另有高明的计划，要找亚述搬救兵，亚哈斯另有高明的计划，要找亚述搬救兵，
以至于他不求、不要上帝来破坏他的计划。

13-14 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
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 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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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这个兆头的前提是因为亚哈斯不求，

 ַעְלָמה  05959

 到底这个兆头是好是坏？本来是好的，

上帝要亲自保护他们、给一个记号
这个兆头到底是什么意思？

 先不要太快想到马利亚生耶稣

童女 ─ 并不那么强调童贞性

 对亚哈斯当代到底有什么意义？

童女עלמה05959 ─ 并不那么强调童贞性，
而是具有生育能力的年轻女子
这个女子要怀孕生子 小孩子叫以马内利

 ַעְלָמה  05959

这个女子要怀孕生子，小孩子叫以马内利，
你看到这个小孩子，就想到神与我们同在



15 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
从现在怀孕 生子 到小孩四 五岁从现在怀孕、生子，到小孩四、五岁…

16 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
你所憎恶的那 王之地必致见弃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弃。
这孩子四五岁之前，那两个王一定会被灭掉！

记号用这个小孩子做为一个记号。

17 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
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
亚哈斯请亚述王来灭那两个王

亚述王不只灭了以色列王、亚兰王，

还攻击亚哈斯

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
就是从南北国分裂以来就是从南北国分裂以来，

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

之后，被亚述王攻击的时候描述…

18 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
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蜂子飞来。

背景：主前第八世纪，
北边有亚述帝国侵夺、南边有埃及威胁，北边有亚述帝国侵夺、南边有埃及威胁，

不论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

常常就是投靠北边的亚述对抗南边的埃及，常常就是投靠北边的亚述对抗南边的埃及，

或是投靠南边的埃及对抗北边的亚述。

这个时候上帝要发嘶声这个时候上帝要发嘶声，

上帝是元帅、战争的发动者，

他使埃及的兵 亚述的兵 通通飞来他使埃及的兵、亚述的兵，通通飞来

用修辞「嘶」苍蝇、蜜蜂通通飞来了…

19 都必飞来，落在…一切的草场上。

20-21那时，主必用大河外赁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
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 并要剃净胡须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

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
因为出的奶多 他就得吃奶油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

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

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 他必吃奶油与蜂蜜15 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

当时的战争惨烈，许多的百姓死于非命，
有 多 去吃 些粮食没有这么多的人口去吃这些粮食

奶油与蜂蜜都是原物料，

直接吃奶油与蜂蜜表示人口稀少。

不用再去加工制成其他的食物，就直接吃

这一段的修辞非常的丰富，

以小孩子被怀孕、出生，长到没多大这一切事情发生，以小孩子被怀孕、出生，长到没多大这 切事情发生，

要人想起是神的同在，而以小孩子做为神同在的记号。

八1 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
『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

（就是掳掠速临、抢夺快到的意思）。
我 以赛亚与妻子同室 她怀孕生子3-4 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
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

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
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马利亚的掳物

亚兰的首都 北 以色列的首都

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

亚兰的首都 北国以色列的首都

对当时的亚哈斯而言，立刻有一个小孩子出生，
也就是以赛亚跟他的妻子所生的也就是以赛亚跟他的妻子所生的

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
 这个小孩子就变成一个神同在的记号 这个小孩子就变成一个神同在的记号



八5-7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西罗亚缓流的水，
喜悦利汛和利玛利的儿子喜悦利汛和利玛利的儿子；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
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 切的水道，涨过两岸。」

所用的文学意象，是用河水、河流，
 上帝给耶路撒冷城的眷顾就是西罗亚的缓流 上帝给耶路撒冷城的眷顾就是西罗亚的缓流
他们不喜悦，上帝就使亚述王的河水猛然冲来，

不但冲倒亚兰王利汛和以色列王比加 不但冲倒亚兰王利汛和以色列王比加

 亚述王的河水猛然冲来，会一路冲到犹大

8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颈项。
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

这时让人想起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
我们认为神同在一定带给我祝福 帮助我所做我们认为神同在 定带给我祝福、帮助我所做，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 ─并不一定是…

八9-10列国的人民哪…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
任凭你们言定 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当亚哈斯王想用人的方法，来解决当时的国际危机，
上帝说 任凭去做终 破坏 去搬救兵终归 有上帝说：任凭去做终必破坏、去搬救兵终归无有

 从童女怀孕生子的兆头，来描述掳掠速临、

夺 看 神同在抢夺快到，让你看见神同在！

描述他们错误的没有投靠、信靠上帝，却倚靠外邦。

八18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
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

 以赛亚第一个儿子施亚雅述 ─余民归回
 第二个儿子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 ─ 掳掠速临 抢夺快到 第二个儿子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  掳掠速临、抢夺快到
 以赛亚 ─ 耶和华拯救

上帝的拯救中有包含审判 特别是刑罚他们不肯信靠神上帝的拯救中有包含审判，特别是刑罚他们不肯信靠神，

却去倚靠外邦君王的这个事情。

九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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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有意的用婴孩做为一个意象，为什么呢？
面对国际危机，人所要搬来是国际强权势力做为救兵…
上帝要给他们帮助、拯救的记号却是从一个婴孩

7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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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要兴起这个政权 是用 个婴孩做为记号上帝要兴起这个政权，是用一个婴孩做为记号。

在亚哈斯当代，从以赛亚第二个儿子的长成，
很快的亚兰、以色列被灭，亚述兵临城下，

让人看见神同在，对当年是审判的信息；

而不是只有到耶稣降生的时候，神才同在。

当马太引用这段经文，讲到童女怀孕生子，有一点转换…
以赛亚的经文并不强调童贞性以赛亚的经文并不强调童贞性

七十士译本翻译这段经文，马太的用字

希腊文是「童贞女」希腊文是「童贞女」03933 παρθένος
不得不佩服这是上帝的手介入其中！

马太福音应验「耶稣降生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耶稣降生是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在希律王当代，

使两岁以下男婴被杀，是一场灾难

真正神的同在也许对希律王是 个威胁

 而这个带来拯救的君王是大卫的后裔

真正神的同在也许对希律王是一个威胁，
因为耶稣降生是生来做犹太人的王；

而耶稣基督这 位大卫的君王而耶稣基督这一位大卫的君王，

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以马内利的预言并不是到耶稣降生就结束了…
上帝与人同在的心意

打从在伊甸园开始，神就要与人同在，

人的犯罪堕落、失去了神的同在

在旷野上帝指示摩西为他建造会幕，

神要与人同住、与人同在

后面有所罗门的圣殿圣殿

耶稣真正就是神的同在…
耶稣离世升天之后 吩咐门徒耶稣离世升天之后，马太福音吩咐门徒 ─
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他应许 我就常与你们 在他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录 神的帐幕启示录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上帝的同在好像是一道非常丰富的水流，
透过整个历史中各个神同在的预言透过整个历史中各个神同在的预言，

好像很多支流汇入这道丰富的水流，

是贯穿整个新 旧约的是贯穿整个新、旧约的…

并不只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预言以马内利，

到耶稣降生，只是单线式的应验
 其实非常丰富的让我们看见上帝要与人同在

耶稣真正成全了这个应许，

神的同在在耶稣的降生当中，

亚哈斯却失去了祝福 神的同在破坏他的计画

丰富的引导我们都进入耶稣的同在。

亚哈斯却失去了祝福，神的同在破坏他的计画，
可是神要同在的心意却从来没有改变。

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神每一句真实的话语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神每 句真实的话语，

而不是用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去错解神的话语。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耶稣 我们感谢你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使我们跟随你、给我们一个爱慕你的心，

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认识你。

当亚哈斯硬心不愿意信靠你、不求的时候，

你没有因为人的硬心而改变你的计画、

你仍然要与人同在！你仍然要与人同在！

也许亚哈斯错失了你要给他的应许，

帮助我们今天在读主话语的时候，帮助我们今天在读主话语的时候，

珍惜抓住每一个你给我们的机会，

渴望进入你的同在！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渴望进入你的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