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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1 - 13

1 彼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

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 使牲畜疲乏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

2 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

雅各家 以色列家 切余剩的要听我言3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

「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搋。

4 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搋。

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5 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

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

6 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

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

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1 - 13

7 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

不离本位 人呼求他 他不能答应 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

8 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作大丈夫。悖逆的人哪，要心里思想。

你 要追念上古的事 因 我是神 并 别神9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

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

10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

『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11 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

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

12 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

13 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

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

‧神鬼交战 ‧历史例证‧过程中的重点

以色列 比伦四十章 ─ 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
因为前面一百五十年的王希西家，

听上帝透过 赛 的不听上帝透过以赛亚的话，

巴比伦使者来，看到圣殿很多金银财宝，

征的路西征的路就定了，

巴比伦王就一批、一批…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

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一定会问上帝说 ─
上帝啊，你是不是向我们隐藏？你公平吗？

我的冤屈你为什么不查问 ─ 四十27

为了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为了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
上帝透过两件事向他们施行拯救 ─

政治弥赛亚古列 灵性弥赛亚耶稣政治弥赛亚古列、灵性弥赛亚耶稣，

把他们救出来。



‧神鬼交战 ‧历史例证‧过程中的重点

波斯打败巴比伦 让他们看到彼勒 尼波 这些偶像垮下来波斯打败巴比伦，让他们看到彼勒、尼波，这些偶像垮下来，

学机会教育 ─ 看到上帝如何让古列兴起，

伦的神巴比伦的神明都不能帮助巴比伦
讽刺 ─ 你们当初进迦南地、以色列历史中，

为什么一直在拜偶像！回想过去的堕落、愚昧…，

你们要悔改！要悔改
因此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等到改朝换代，波斯上来，

机会教育 ─ 帮助以色列人归回之后就完全是一神论，机会教育  帮助以色列人归回之后就完全是 神论，
过去还拜偶像、回来以后不敢拜偶像。

以斯拉、尼希米 怕的是异族通婚，以斯拉、尼希米…怕的是异族通婚，

变成像所罗门王一样 ─ 拜外邦的假神，

都都切断异族通婚的婚姻都都切断异族通婚的婚姻。

他们已经被吓到、不敢再拜偶像，因为巴比伦七十年的管教。

‧神鬼交战‧历史例证 ‧过程中的重点

十灾出埃及记十灾，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一灾 ─ 尼罗河的水变成血，胜过尼罗河神
第二灾 ─ 蛙灾，胜过认为风调雨顺的青蛙神明
第三、四灾 ─ 胜过象征复活的甲虫神胜过象征复活的甲虫神
第五灾 ─ 畜疫灾，胜过公牛神

第六灾 疮灾 胜过管传染病的女神第六灾 ─ 疮灾，胜过管传染病的女神
第七灾 ─ 降雹，胜过埃及的天神
第 灾 蝗虫灾 胜过以为有防害虫的神明第八灾 ─ 蝗虫灾，胜过以为有防害虫的神明
第九灾 ─ 黑暗灾，胜过埃及的太阳神

打击法老王 让法老的长子死了第十灾 ─ 打击法老王，让法老的长子死了

‧神鬼交战‧历史例证 ‧过程中的重点

士师记 ─ 摩押王伊矶伦，给以笏这个左撇子杀了，
出来经过凿石之地，就是偶像的地方，保护王；

但是以笏上帝帮助他，进去杀了以后，

凿石之地仍然老神在在 ─ 不能保护你的王。

人间的王不要以为拜很多庙可以帮助你，上帝才是倚靠
撒母耳记上 ─ 非利士人的神大衮最后躺下来，

非利士人还得痔疮
启示录 ─ 上帝跟撒但神鬼交战启示录  上帝跟撒但神鬼交战

一个人的神学决定命运、决定后果，个人的神学决定命运、决定后果，

巴比伦拜的是彼勒、尼波，垮台

以笏刺杀摩押王伊矶伦，所拜的偶像不能救他以笏刺杀摩押王伊矶伦，所拜的偶像不能救他

埃及的神明 不能救他

‧神鬼交战 ‧历史例证‧过程中的重点

谁造谁1. 信仰的本质是谁造谁
四六章 ─ 彼勒、尼波是用天平平银子、囊中抓金子，金做的平平 囊中

四四12-13 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
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 不喝水而发倦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

木匠拉线，用笔划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
用圆尺划了模样 仿照人的体态用圆尺划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

照人的形象来造神，

世人的神，都是人的形象来造的…
里面其实是木头、石头。

四四16-17 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
用剩下的做了一神 向这偶像俯伏叩拜 祷告他说：用剩下的做了 神，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

「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



‧神鬼交战 ‧历史例证‧过程中的重点

谁造谁1. 信仰的本质是谁造谁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有封神榜、有肉身成道…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有封神榜、有肉身成道…

圣经的真理 ─ 不是肉身成道，是道成肉身。

宗教很简单，两条 ─ 是人造神、还是神造人？

彼勒、尼波，都是人造的，彼勒、尼波，都是人造的，

囊中抓出来、铁匠、银匠刻出来的。

造神论 基本上是很无知的 背后是灵界 ─造神论，基本上是很无知的，背后是灵界 ─
撒但借着这样子，好让人受迷惑以为这是神。

‧神鬼交战 ‧历史例证‧过程中的重点

骑墙派2. 信仰上没有人可以骑墙派
1 彼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 3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
2 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
倒被掳去。

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
4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我必拯救。

人造的神 人造的宗教 神造的人 上帝的启示

5 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
囊中 金 雇 制造神像

8你们当想念这事…

人造的神 人造的宗教 神造的人 上帝的启示

6 那从囊中抓金子，雇银匠制造神像，他
们又俯伏，又叩拜。
7 他们将神像抬起，人呼求他，他不能答
应 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

9我是神，并无别神；再没有能比我的。
10我的筹算必立定…
11我召鸷鸟从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
就；我已谋定 也必做成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 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

人的宗教 让以色列归回全能的神

金银所刻不会动的神 上古的神、全能的神

没有人是骑墙派 你很难是真正无神论的人没有人是骑墙派，你很难是真正无神论的人，

真正无神论的人，最后会恨神或者反神。

‧神鬼交战 ‧历史例证‧过程中的重点

骑墙派2. 信仰上没有人可以骑墙派

耶稣讲得对 ─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耶稣讲得对  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信主之后，就会有属灵争战…

我从小是拜祖宗、拜庙的，我从小是拜祖宗、拜庙的，

出生的时候，是外公外婆家旁边岳飞庙的第二千个义子，

父母亲希望可以保护儿子长大，背后其实是撒但。父母亲希望可以保护儿子长大，背后其实是撒但。

我信主之后，爸爸、妈妈老家还没有信主，

我一回家 晚上睡觉就很难睡 原来有属灵争战我 回家，晚上睡觉就很难睡…，原来有属灵争战，

撒但在背后不让我把福音传给爸爸、妈妈；

后来我学会为家人祷告 一个一个信耶稣！

上帝给我们更大的权柄 ─ 祷告的权柄，

后来我学会为家人祷告… 个 个信耶稣！

好让你知道他是全能的神，然后经历到他…

‧神鬼交战 ‧历史例证‧过程中的重点

3 假神真拜 愈拜愈失败3. 假神真拜，愈拜愈失败
尼波是彼勒的儿子，是巴比伦帝国的守护神，

年节 会 来新年节庆的时候，会一同被扛出来出游、
接受全国的膜拜。

耶五十2b 巴比伦被攻取，彼勒蒙羞，米罗达惊惶…

巴比伦被攻破之后 父子档都垮台 屈身 弯腰巴比伦被攻破之后，父子档都垮台，屈身、弯腰，

倒了以后，士兵一边拿枪、

边要救彼勒 尼波断下来的头一边要救彼勒、尼波断下来的头，

重驮的意思 ─ 连牲畜都觉得好累啊！

四五23b 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

讽刺是 彼勒 尼波跪下来 在求人帮助我讽刺是 ─ 彼勒、尼波跪下来，在求人帮助我；
你拜这样的神，怎么会不失败呢？



‧神鬼交战 ‧历史例证‧过程中的重点

3 假神真拜 愈拜愈失败3. 假神真拜，愈拜愈失败

一个地方拜雷神，怕被雷劈，
上面装一个避雷针，

雷神怕雷劈？它不能救你啊！

四六6b 雇银匠制造神像… 10 我必成就。

四六7a 他们将神像扛在肩上… 4 我仍怀搋，直到你们年老。

巴比伦的士兵在抱他们的偶像，

那个偶像照理说是要救他们
上帝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那个偶像照理说是要救他们…

神鬼交战的背后就是人很无知 ─ 不懂得拜真神，

启示的神、全能的神，不是人刻的、不是人造的。

‧神鬼交战 ‧历史例证‧过程中的重点

的 运4. 一个人的垂直面，决定他水平面的命运
─ 如果你有上帝从小到老

四六3b-4a 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
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搋；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搋；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

四六7 ─ 巴比伦的神被立起来、安置在定位，
就三不动 不离本位 不能答应 不能救人就三不动 ─ 不离本位、不能答应、不能救人。

这样的神不能救你，你为什么要拜它呢？

四七1-3a 巴比伦的处女啊，迦勒底的闺女啊，
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

要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䠀河。
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

她们的神不能保护她们；以色列却平安地回家、归回。

‧神鬼交战 ‧历史例证‧过程中的重点

5 归回真神 才能在神鬼交战中享平安5. 归回真神，才能在神鬼交战中享平安
 得胜的神 ─ 让古列打败巴比伦，巴比伦的神都垮下去

不变的神 从小孩子到老 到追思礼拜 不变的神 ─ 从小孩子到老、到追思礼拜，

 我们一生有一个不变的神在帮助我们

来 诸神明不能救你，彼勒、尼波都躺下来了…
 怜恤爱我们的神 ─ 全能、慈爱，扛、保、抱、救

 上帝在做事 ─ 9-11节 出现十次「我」，

全能的神 历史的主宰 他要帮助你全能的神、历史的主宰，他要帮助你

 他拯救你 ─

四六13 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
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 锡安

归向这位全能神，让他救你一生！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

谢谢你让我们知道 ─ 过去所拜的错了谢谢你让我们知道  过去所拜的错了，

现在你才是 ─
爱我们 抱我们 造我们 全能的神爱我们、抱我们、造我们、全能的神。

让我们一生一世传扬你、见证你，

怜悯我们可怜的同胞 ─
假神真拜愈失败；；

引导我们早早透过基督的救恩，

把他们带到你面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祷告，阿们。

把他们带到你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