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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以赛亚书11、29、40章
注释：《先知与君王》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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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

聚光灯

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

“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过去了；最后众先知的声音止

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息了。压迫者的魔掌重重地加于以色列人身上。犹太人在

行走却不疲乏。”

远离上帝时，信心就趋于黯淡，希望也几乎不能再照亮前

（赛40：31）

途了。许多人不了解众先知所讲的话……但在天上的议会
中，基督降临的时期却业已决定了：‘及至时候满足，上帝
就差遣祂的儿子……’”（《先知与君王》第58章，第49
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当有不幸的事发生时，我通常会：
和某个人倾诉倾诉。
祷告。
想办法让事情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
展。
越来越灰心，直到事情变得更加恶
劣。
试图回避别人。
把思想集中在积极的事上。
想象着将来事情会逐渐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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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你知道

狮子必吃草与牛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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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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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
故事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
曾听见吗？永在的上帝耶和华，
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
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
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
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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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耶 西 的 本 必 发 一
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
果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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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
（赛11:1-9;40:28-31）
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
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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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义必当他
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
带子。

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是在犹太人
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发出的，
那个时候上帝好象已经抛弃了
祂的百姓。外国的入侵者威胁
着犹大国。在以赛亚发出预言
多年之后，他的预言在犹太人
看来更加苦不堪言，因为他的
祖国进入到更加黑暗的景况中
——巴比伦人攻占了首都耶路撒
冷，犹大人被掳掠到外邦成为亡
国奴。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
但是上帝藉祂的先知给犹太百姓传
递了一道希望的信息。这道信息像
居，豹子与山羊羔同
是黑夜中的一点烛光，应许以色列
卧 ， 少壮狮子与牛犊
人将来终有一天被掳的时
期会结束，他们也必能
并肥畜同群；小孩
回到故土。
子要牵引它们。
但是以赛亚的预言还
牛必与熊同食，
不单是展望到以色列人
被掳归回这么短暂。他指
牛犊必与小
出将来必有一位拯救
熊同卧，
者到来，祂所做的将远
超过以色列人从仇
敌手中得自由。这些
预言提到了弥赛亚的到
来，祂要将祂的百姓从罪恶和
绝望之下拯救出来。当事情似乎绝
望之时，上帝将永远得救的盼望赐给祂
的百姓。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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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9:2）

上帝在这些经文中对祂的百姓发出了怎样
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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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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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9:6,7）

当犹太人失去自由和故土时，这些应许能给他们带来怎
样的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
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
里。”（罗5:5）

如果你生活在巴比伦之囚时期，当你听到或读到这些应许时，
你觉得它们会给你带来什么感受？

这些经文应许了一位怎样的弥赛亚？祂将为上帝的百姓成就怎
样的事？

这些预言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为2016年上帝的百
姓提供了什么盼望？

“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
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
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加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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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锦囊

名

“从以诺的日子起，藉着众先
祖与先知所重复讲述的应许，
便保存了 这 一 得 见 祂 显 现 的 希
望。” ——怀艾伦，《先知与君王》
第五十八章

拯救者的来临。

“弥赛亚的一言一行揭示荣耀的天父，
使堕落的人类明白上帝无限的慈爱。” —
—怀艾伦，《 Royalty and Ruin 》, 原文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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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当以色列百姓处在最黑暗的景况
中时，上帝应许将来会有拯救者
来到，祂要将全地恢复到从前完
全的状态。当我们处于自己人生
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刻，上帝也会
应许帮助我们。
从我们本周学习的圣经段落中挑
选一节经文，再加上圣经上另一
处的应许，就是当你感到灰心失
望时能够给你希望的章节。请将
这两节经文写在下面。

盼望这个词与等候紧密相连。如
果我们随时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东西，那我们便永远无法明白“盼
望”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盼望就是
当事情没有照着我们所想的发展，
当我们的祈祷未蒙立时应允时我
们所做的事。当我们等待祈祷蒙
应允时，盼望能够带我们度过最
黑暗的时辰。你今天在盼望些什
么呢？什么又能给你盼望呢？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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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请想象一下你是当年流亡的犹太
人中的一员。当你想到自己的故
土和同胞所遭遇的不幸时，你会
是什么感受？你对上帝的感受如
何？

在流亡过程中，一个安息日，你
遇到了一个犹太人，他正站着读
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就是你今天
在本周课程“走进故事”中所读到的。
当你听到这些经文时，你心中会
有怎样的想法和思潮？这些经文
会改变你对于未来的看法吗？它
们会改变你对上帝的看法吗？

星期一

请再看一遍本周课程存心节：以
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在有些
圣经的翻译版本中，这节经文是
这样开头的：“但那盼望耶和华的
……”

请阅读本周课程“聚光灯”中引自
《 先知与君王》的话。在这段话
中，怀爱伦带我们越过以赛亚的
时期，越过犹太人被掳归回的时
期，一直到了耶稣降生的时代。
在那个时候，怀师母这样说：“信
心就趋于黯淡，希望也几乎不能
再照亮前途了。”但也就是在这个
时候，正是上帝的神圣计划落实
的时候。当事情似乎非常黑暗无
光，百姓即将放弃对他们拯救者
的希望时，上帝亲自籍着拿撒勒
人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祂是
我们最终的拯救者。
上帝的百姓等待有关弥赛亚预言
的应验等了好几千年的时间。耶
稣的门徒等待祂的第二次降临也
已经有两千年了。你觉得今天我
们是否也生活在信心就趋于黯淡、
希望也几乎不能再照亮前途的时
候呢？如果是，我们能从以赛亚
的这段经文中得到什么启迪呢？

星期三

请在本周课程“妙语连珠”中阅读以
赛亚书九章六节。用圣经检索或
电子圣经，在旧约圣经中查找有
关预言耶稣降临的章节，并列在
下面。关于即将来临的弥赛亚，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这些经文给我们传递出什么信息？

星期四

本周课程的圣经经文全都是给那
些有关失望灰心的百姓提供信心
和盼望的。当犹太人灰心失望、
感觉上帝已经抛弃他们时，弥赛
亚和拯救者到来的应许使他们重
新生出盼望来。当你周围的环境
变得恶劣时，你能够从哪里得到
盼望呢？如果你的一位朋友灰心
失望，你能怎样鼓励他呢？你能
想出在自己身边有谁现在需要你
去与他分享这些满含盼望的信息
吗？你将如何去和他们分享呢？

星期五

在你今天祷告的时候，祈求上帝
将活泼的盼望赐在你的心里。如
果你现在因自己生活中的环境而
灰心，那么选择一节包含应许的
经文进行背诵，并从中获得信心
和盼望。在祷告中告诉上帝，你
要将这节经文作为祂对你个人的
应许，并加以期盼。

本周阅读*

《先知与君王》第58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访问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坚持这
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完
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