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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救赎历史第四部分，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 

 

请你翻开手上的圣经，翻到以赛亚书 53 章。我们从以赛亚书 52 章的结尾开始看，大多数

人认为这应该归并在以赛亚书 53 章。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在以色列神学史上的「至宝」。

你喜欢读以赛亚书吗？这是一卷内容非常丰富的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有人说，「这是弥

赛亚预言的圣母峰。」没错。这是圣经中至高无上的信息。 

 

我甚至可以说这一章包含了世界上登峰造极的信息。司布真称这章为，「浓缩版的圣经，

实质上的福音。」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令人毛骨悚然，却光芒四射的十字架画面，而且写作

的时间比十字架的出现早了七百年。甚至在基督降世，我们听到这些话之前，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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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吓人又荣耀的事实。同时我希望你的灵被感动，因为上帝策划且制定这吓人，荣耀的

十字架事实。  

 

我们要注意的其实是所有以色列人的大团结。当我们想到这个，我们看到上帝在以色列，

有些经节清楚叙述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公义。同时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以最美的方式展现

了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有时我们因他的愤怒瞠目结舌，有时他的爱让我们哑口无言，

你心想，「到底哪个是真的呢？」 

 

如此愤怒的上帝怎么又可以如此慈爱呢？如此爱我们的上帝又怎能如此勃然大怒呢？今天

我们将看到这些同时出现在以赛亚书 53 章，上帝的愤怒，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上帝

的怜悯。我们上周提出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真实，公平，正直的上帝如何能

接纳罪人，说，「你们无罪」呢？这怎么可能呢？真实的上帝如何能称罪人世无辜的呢？

以属天的标准看来，这是个很大的争议。 

 

无论你属于哪一种人，无论你是保守派，或激进派，或自由派。我们都有是非观，我们都

相信对的要奖赏，错的要惩罚。我们期待上帝有相同的作法-高举义人，惩罚犯罪的人。

但福音的争议是上帝对大奸大恶的人说，「你没错。」这怎么可能呢？这个争议的答案是

「仆人」。 

 

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 52：13。我们待会就要从这里开始讲。我们要从 52 章的最后读到

53 章。如果大家看到 52：13，这里一开始就讲，「我的仆人。」请将这里的仆人圈起

来。我希望大家注意到以赛亚书经常提到「仆人」一词，而这里的「仆人」其实是指以赛

亚本人。 

 

例如，以赛亚书 41：8，这里是指上帝的百姓，以色列国。以赛亚书还有其他几次提到仆

人，而这里的仆人指的就是以赛亚本人。在以赛亚书 49：5 这里的仆人就是以赛亚本人。

因此当你看到仆人，并不一定是我们所谓的受苦的仆人耶稣。有时仆人是指以色列人。有

时是先知以赛亚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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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以赛亚书 53 章，和其他少数地方-诗篇当中的一些篇章，尤其是在以赛亚书的最后

部分，仆人指的是未来要来到世上的人。以赛亚书 53 章总共有十二节，其中八节涉及新

约中的耶稣。我们在耶稣降世之前的七百年就看到这个景象，我们一起来读。 

 

以赛亚书 52：13：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

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

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

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

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

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 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

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

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

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

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

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

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

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致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

罪，又为罪犯代求。 

 

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帮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你的

良善，你的伟大，在你爱子被压伤中彰显出来。我们祈求每一个人借着这位受苦仆人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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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受到鼓舞，安慰与坚定。我们祈求许多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第一次张大眼睛看到他

们最深处的罪，打开心门接受激都的爱。我们祈求今天有许多人因为你话语中的真理，脱

离罪的捆绑。奉耶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 

 

大多数学者将我们刚才读的十五节圣经，以每三节一段，分成五段诗节。我们也要这样

做。我们从以赛亚书 52 章的最后到 53 章，以三节为一段落，来看上帝仆人的五个真理。 

 

第一个真理，是关于上帝的仆人。以赛亚说：「他受人厌弃，但他要救赎。」他受人厌

弃，但他将要救赎。以赛亚书 52 章的最后三节其实是为以赛亚书 53 章铺路。一开始我们

就看到这奇怪，又看似互相矛盾的仆人。 

 

一方面，他就是个具人性的仆人。这里很清楚讲的就是一个人。但又不只是个人，这个具

人性的仆人拥有可怕的个性。不只是在他个人身上，还有他的遭遇。第 14 节说，「他的

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我们在读福音书和十字架故事时，看到耶稣经

常受到羞辱。他被辱骂。他被人用拳头击打头部。 

 

在以赛亚书 50 章，已经告诉我们，他的背任人打，他脸颊上的胡须任人拔。基本上，他

就是任人践踏。这就是人类的仆人，他的外表憔悴，他同时也是天上掌权的。我们在这段

经文中会看到这位憔悴仆人的样式，请看 13 节如何介绍他，「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

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上周读的以赛亚书 6：1：「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

哪里？「高高的宝座上」。这是以赛亚书四次用这种叙述的其中两次。除这次以外，其他

三次都和上帝有关。因此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这位仆人不是一般人。虽然他确实是个人，他

也是神。他是个外表憔悴，具人性的仆人。但同时，他也是震惊万国，具有神性的掌权

者。 

 

君王看见他要向他闭口。15 节这里说，「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回想一下今年我们所看

过的旧约中的献祭。我们提过祭物的血如何泼洒在圣殿的布幔，祭坛上，有时甚至会泼洒

在人的身上。我们提到如果今天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将血洒在你们身上，是多么奇怪的



Página (Page) 5 

 

事情阿。但其时泼撒祭物的血是表示这是在为某人，某件事献祭。以赛亚这里所说的是他

的血，仆人的血，要洒向万国。 

 

保罗引用过以赛亚书 52：15 的经文，在罗马书 15 章，当他谈到为什么他一定要四处传

福音，因为基督的血洒向所有的人，不分种族，言语，国家，他是他们的王。15 节最后

一部分谈到那些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那些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这是指没

有这些预言，没有旧约期盼的异教徒。 

 

异教徒，各国的民要看见他，明白他的作为。他将被厌恶，但他要救赎。具人性的仆人，

有着憔悴的容貌，超越常人的憔悴外貌-他要震撼万国。各位弟兄姊妹，仆人需要的不是

你的同情。他需要你来敬拜他。他是那位被我们厌弃，却要救赎我们的人。 

 

第二个真理，主要显露他，我们要拒绝他。主要显现他，我们要拒绝他。三段经文为一组

的第二组。53 章的前三节用修辞学的问句开始。「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

向谁显露呢？」显然主的力量已经显露了。主的臂膀，主的力量亲自向他的仆人显露。然

而看到的人却掩面不看他。 

 

请看这一组经文的最后一段。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尊重他-其

实就是不理睬他，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这里我们看到他受到的羞辱。第二节，「他在耶

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仆人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以赛亚说，就像巨大的

橡树，或结实累累的果树。这位仆人的出现就像嫩芽，像根出于干地。 

 

我们读到这里，难道不会立刻连想到那个乡下小旅店的马厩，马槽里躺着一个默默无名的

小婴儿吗？这个小婴儿将撼动罗马帝国。这个小婴儿将永远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这个近

乎不为人知，在世上活了近三十年的人，出现在旷野中，对一个奇怪的人说，「你愿意为

我施洗吗？」那里甚么都没有。我们看不到他的模样或尊贵。没有让我们渴望亲近他的荣

美。他出现时不是长发飘飘，容貌俊美，光芒四射的救世主。 

 

看到他受到的屈辱。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

样。看到他受的羞辱，看到我们受他责备。我们藐视他。我们不肯亲近他。轻看他。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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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他。他的一切-他的容貌，他做事的方法，他对人生，金钱，财富，骄傲，谦卑的看

法。我们不愿靠近他。在这个被自私与权势蒙蔽的世界，他甚至不值得我们重新考虑。上

帝要显露他，但我们拒绝他。 

 

这让我们看到第三段经文，可以说是核心的一段经文。一切都来到了最高潮。我们在这里

打个岔。以赛亚说，他将受害，使我们得救。仆人要被杀害，我们将因此得救。我们看过

这个，不是吗？今年一整年我们都在读旧约，我们看过上帝为他的百姓制定，精心筹划，

拟订的献祭制度。各种不同的献祭，最特别的有两种一年一次的，对吗？有逾越节的祭

祀，要将家中的羊，你和你孩子最爱的那一只，杀死献祭。 

 

用献祭羔羊的血遮盖我们的罪。这是逾越节。在利未记 16 章有赎罪日，我们几个月前读

过这一段，就是将祭物宰杀献祭。祭物的血要洒在施恩座上，最圣洁的地方，象征罪的代

价，已经付清了。死亡发生了，我们看到赎罪-其实就是遮盖-人的罪被祭物的血所遮盖

住。如果你还记得，献祭完这头动物，还有另外一头羊，这只羊不可杀死。 

 

大祭司将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上帝百姓诸般的罪孽。他这样做代表人的罪都归到代罪羔

羊的头上了。接着羊要被送到旷野无人之地，永远不可回来。这一幕象征上帝一年又一年

地在他百姓面前牺牲。你的罪归到羔羊头上，带到很远的地方，再也看不到。 

 

我们看到利未记 16 章这里说，「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在以赛亚书 53：4 这里

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请大家将「担当」划下来，并在旁边写下利未记 16

章。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他为我们受死，使我们可以得救。这是甚么意思呢？ 

 

第一，这代表仆人要忍受罪的惩罚。耶稣将要承受罪的惩罚。在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

们的忧患」，罪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罪的痛苦。他要被击打，苦待，受刑罚，

背上受鞭打。所有身体上的痛苦，所有心灵上的折磨，我们所看到的十字架就是因犯罪带

来的责罚。他要忍受罪的责罚，而且还不只是如此。 我们不能到此为止。否则我们将错过

以赛亚书 53 章的重点，错过了十字架的整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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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只是担当罪的责罚。以赛亚说：「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

上。现在请大家拿起你的笔，在 4-6 节，将每一个「我们」圈起来。把每一个第一人称复

数都圈起来。我们一起来。 

 

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把每一个我们圈起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

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迷途，个人偏

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一共不下十次。短短三节圈出九个，以赛亚在这里反复提醒我们，他所做的是为了我们，

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忍受刑罚，受击打，苦待，代替我们，以罪人

的身分。他不只是担当罪的责罚。他将一切的罪孽归在他身上。 

 

上帝恨恶罪人吗？诗篇第五篇-各位不必翻阅，请听我读。诗篇 5：5-6，「狂傲人不能站

在你眼前。你」-指上帝-「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

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或许我应该说憎恶。或许这个说法比较好。「不是的，上帝不恨罪人。他要灭绝他们，憎

恶他们。请大家写下来。」诗篇前五十篇中，我们看到十四次上帝恨恶作孽的人。他对说

谎的人动怒，等等。诗篇前五十篇就有十四次。还不只是旧约。我们看到新约，约翰福音

第三章，这一章有最有名的一段经文，谈到的就是神爱世人。约翰福音 3：36 则是最被人

忽略的经节，提到上帝对罪人的震怒，约翰福音 3：36。 

 

因此，上帝恨罪人吗？这里说了。难道是上帝恨恶罪，但是爱罪人吗？在某些方面，确实

如此，但这并不表示在某些方面上帝不恨罪人。这怎么可能呢？这是认识十字架的重要关

键。当我们看到圣洁的上帝恨恶罪，审判罪，我们要小心，不要以为这和自己无关。罪是

我们的一部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在我们里面生了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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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恨恶是因为罪，审判是因为罪，是的，这都是因为罪，但这不是我

们外在的表现，例如说谎，欺骗，或淫乱。因此他对罪的审判和恨恶是取决于罪人。十字

架的美在于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不只是为说谎，欺骗，淫乱等等受责罚。各位弟

兄姐妹，他是在代替你。他担当上帝的恨恶，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不只是因为你的

罪，而是因为你我，耶稣代替我们，将一切都归到他身上。 

 

我们千万不可只听信顺耳的陈腔滥调，抢夺了十字架的力量。他担当罪的刑罚，他代替了

罪人的身分。接着我们再说说上帝怎么能对罪人又爱又恨呢？我们待会再说。但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认识十字架的关键。罪的本质，人将自己视为神。第六节是这一段的绝对真

理，请划下来。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迷途，各人偏行己路，我们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

路。」 

 

走自己的路。一切都在我控制下。我要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所作的。今天有许多老师和

传道人会告诉你说，「要相信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相信自己」。他们为了吸引你而

对你说谎。不要上当，你要有自信，你要相信自己。你们是迷路的羔羊。最聪明，最有智

慧，最富有，最好的人，你们有如迷路的羊，走自己的路，并且沾沾自喜。你们远离最良

善，荣耀，值得你们尊重的上帝，对这位上帝说：「我不要走你的道路。」 

 

人把自己当作神，这是救恩的本质。上帝以自己代替人，上帝用他的爱子，他属天的仆人

代替你我。他担当我们悖逆的责罚，不只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是因为我们本身。他将我们

的罪归在他身上，使我们可以得救。以赛亚说：「他为我们受死，我们因他的血得救。」

这是第三个真理。 

 

第四个真理，他默默受苦，不为自己的无辜辩护。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

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这是三节一段的最后一部分。第九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 

 

这几节经文提醒我们耶稣本身没有犯罪，不该受到这样的苦难。这里谈到他如何与恶人同

埋。无罪的人和恶人同埋。他如羔羊走向宰杀之地，如羊羔站立在剪毛之人的面前。他完

全安静无声。请注意看这段预言的细节。在这一章处处可见，尤其是这里，你要思想这三

节经文的内容，以及七百年后所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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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翻阅，但大家可以先记下来。马太福音 26：62-63，耶稣到公会受审的

前一夜。耶稣被控作假见证，因此大祭司说，马太福音 26：62-63，「你甚么都不回答

吗？」马太说，「耶稣却不言语。」第二天一大早，在罗马人的总部，彼拉多对耶稣说，

马可福音 15：4-51。彼拉多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事，你甚么都不回答吗？」耶

稣仍不回答，以致彼拉多觉得希奇。 

 

彼拉多将耶稣交给希律王。路加福音 23：9 告诉我们希律问他许多话，耶稣却一言不答。

当兵丁戏弄他，鞭打他时，他一言不发。当彼拉多亲自问耶稣，他也只是静静地听他说，

他说，「我查不出这人有甚么罪。」好像他前一天才读过以赛亚书 53 章，精准地照着

念。这里说：「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第九节-「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马太福

音 27：57「他死后，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这人去见彼

拉多，求耶稣的身体，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中。」 

 

看到这里的叙述了吗？这一切都是按照计划在进行。谁的计划？我们等一下再看。注意到

这个预言的细节了吗？接着请记住这个预言的影响。这个预言的影响-想想看。我希望在

座每一位基督的跟随者，在这一刻，你们的心涌出无比的勇气，知道你们所信靠的，基督

的十字架，是七百年前的预言，而且叙述的一点不差。知道这是上帝为你预备的，并出现

在新约圣经中，就在使徒行传第八章。 

 

还记得衣索匹亚的太监吗？衣索匹亚的太监，各位知道太监是甚么人。这种人被阉割，失

去了生儿育女的能力。他坐在马车上，圣灵对腓利说：「腓利，有个人在沙漠中。你去和

他谈谈。」圣灵带领他到沙漠中，这个人坐在他的马车上，猜猜看他在读什么-以赛亚书

53：7-8 节。 

 

就是「他像羊」这一段。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请大家读的时候想象一下太监的心情。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

和审判，他被夺去，致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呢？」 

 

这里说的是如果你死时无儿无女，宁可自己从未出生，因为没有证据你曾经活过。因此当

太监读到这一段，他对腓利说：「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使徒行传 8：35 说，「腓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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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奖耶稣。」记住腓利对太监传讲耶稣。事实上无论是这位太监，

以及在座每一个人，你的救主知道你的苦难，这真是太奇妙了。 

 

这些带我们进入第五个真理。他的代替满足了一切。以赛亚说：「因为这位仆人，他的代

替满足了一切。」最后这三节太美了。它们描述了天父上帝在十字架上得到的满足。上帝

爱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十字架上找到满足。 

 

我们从天父讲起。天父得到满足。第十节，以赛亚说，「耶和华却定意，」事实上这是主

的意愿。是主所喜悦的。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我敢说以赛亚让我们看到

这个事实，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他的遭遇，不是出于人的策划。这是属天的计谋。谁要

为策划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负责呢？是犹太人吗？不是的。是罗马人吗？不是的。是高高在

上的天父，策划让他爱子死在十字架上，是他定意，且十分满意这样的过程。 

 

上帝怎么可能因压伤他爱子而得着快乐，满足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荣耀上帝无法形容的

奇妙。我们一起想想看。上帝无与伦比的圣洁，无与伦比的尊贵。他无与伦比的伟大。他

无与伦比的良善与荣耀。在一切事上都完美无缺。我们看到他全然公义，这表示说罪会引

发公义又良善上帝的极大愤怒。罪人会引起全然公义，全然良善上帝极大的愤怒。 

 

因此荣耀的上帝不可能对你我生活中的罪，对我们些罪人说，「没关系，我会视而不见。

我会假装没看见。」不会的，这将是对上帝所看重的事妥协，会消灭上帝所重视的荣耀，

上帝看中的价值。各位想想看，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他们经常犯罪。我

很难说多频繁，但清楚看到他们身上有罪的本性。如果各位观察我的家庭，会看到其中一

个儿子开始反抗我的太太，他们的母亲，开始对他吼叫，对他表达抗议。 

 

如果我只是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行动，说，「没关系，我爱你们。」你们一定会质疑我

管教孩子的方式，再深入一点，你们会质疑我对太太的尊重。看到他受到这样的吼叫，受

到这样的言词辱骂，却袖手旁观，这清楚表示我不认为他应当受到更好的对待。结果，如

果你看懂了住个假设性的场面，你会假设看到我激烈响应-我希望我的儿子清楚知道她配

得更好的对待。这是出自我本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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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了。上帝是无与伦比的荣耀，上帝是无与伦比的尊贵，这是他知道的。因此即使犯

下最微不足道的罪都是极大的错。漫不经心的看待，说：「没关系，」就是表示他不是无

与伦比的荣耀，不是无与伦比的尊贵。最小的罪也会将极大的公义丢到窗外。问题是无与

伦比荣耀，尊贵，公义的上帝，怎么会拯救罪人呢？答案就在被压伤的仆人。因此上帝要

定意压伤他的儿子，因为被压伤的仆人，以赛亚告诉我们说，天父上帝要向我扪彰显他极

大的公义。 

 

天父上帝不会表现出，不在乎罪的样子。他要我们看到犯罪的代价有多大。你如果想要知

道罪多重要，请看这段经文中的动词-缺陷，藐视，被人厌弃，击打，责罚，苦待，受

害，压伤，受鞭打，欺压，痛苦，宰杀，剪除，被上帝压伤。不是被人，而是被上帝。上

帝恨恶罪吗？当然。上帝恨罪人吗？对那些羞辱他的美善，他的荣耀，他尊荣的罪人，他

会对他们动怒吗？ 

 

看看那位代替我们的，答案很清楚，是的。是的，他会生气。耶稣担当了我们当受的，使

我们得到释放，但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我们将得到甚么。他自己承受。天父展现了他公

义，荣耀的极限-以赛亚说，「他彰显了最大的爱。」他做这一切是为了爱罪人，施怜悯

给你我。上帝恨恶罪人吗？是的，注意看十字架。上帝爱罪人吗？是的，注意看十字架。 

 

上帝清楚展现了他所有的荣耀属性-他严肃看待罪和罪人，他对最不配得的人施怜悯和慈

爱，这一切都出自一个受苦的仆人。所以这是主定意要压伤他，因为上帝要在其中得着满

足，同时拯救了罪人。我所谓的满足他自己是指，证明了他所有属性的一致性，他所做的

一切就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这里我会非常小心。当谈到上帝的恨恶，因为犯罪因起的上

帝的愤怒，我不希望大家误以为上帝是失控的暴君。 

 

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看到的上帝在她一切行为上绝对一致。一位荣耀的上帝，希

望和罪恶的世界建立关系，因此差派她的爱子代替世人担当了他的愤怒。他的荣耀无法妥

协或消灭。在展现的同时，罪人也要得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十字架不只是为了

你我，也是为了上帝。我们在十字架所看到的，是他爱你我，但更深入一点，我们看到十

字架是他自己，他的荣耀和他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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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为谁而死？你我吗？是的，但还没完。是为了万国吗？是的，但是还有。基督是为上

帝而死。在罗马书 3：25。他的死是要显明上帝的义。因此天父得着满足。我引用倪柝声

的一段话，他说：「如果我感激基督的宝血，我必须要接受上帝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宝

血不只是为我而流，也是为了上帝而流。」天父将得着满足。爱子将得着满足，这件事的

美就在于爱子的心干情愿。不是天父说，「儿子，你一定要这么做。」 

 

这是三位一体中的圣父和圣子完美的合作。我们看到天父的意愿和圣子的心甘情愿，两人

携手合作，满足了天父，也满足了圣子。圣子如何得着满足呢？第一，他以死拯救了上帝

的儿女。第十节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我喜欢这个说法。前面说他

要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就像是没有儿女的，巴不得没有生在世上，也不曾留下蛛丝马迹。

他不是没有后裔。他的死带来了生命。 

 

他的死为万国，万民，万族带来新的生命，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后裔。他很满足因她看

见了他的后裔，他的死拯救了上帝的儿女。他的复活又展现了上帝的大能。第十节说，

「他必看见后裔，」。接着又说：「并且延长年日。」事实上，他要活很久，这对死过的

人是好消息。因为你死过，又要再活很久，显然你已经胜过了死亡。这个仆人就是如此。 

 

他要用复活张显上帝的大能。他要以他的升天完成上帝的旨意。主的旨意，在第十节的最

后这里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主的旨意是甚么呢？这在这里，「他

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要担当他

们的罪孽。」这是上帝的旨意。不要忽略了。这是圣子的满足，上帝的旨意是有史以来的

男男女女，每一个人，凡犯了罪，惹他动怒的，只要仰望这位仆人，相信他的舍命，都可

算为义人。 

 

这么做可以使圣子得满足，圣父得荣耀。这是美事。想想看，主的旨意由圣子来完成。这

一刻在世界各地，当人们转向信靠基督，一再地信靠基督的公义，圣子在人们的救赎中得

着满足。受苦的仆人变成了掌权的救世主。天父得着满足。圣子得着满足，我们也被满

足。这是这段经文让我们所看到的。这是重点。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看到这段经文中的「我

们」，都会说：「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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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我就是这些迷途的羔羊之一。我们谦卑的承认，说：「但主将我们这些承认自己需

要，相信他的预备的人的过犯与惩罚都加在了他的身上。」我们得以在主面前成为无罪，

称义，宣告我们不再是罪人。想想看，11 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

这整卷书充满了罪，罪接着罪，背叛接着背叛，但是因为这句话，一切都抵销了。 

 

你一生中所有的罪，我生命中所有的罪，每一个罪行，加起来数以千计。你知道你生命中

的罪。你知道你的罪有多深，都要摊在极其荣耀上帝的面前。看到如以赛亚所见到的，

「我因这些罪而受苦。」看到这些，就在一瞬间，当你相信基督的时候，上帝突然在天上

说，「公义，无辜，无罪。」就这样，它们全消失了。你在天父上帝面前成为无罪的，不

只是在天父上帝面前无罪，我们将和上帝的爱子一同得胜。 

 

他要与位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在基督里，万物

都是你们的。」罗马书第八章说：「你们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与上帝的爱

子一同得胜。这是福音的支柱。没甚么道理，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根据基督和他的工

作，受苦的仆人。上帝接纳了不被接纳的人。他接纳了不被接纳的人，上帝看重羞愧的

人。上帝视叛徒如皇室成员。 

 

你后嗣的国度。上帝称罪人为他的儿女。是不是很惊人呢？上帝宣告犯罪的无罪。注意看

这里。上帝说，在高天的圣洁上帝，注视着这里的每一个人，他说：「我爱罪人。你只要

相信我爱你，我就要再基督里除掉理一切的罪。除此之外，我还要赐给你他的公义。你可

以得到吗？或者你要背负重担，羞辱，罪孽，最终自己为罪受罚呢？」 

 

这是世上最高峰的信息。查尔斯‧希蒙牧师用下面这段话来描述他的信主过程。他说：「在

受难周，当我读到主的晚餐，我看到了这个-就是犹太人知道他们在做甚么，当他们将他

们的罪转换到祭物的头上时。」各位还记得吗？大祭司代表百姓按手在羊的头上，这头羊

将带走他们的罪。希蒙说：「我突然想到，甚么？我可以将我所有的罪转到别的地方吗？

难到上帝为我预备了祭物，可以将我的罪放到他头上吗？如此一来，我从此不必再背负我

的罪了。相同的，我寻求将我的罪放到神圣的耶稣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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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请大家做这件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基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话。你们要

知道。他在这里。他要担当你们的罪。相信他。不要再背负你的罪。相信他是你的救主，

你的王，你的主。今天就做。现在就做。我鼓励各位，要相信基督。 

 

凡信他的就必得救。我们甚么都不能做。如同上帝所说的，相信他就得以称义。将你的罪

放在他头上。让他将你的罪带走。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再活在你的罪中，不要再活在你罪

的羞愧中。已经都被基督带走了，都带走了。基督已经为你舍命，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

活出他赐给你的自由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