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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补充 1 
 

[基督] 
旧约中有关基督的死和复活的一个预言  

 (以赛亚书 52:13 – 53:12) 
 

在公元前 700 多年，先知以赛亚记录了这个预言。这样的预言在任何其他宗教或人类历史上都不会找到！预言

分为 5 段，每段 3 节。它从崇高下降到受苦的深处，然后再次上升到崇高的地位。这些诗句直接从希伯来文翻

译过来。  
 

重点。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替代我们罪的惩罚 (以赛亚书 52:13-53:12)。 
 

新约的启示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关于耶和华仆人的预言已在主耶稣基督里实现。基督 「没有犯罪，嘴里也

没有诡诈」 (比较以赛亚书 53: 5 和彼得前书 2:22)。基督是那被宰杀的羔羊 (比较以赛亚书 53: 7-8 和使徒行传 8: 
32-33)。基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许多人的赎价 (比较以赛亚书 53:10 和马可福音 10:45 )。基督担当了我们的

罪，使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比较以赛亚书 53:10-11 和哥林多前书 5:21)。基督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并为了

我们的称义而复活 (将以赛亚书 53:11-12 与罗马书第 4:25 相比较)。基督受苦、经历死亡和从死里复活 (比较以

赛亚书 53: 5 与马可福音 10:32-34)。基督必须承受这些，然后进入祂的荣耀 (路加福音 24:26)。 
 

A. 第 1 段。 以赛亚书 52:13-15. 
耶稣基督唯一透过受苦才被升为至高 

 

预言。1 
第一节介绍了预言的主题。「耶稣基督唯一透过受苦才被升为至高。」 在这一段里，耶和华亲自说话。 
 

1. 第 13 节描述祂被升为至高。 
 

52:13. 翻译：“See, My servant will be prosperous (Hebrew: shkl, Q), He will be raised (Hebrew; rum, Q) and lifted up 
(Hebrew: ns’, Pi), and exalted (Hebrew: gbh, Q) highly (Hebrews: me’od).” 

 

「看，我的仆人必会亨通(希伯来文: shkl, Q)，祂会被高举上升(希伯来文; rum, Q) (希伯来文: ns’, 
Pi)，成为至高(希伯来文: gbh, Q) (希伯来文: me’od)。」  

 

第 13 节描述了祂被升为至高，即是指祂的复活、升天和登基坐在神的右边(使徒行传 3:13；腓立比书 2: 9-
11)。祂的斗争将以胜利加冕，祂的劳役将看到成果。 
 

2. 第 14 节描述祂的谦卑。  
 

52:14. 翻译：“Just as there were many who were appalled at him (Hebrew: shmm, Q), so disfigured (Hebrew: mishchat) 
beyond that of any man his appearance (Hebrew: mare’hu), and his form (Hebrew: to’ar) beyond other 
humans.” 

 

「许多人因他惊奇(希伯来文: shmm, Q)，这么容貌损毁(希伯来文: mare’hu)他的外貌远差任何人

(希伯来文: mishchat)，和他的造形(希伯来文: to’ar)远差任何人。」  
 

第 14 节描述了祂的屈辱，即是指被人虐待至几乎认不出祂来 (马可福音 14:65；马可福音 15:15, 17, 19；约翰福

音 19: 1-5)。  
 

3. 第 15 节描述祂得荣耀。  
 

52:15. 翻译：“so will he sprinkle/spray (cause them to jump up) (Hebrew: nzh, Hi) many nations, because of him kings 
will shut (Hebrew: qpts, Q) their mouths, what they were not told (Hebrew: spr, Pu), they will see, and 
what they have not heard, they will give attention to (investigate)(Hebrew: bin, Hitpol). 

 

「这样，他必洒/喷(使他们跳起) (希伯来文: nzh, Hi)许多国民，因着他 君王要闭 (希伯来文: qpts, Q)
他们的 口。所未曾传 (希伯来文: spr, Pu)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和他们所未曾听见的，他们会留

心 (查考)(希伯来文: bin, Hitpol)。」  
 

第 15 节描述了祂得荣耀。它将第 14 节中祂的屈辱与祂未来高于一切的荣耀作比较。「洗净」这个词也可以翻

译为 「跳起来」。国家和国王将跳起来，完全困惑的和默默惊叹的看着祂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貎 (参见以赛亚书 

                                                           
1 启示录 19:10 说：「耶稣的见证(耶稣所给的见证) (彼得前书 1:9-12) (和 耶稣是见证的内容 (启示录 12:17)是预言的灵(本质)。」 预言不是

制造随意的预测 (耶利米书 23: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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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 参考约伯记 29: 9-10；诗篇 22:29)。他们会看到、听到和理解以前从未告诉他们的事 -- 即福音和新约的

教导。 许多人当看到耶稣基督在的第一次来临时命运的惊人的变化(从死到复活)，他们会惊叹于神的启示。 
 

应验。 
新约的启示记录了耶稣被虐待 (约翰福音 19:1-3)，但没有记录耶稣在被虐待之后的样子。 
 
新约的启示清楚地告诉我们，祂是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坐在神的右边作宇宙的君王。那对祂受苦感到震惊

的「许多」人的数目，被在祂得荣耀后认识祂的「许多」人的数目远远超越了— 这无数的人来自每个国家，

包括他们在高位的君王。  
 
 

B. 第 2 段。 以赛亚书 53:1-3. 
耶稣基督会被人藐视和厌弃 

 

预言。 
第二段描述了耶稣基督的屈辱。祂将受到不信、蔑视和嘲笑 (虐待) 的对待。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是以神真正子民

的代表身份发言。 
 

1. 第 1 节指出祂在宗教领域会受到不相信的待遇。 
 

53:1. 翻译：“Who has believed what we have heard? The arm (power) of the LORD to whom has this been revealed 
(Hebrew: glh, Hitp)?” 

 

「谁已相信 我们所听见？耶和华的膀臂 (能力)向谁显露它呢 (希伯来文: glh, Hitp)？  
 

第 1 节指出祂在宗教领域上将被不信的人所冷落。以赛亚书 52:13 至 53:12 是来自耶和华的直接启示。没有人

能够设计出这样的拯救计划。神的旨意是要人用信心接受这个启示，但先知以赛亚和弥赛亚都会遇到很多不信

的人 -- 这在新约中得到了证实 (约翰福音 12:37-38；罗马书 10:16)。  
 

2. 第 2 节指出祂在社交领域上会被藐视。  
 

53:2. 翻译：“He grew up (Hebrew: >lh) as a tender shoot (Hebrew: joneq) before his (the LORD’s) countenance, as a 
root (Hebrew: shoresh) out of ground (Hebrew: >erets) dry (Hebrew: tsijah); no form (Hebrew: to<ar) he 
had and no decoration/beauty (Hebrew: hadar); as we looked at him (Hebrew: r<h, Ni), there was no 
figure/shape (Hebrew: mar<eh) that we should desire him (Hebrew: chmd, Ni). 

 

「他生长 (希伯来文: >lh)如嫩芽 (希伯来文: joneq) 在他的(耶和华)面前，像根(希伯来文: shoresh)出
于干(希伯来文: tsijah)地(希伯来文: >erets)。他无佳形 (希伯来文: to<ar)美容 (希伯来文: hadar)，我

们看见他 (希伯来文: r<h, Ni)的时候，也无美貌(希伯来文: mar<eh)使我们会羡慕 (希伯来文: chmd, 
Ni)他。    

 

第二节指出祂在社交领域上将受到鄙视。它描述了弥赛亚的低微。祂出生的那一代人以前是一棵树 (大卫的王

室)，但后来却变成一个被泥土覆盖的树桩 (约瑟和马利亚微不足道的房子) (以赛亚书 11:1)。祂自己的家庭和

国家没有给祂任何权力或功绩。祂没有特别的佳形美容，也没有自然地吸引人的外表。然而，祂从在母胎开始 
(以赛亚 49:1)，将在耶和华的眼前长大。耶和华必看顾祂，确保祂能到达祂的终点 (参见路加福音 2:52)！ 
 

祂身体上不会有外在的美貎或吸引力 (参见大卫，撒母耳记上 16:18)。 
 

3. 第 3 节指出祂在身体领域上会被虐待。 
 

53:3. 翻译： “He was despised (Hebrew: bzh, Ni), rejected (Hebrew: chdl, K) by people, a Man of sorrows 
/suffering/pain (Hebrew: mak<ob), familiar with (Hebrew: jd>, Pu) sickness (Hebrew: choli); and as One 
from whom men hide (Hebrew: str, Ni) the face. He was despised (Hebrew: bzh, Ni) and we did not count 
(Hebrew: chshb, Ni) him. 

 

「他被藐视(希伯来文: bzh, Ni)，被人厌弃(希伯来文: chdl, K)，多受痛苦/悲哀/折磨(希伯来文: 
mak<ob)的人，常经(希伯来文: jd>, Pu)患病(希伯来文: choli)。他是一个令人 掩 (希伯来文: str, Ni)
面不看的人。他被藐视 (希伯来文: bzh, Ni)和 我们也不尊重 (希伯来文: chshb, Ni)他。」  

 

第 3 节指出祂在身体领域上将受到虐待。虽然祂会与这个国家的被压迫者和病人认同，但祂会受到人的虐待，

以致人几乎认不出祂 (以赛亚书 52:14)。先知以赛亚作为他的百姓的代表，预言以色列不会承认或尊重祂。  
 

应验。 
耶稣的祖先按人性不是伟大的圣人 : 犹大与他玛犯了奸淫、撒门娶了喇合 、波阿斯娶了摩押人路得 、大卫王

与拔示巴犯奸淫 (马太福音 1 : 3 , 5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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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在被人鄙视的加利利省 (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的拿撒勒长大的 (马可福音 1: 9；参考约翰福音 1:46)。神透

过耶稣基督启示自己，然而祂在加利利 (路加福音第 4:29)、约旦河以外 (路加福音 8:37a) 和犹太 (约翰福音 
2:18；5:16；6:66；7:12, 20 等) 受到了许多不相信的对待。祂自己的家乡对祂恼怒 (马可福音 6: 3)。祂自己的兄

弟不相信他 (约翰福音 7: 5)。在祂生活的那时代，作为神子民的以色列是干旱的和无生命的 (马太福音 21:43)，
大卫的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作统治了。  
 

祂没有自然地吸引人 (以赛亚书 53: 1-3)。犹太公会的领袖朝祂脸上吐涶，并 用拳打祂 (马太福音 26:67)。罗马

士兵脱下祂的衣服，向他吐涶，并把荆棘冠压在祂头上，用杖一次又一次地打祂的头 (马太福音 27:27-30)。祂

被弄伤致人也不想看到的损毁脸容！ 
 

C. 第 3 段。 以赛亚书 53:4-6. 
耶稣基督会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 

 

预言。 
第三节描述了救恩的福音。弥赛亚会为祂的子民受苦和死亡，也就是说，祂将成为赎罪的替代祭品。它将 
「我们的罪」 与 「祂的受苦」 和 「祂的受苦」 与 「我们的医治」 进行了比较。「我们」这词 只能是指神的

真正子民，他们是相信耶和华的人，并受到祂膀臂的揭露 (第 1 节)。  
 
1. 第 4 节指出祂会担当我们的疾病和悲伤。  
 

53:4. 翻译： “Nevertheless (Hebrew: <aken) our sicknesses he took on himself/took or carried away (Hebrew: ns<a), 
and our sorrows (Hebrew: mak<ob) he carried as a burden (Hebrew: sbal); and we, we considered 
/regarded him (Hebrew: chshb) as one plagued (Hebrew: nagu>a), stricken (Hebrew: mkh, Pu) by God 
and humiliated (Hebrew: m>n).” 

 

「然而(希伯来文: <aken)我们的疾病他担当或背负 (希伯来文: ns<a)，和我们的悲伤 (希伯来文: 
mak<ob)他 背 负为重担(希伯来文: sbal)；和我们、我们以为/认为他 (希伯来文: chshb)是 受折磨

的人 (希伯来文: nagu>a)，被神击打 (希伯来文: mkh, Pu)和苦待 (希伯来文: m>n)了。」   
 

第 4 节说弥赛亚会担当我们的疾病和悲伤。「病」 和 「悲伤」 两个词概括了人类的所有痛苦， 这是人堕落犯

罪的后果。它总结了各种身体和心理的疾病和缺陷、所有人类的痛苦。祂愿意亲自担当和 背负 这些东西在自

己身上，带有替代的意义。在祂第二次来临前，祂会背负着一些疾病和悲伤，但在祂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他肯

定会消除所有疾病和悲伤，那时祂将使死人复活，并更新一切。  
 

但以色列的蔑视态度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百姓会把祂的痛苦看作是神因祂自己的罪所降的灾祸。一个被折磨

的人是被神的手猛烈地击中的人，所以苦难和灾祸击中了他 (撒母耳记上 6:9；约伯记 1:11；19:21)。  
 

2. 第 5 节指出祂会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  
 

53:5. 翻译：“But he (emphasized against “we”) was pierced (Hebrew: chll) for our transgressions (Hebrew: pesha), 
crushed (Hebrew: dk<a, Pu) for our iniquities (Hebrew: >on), the punishment (Hebrew: musar) of peace 
(that is, that brought us peace) (Hebrew: shlm) was upon him, and his lashes (Hebrew: cheburah) became 
our healing (Hebrew: rp<a, Ni).   

  

「但 他 (强调与「我们」的对比)被刺穿(希伯来文: chll)为我们的过犯 (希伯来文: pesha)，压伤 (希伯

来文: dk<a, Pu)为我们的罪孽。平安 (即带给我们平安)的刑罚 (希伯来文: musar)落在他身上，和他

的鞭伤 (希伯来文: cheburah)成为我们的医治 (希伯来文: rp<a, Ni)。」 
 

第 5 节说弥赛亚将会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祂将被欺压和暴力压垮，最后被钉子刺穿 (杀死)。这个预

言真是奇妙， 因为钉十字架是罗马人在以赛亚时代 600 年后才引入的，作为对罪犯的惩罚。  
 

这预言也是了不起，因为它在很久以前解释了为何弥赛亚必须死。它的主要思想是，由于我们的 「过犯」和 
「罪孽」，痛苦的折磨变成了祂的命运。它清楚地预测了弥赛亚死亡的原因和结果。祂将因祂子民的过犯和罪

孽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人也包括以赛亚和旧约信徒！祂将代替他们受到惩罚 (参见罗马书第 3:25)。惩罚

是一种报复 (耶利米书 2:19)。惩罚带来和平 (完全完整)和鞭子带来医治是受苦作为替代的奥秘！没有人想到

的，成了神所给的奇妙惊喜！ 
 

3. 第 6 节指出祂会因我们刻意自立而受到惩罚。 
 

53:6. 翻译：“We all like sheep (Hebrew: ts<on) have gone astray (Hebrew: t>ah), each of us has turned to his own 
way (Hebrew: pnh), but the LORD has dropped on/struck (Hebrew: pg>a) him the iniquity of us all.”  

 

「我们都如羊 (希伯来文: ts<on)走迷 (希伯来文: t>ah)，各人偏行己路 (希伯来文: pnh)。但耶和华

都归在 (希伯来文: pg>a)他身上我们众人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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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节说弥赛亚将因我们刻意背弃祂而受到惩罚。人的罪是刻意的、固执的、顽固的不受神统治。这就是为什

么人的罪是有罪责的及应受惩罚。所有人都选择了自己没有神的生活方向，并拒绝跟随牧者前往神那里。我们

必须「回到灵魂的牧者和监督」(彼得前书 2:25)！ 
 

应验。 
耶稣基督拯救了许多被邪灵附身的人，并医治了许多病人，作成这个预言的应验 (马太福音 8: 16-17)。虽然耶

稣基督承担了人的痛苦，但人却认为祂是因祂自己的罪而被神折磨！他们认为祂应该受到神的惩罚 (马太福音 
26:65-66)。以色列人把「受苦」 看作是对罪的惩罚，因此法利赛人把耶稣的苦难看作是对祂自己的罪的惩

罚，而不是对他们的罪的惩罚！这样的想法是对神的亵渎！ 
 

在祂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士兵们用长长的铁钉将祂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再把十字架垂直举起来，让它插进

一个洞里。然后他们让祂像一个被诅咒的人挂在烈日下 (参考加拉太书 3:13)！这是一种令罪犯受苦的极端方

式，这极其痛苦的刑罚最终压垮了祂的生命，跟着祂便死了。 旧约的启示预言耶稣基督必须为祂子民的过犯

和罪孽而受苦。「过犯」是内心的叛逆，刻意不服从神的教导和命令。「罪孽」 是将神的真理扭曲为半真半

假。耶稣基督死了，不是为了改善人，而是为他们的罪付出代价。祂不仅为我们而死，且是替代我们！「他被

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前书 2:24)。祂被「成为罪」， 所以凡信祂的就会 「成为神的义」 
(哥林多前书 5:21)。祂就这样和我们交换了位置！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必永远不会被定罪 (约翰福音 5:24)，
但借着神的恩典在祂眼中被宣告为义，被视为完全公义 (罗马书 3:24, 28)。凡相信耶稣基督代替他死在十字架

上的人，就与神和好 (彼得 3:18)。神与信徒和好 (罗马书 5: 9-10)，因此信徒可以与神 (罗马书 5: 1) 和其他人 
(以弗所书 2:14-15) 和好。「神的平安」 带来神完全和完美的救赎、祝福和喜乐。「神的医治」将我们从各种

焦虑、悲痛、烦恼和苦难中拯救出来。  
 

罪的根源和本质是 「独立于神」或「自给自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故意离开牧者，生活在神的生命目

标之外，公开叛逆和侵犯神的话语，并恶意扭曲神的道， 来证明自己的理由。  
 

罪的果实是 「做神禁止的事」 或 「不做神所吩咐的事」。耶和华已将我们所有的「罪」 都归于耶稣基督！祂

把我们的罪恶感、我们的惩罚、我们的苦难归到自己身上，使我们可以接受祂完美的公义和圣洁的恩典！ 
 
 

D. 第 4 段。 以赛亚书 53:7-9.  
耶稣基督会在受苦中顺服。 

 

预言。 
第四段描述了弥赛亚 (耶稣基督) 完全服从神的计划：「救恩透过替代苦难 」。在第 7 至第 10 节， 先知不再以

国家信徒的代表 (即祭司的身份) 发言，而是以宣布神的救赎计划 (即作为先知) 的人的身份！ 
 

1. 第 7 节描述祂像羔羊般受苦。 
 

53:7. 翻译：「He was maltreated (oppressed, tyrannised) (Hebrew: ngs), but he allowed himself to be humiliated 
(Hebrew: >anah Pu) and did not open (Hebrew: ptch, Pi) his mouth (Hebrew: peh); like a lamb (Hebrew: 
seh) to slaughter (Hebrew: tebach) is led (Hebrew: jbl, Hi), and as a sheep/ewe (Hebrew: rahel) before its 
shearers (Hebrew: gazaz) is dumb (Hebrew: <alam, Ni), so he did not open (Hebrew: ptch) his mouth.”  

 

「他被虐待(压迫、欺压) (希伯来文; ngs)，但祂让自己被 羞辱(希伯来文: >anah Pu)而 不开 (希伯

来文: ptch, Pi)他的 口。像羊羔 (希伯来文: seh)被牵去 (希伯来文: jbl, Hi)宰杀 (希伯来文: tebach)，
又像羊 (希伯来文: rahel)在它剪毛的人 (希伯来文: gazaz)面前无声 (希伯来文: <alam, Ni)，他也是

不开 (希伯来文: ptch)祂的口。」 
 

第 7 节描述了弥赛亚 (耶稣基督) 将如何受苦。祂受到虐待，就像在埃及驱赶奴隶的人手下的奴隶一样 (出埃及

记 3: 7；以赛亚书 9:3)。祂让自己在不反抗和没有报复不公正的情况下受到羞辱 (彼得前书 2:23)。祂将像一只

羊被带去宰杀，却不张开口。祂会将自己服于虚假的指控、公众的嘲笑和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上， 但祂却不

为自己辩护。正是祂借着受苦，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 
 

2. 第 8 节描述祂被视作罪犯般处死。  
 

53:8. 翻译：“By oppression/anxiety/force (Hebrew: >otser) and judgement/execution (Hebrew: mishpat) he was taken 
away (Hebrew: lqch), and his dwelling place (Hebrew: dor) who would search/find/ (discover)2? For he 
was cut off (Hebrew: gzz, Ni) from the land of the living. For the transgression of my people, the plague 
(Hebrew: neg>a) was on him.  

                                                           
2 Isaiah 53:8 (jeshocheach)? RSV “Who in his generation considered?” LB “But who of the people in that day realised? ESV “As for his generation, 
who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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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欺压/焦虑/暴力 (希伯来文: >otser)和审判/处决 (希伯来文: mishpat)他被夺去 (希伯来文: 
lqch)，和他的居所 (希伯来文: dor)谁会搜查/寻找(发现)2？他被剪除 (希伯来文: gzz, Ni)从活人之

地。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击打 (希伯来文: neg>a)临到他身上。」 
 

第 8 节描述了弥赛亚将如何死去。祂不会以和平的方式 (在老年) 死亡，而是以一个被定罪的罪犯，被一个不义

的宗教和一个世俗的法庭判决 (犹太公会与亚那和该亚法，以及罗马巡抚彼拉多一起判刑)。祂经历了客西马尼

园的焦虑、被审判和被人虐待，最后被带去钉在十字架上。而审讯的更深层次的背景其实是对神的审判，其中

耶稣基督成了罪人的保证。以色列人否认了祂，于是祂被带走。以色列救赎主的同在被夺走了。  
 

祂的 「居所」或死后埋葬的地点 (以赛亚书 38:12)(第 9 节) 是不明的。先知以赛亚抱怨说，以色列人拒绝了他

们的弥赛亚，并谴责和杀害祂，祂更被搬移到无人知道的地方 (路加福音 23:43, 46)。在旧约时期，直到耶稣的

门徒哀悼耶稣的死，人对死后的生命只有很少的了解。在旧约期间，有人从死里复生 (以后会再死)，但从未有

人从死里复活 (以后永不再死)！重点是，祂死后被移离以色列的视线之外。祂就像一棵被砍倒的树 (列王纪下 
6: 4)，从活人的土地被「切断」了。 
 

3. 第 9 节描述祂像一个财主被埋葬。  
 

53:9. 翻译：“And people assigned (Hebrew: ntn, Ni) with the criminals/godless (Hebrew: rasa) his grave (Hebrew: 
qeber), [this i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prophecy: the description changes at this point to his 
justification and exaltation] but with the rich (Hebrew: >asir) he was in his death (Hebrew: maut), 
because no wrong /injustice (Hebrew: chamas) he had done, nor deceit (Hebrew: mirmah) in his mouth 
(there was)(cf. 1 Peter 2:22-23). 

 

「人还使 (希伯来文: ntn, Ni)他与罪犯/邪恶的 (希伯来文: rasa)他的坟墓 (Hebrew: qeber)，[这是预
言的转捩点：当中的描述在这里转到他的称义和升到至高]但与财主 (希伯来文: >asir)他在他的

死里(希伯来文: maut)。因为没有错误/不公义 (希伯来文: chamas)他行过，也没有诡诈 (希伯来文: 
mirmah)在他 口中 (曾经) (参阅彼得前书 2:22-23)」。 

 

第 9 节描述弥赛亚将如何被埋葬。不义的统治者曾计划给弥赛亚一个不光彩的葬礼，就像对待被定罪的罪犯一

样。在以色列，一个不光彩的埋葬是可怕的事情 (以赛亚书 14:18-20；耶利米书 8:1-2-2；耶利米书 36:30)。但

神把他们邪恶的计划推倒，将祂光荣地安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这坟墓是从岩石中砍出来 (参见以赛亚书 
22:16)。祂得到神给祂的荣誉，而不是祂的敌人所设计的耻辱。  
 

应验。 
在耶稣基督的一生中， 祂被称为骗子、被恶魔附身和疯人 (约翰福音 7:12, 20；约翰福音 8:48;约翰福音 10: 19-
20)。然而，祂并没有因这些辱骂作报复。在审判期间，祂受到诬陷和虐待，但祂从来没有以报复来恐吓那些

迫害祂的人 (彼得一书 22-23)！祂温顺的接受了令祂容貎毁损的虐待。祂接受了羞辱，在公开场合赤身的被钉

在十字架上，并遭到嘲笑和厌弃。祂一次也没有试图为自己辩护！逾越节羔羊 (出埃及记 12:3) 和以赛亚书第

53 章中的羔羊成了新约中基督被称为 「神的羔羊」的基础 (约翰福音 1:19; 彼得前书 1:19)。  
 

耶稣基督历过客西马尼的焦虑苦难、人对祂的虐待和不公义法官的定罪之后，祂与两个罪犯一起被钉在十字架

上，以致各人都会认为耶稣也是一个罪犯。祂真的死了，因为祂从活人的土地被切断了。 
 

耶稣被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他是亚利马太的约瑟 (马太福音 27:57-60)。这是一个极大的尊荣！祂的尊贵葬

礼是耶和华认为祂的仆人耶稣基督是无可指责的第一个标记！祂没有做错什么，没有施行暴力，也没有说谎

言。祂在言行上是完全无辜和无可指责的！ 
 

虽然耶稣基督本身是无可指责和无辜的，但祂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用祂的受苦代替我们 (替代苦难) (参见约翰福

音 10: 17-18)！ 
 
 

E. 第 5 段。 以赛亚书 53:10-12.  
耶稣基督将继承荣耀的产业。 

  

预言。 
第五段描述神对弥赛亚的奖赏和祂的终极荣耀。在第 10 节，先知的讲话不是作为国家的信徒代表(作为一个祭

司)，而是作为一个宣布神的救赎计划的人 (作为一个先知)。在第 11 节和第 12 节，耶和华亲自说话。 
 

1. 第 10 节描述祂替代的受苦和复活都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53:10. 翻译：“Yet it pleased (Hebrew: chpts, Q) the LORD to crush him (Hebrew: dk<, Ni); He made him sick 
(Hebrew: chlh, Hi); when he (the Messiah) has made (Hebrew: sim, Q) his soul (Hebrew: nefesh) (to be) 
a guilt offering (Hebrew: <asham), he will see (Hebrew: r<ah, Q) seed/offspring (Hebrew: zer>a); he 
will lengthen (Hebrew: <arak, Hi) days; and the delight/pleasure/desire /wish (Hebrew: chefets) of the 
LORD will prosper in his hand (Hebrew: tslch,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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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满足(希伯来文: chpts, Q)耶和华将他压伤 (希伯来文: dk<, Ni)，他使他软弱 (希伯来文: 
chlh, Hi)；当他 (弥赛亚)使 (希伯来文: sim, Q)祂的灵魂 (希伯来文: nefesh)为赎罪祭 (希伯来文: 
<asham)。他必看见 (希伯来文: r<ah, Q)种子/后裔 (希伯来文: zer>a)，他会延长 (希伯来文: <arak, 
Hi)年日，和耶和华所喜悦/欣慰/愿望 (希伯来文: chefets)必在他手中亨通 (希伯来文: tslch, Q)。」 

 

第 10 节描述了弥赛亚完成的救赎工作。祂的死和复活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  
 

弥赛亚为何要受苦的问题。 
问题是为什么弥赛亚在无辜的情况下仍必须受苦？答案是神非凡的救赎计划将会以这种方式实现！弥赛亚的受

苦是神拯救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 (彼得前书 1: 19-20)。耶稣基督必须死 (路加福音 24:26；马太福音 26:54)，因

为这是唯一的方法使罪得赎，亦因为在圣经中关于这一点的启示必须实现！「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神的

救赎计划隐藏在人类不公义(在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上)的背后(另见第 5-6 节)！赎罪祭是用作替代罪的惩罚

(利未记 4:2, 4, 15, 24, 29)。「弥赛亚必须首先使祂的灵魂 (祂的人，祂自己，祂的生命) 成为赎愆祭」。赎愆祭

补偿神被侵犯的公义 (利未记 5:15-17；利未记 6:2-3-3)。旧约的替代供物是强制性的，但弥赛亚的个人赎愆祭

是完全自愿的。这在人完全想不到的！ 
• 在人类历史的层面上，耶稣基督是因俗世法官的不公正的定罪而死。 
• 但在神的救赎历史上，祂的死是因神自己作为法官对世界的罪的完全公义的定罪！ 

 

祂的赎罪牺牲带来三个结果： 
• 第一，祂 (弥赛亚) 会看到种子/后裔，即「属灵的后裔」，「许多人得祂称为义」 (第 11 节) 和祝福 (见创世

纪 12: 3)。 
• 第二，「祂会延长祂的日子」，也就是说祂从死里复活后将永远活下来(见启示录 1:18)！这是很奇妙，因为

在旧约很少写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 (参考以赛亚书 26:19)。 
• 第三，弥赛亚在祂的死亡和复活后将有一项伟大的任务。「耶和华所喜悦/意愿必在他手中亨通。」耶和华

所喜悦/意愿 是祂受苦的最深理由 (第 10a 节)，但同时也是祂奇妙的未来的最深切理由 (第 10 b 节)！第 11
节描述了这未来。在祂的手中，也就是通过祂的手段 (主权能力、智慧和爱)，神的救赎计划将不断扩展！

耶稣基督透过祂的死亡和复活，将大幅增加祂的属灵后裔/后代，承受永恒的生命 (见约翰福音 12:32)。 
 

2. 第 11 节描述祂作为神的大祭司令许多人在祂复活后被称义。  
 

53:11. 翻译：“Due to the exertion/suffering (Hebrew: >amal) of his soul he will see (Qumran adds: the light of life) 
and be satisfied (Hebrew: sabe>a, Q); by the knowledge of him (Hebrew: da>at) he (that is) my 
Righteous Servant (Hebrew: tsadiq abdo) will justify (Hebrew: tsdq, Pi) the many (Hebrew: rabim); and 
their iniquities he will bear (Hebrew: sbl, Q).  

 

「因 他的灵魂的努力/受苦 (希伯来文: >amal)他 必看见 (昆兰加了: 生命的光)，便心满意足 (希伯

来文: sabe>a, Q)。因认识他 (希伯来文: da>at)他(即是)我的 义仆 (希伯来文: tsadiq abdo)将使 称

义 (希伯来文: tsdq, Pi)许多人 (希伯来文: rabim)，并且他们的罪孽他要担当 (希伯来文: sbl, 
Q)。」 

 

第 11 节描述了弥赛亚持续的救赎工作。耶和华就是在第 11-12 节说话的那个人。弥赛亚的苦难不仅会影响祂

的身体，也会影响祂的灵魂 (整个存在) (祂将被压碎和使软弱)。弥赛亚会看到自己受苦的成果和救赎的工作，

这将使祂满意和更新。 
 

经文不是谈论「关于弥赛亚的知识」， 而是谈论 「弥赛亚的知识」。 透过祂对神的属灵「知识」 和神的启示 
(救赎计画) (参见何西阿书 4: 6；玛拉基书 2:7；以赛亚书 11: 2；以赛亚书 50:4；祂的先知职份) 弥赛亚将使许

多人称义。 
 

弥赛亚将是耶和华的仆人 (「我的仆人」)，他将透过祂的生命、说话和行动，执行神的旨意。虽然世上不义的

审判官会判定祂为「不义」， 但耶和华明确的称祂为 「义人」。祂会在以色列地和整个大地以完全的公义来

审判「不信神」的人， 但 对「灵里贫穷的人」却「做正确的事」 (以赛亚书 11: 4-5)！ 
 

弥赛亚的公义将是祂使「许多人」(即 "大量或大数目的人， 神的子民 (参见但以理书 9:27；但以理书 11:33；
但以理书 12:3；罗马书 5:19)) 称义的基础！「许多」 应被理解为一个比较：对比那一个 (弥赛亚) 与许多的人 
(没有人可以数得清的大人群) (启示录 7: 9)。「正如因一人(亚当)的悖逆，众人(所有的人)成为罪人；照样，因

一人(耶稣基督)的顺从，众人(在基督里的信徒)也成为义了」 (罗马书 5:19)。 
 

因为 「祂会担当他们的罪孽」。只有弥赛亚才会担当「许多人」的罪孽！许多人的称义最深切的理由是弥赛

亚 (耶和华的仆人)替代受苦。在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救恩，也没有回到神的路 (路加福音 10:16；约翰福音 14: 
6；使徒行传 4:12)！ 
 
• 第 11 节谈到祂的先知职份 (神所揭示的有关弥赛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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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祂的祭司的职份 (弥赛亚的牺牲带走了罪孽)。 
• 第 12 节谈到祂的君王职份 (战利品包括无数在基督里的信徒) 

 

3. 第 13 节描述神给祂的替代受苦的奖赏：「许多」人被祂称义。  
 

53:12. 翻译：“Therefore (Hebrew: laken) I will give him a portion (Hebrew: chlq) of the many/the great/the powerful 
(Hebrew: >atsum); and the numerous/ the mighty ones (Hebrew: <atsum) as spoils (booty, loot) 
(Hebrew: shalal) he will receive as his share (Hebrew: chlq), because (Hebrew: tachat <asher) he 
poured out (Hebrew: >rah, Ni) his soul/life in death and with transgressors (criminals) he was numbered 
(Hebrew: mnh, Ni), and the sins (Hebrew: chet<a) of many he bore (Hebrew: ns<a, Pi) and for the 
transgressors he prayed (Hebrew: pg>, Hi).”  

 

「所以 (希伯来文: laken)我要使他与许多/伟大/有能的 (希伯来文: >atsum)同分 (希伯来文: chlq)，
与众多/强盛的 (希伯来文: <atsum)均分掳物/赃物(希伯来文: shalal)。因为 (希伯来文: tachat 
<asher)他将灵魂/生命倾倒 (Hebrew: >rah, Ni)，以至于死。在 违法者 (罪犯)之中他也被列 (希伯

来文: mnh, Ni)，多人的罪 (希伯来文: chet<a)他却担当 (希伯来文: ns<a, Pi)，又为罪犯代求 (希伯

来文: pg>, Hi)。」 
 

第 12 节描述弥赛亚的产业包含许多得救的人。 
 

这些经文并没有说祂将与许多人 (有力量的/强大的人) 分摊/分享战利品，因为祂不能与 「强大的人」 (在世界

上) 平起平坐。受词是 「许多」， Qal 形态中的动词是指「接受作为他的份」 (如在约伯记 27:17)。经文并不

是要说弥赛亚只会得到许多人的一部分作为祂的产业，相反的，祂将接受 「许多人」作为祂的全部产业 (见罗

马书 5:19)！因为弥赛亚要担当 「许多人」的罪孽，这样就使「许多人」称义(第 11 节)，所以耶和华会把 「许

多人」 当作战利品 (赏赐、赃物) 给祂作为祂的财产 (产业、报酬)！ 
 

祂的替代受苦将是祂被升到至高的原因！祂将倾倒祂的「灵魂 」(生命和生命的血) (创世记 9: 4；利未记 
17:11)，祂将被列在违法者 (罪犯) 中 (路加福音 22:37)，甚至会为这些会杀死祂的「违法者」祷告 (路加福音 
23:34)。 
 

应验。 
耶稣基督透过祂的死和复活，开始倍增祂的属灵后代 (约翰福音 12:24, 32)。 
• 虽然耶稣基督按祂的神圣本性永远活着及永远不死： 「我是那永活着的」 (启示录 1:18)， 
• 根据祂的人性，祂死了和复活了。在祂从死里复活后，祂的人性随后也永远存在。 

 

透过耶稣基督，神成就了祂的永恒创造计划和一切事物的再创造或更新 (以弗所书 1: 9-10)。 
•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 「那公义者」，祂已经成全了神的整个律法 (公义的要求) (参见马太福音 5:17；罗

马书 10:4)， 
• 只有祂才能使那「许多」「接受了神丰富恩典的供应和公义礼物」的人称义 (罗马书 5:17-19)！ 

 

弥赛亚耶稣基督被列在违法者 (罪犯) 中 (路加福音 22:37)，祂自愿的倾倒了自己的生命 (约翰福音 10:11, 18)。
祂已经成为真正继承神所有应许的伟大始祖 (参见哥林多前书 1:20)！祂是 「橄榄树」 (由来自各国的信徒组成

的神的子民)的「根」 (「始祖的种子」) (创世纪 22:17-18； (罗马书 11: 17-18)。祂已经成为坚强的君王，祂使 
「许多人」称义，他们现在是祂国度的公民 (参见启示录 1: 5-6; 5；9-10)。所有被祂称义的人都属于祂。祂已

成为伟大的中保和大祭司，祂不仅为杀害祂的人祈祷 (路加福音 22:34)，也为我们 (祂的儿女，祂的公民) 祈祷 
(约翰福音 17:20；希伯来书 7:25)。 
 

以赛亚书第 53 章非常清楚地被引用在新约的使徒行传 8: 28-35 和彼得前书 2:22-25 中。另外，请也比较马太福

音 20:28 与以赛亚书 53:10 ，以及约翰福音 1:29 与以赛亚书 53:4, 7。弥赛亚耶稣基督必须透过受苦进入祂的荣

耀 (路加福音 18: 31-33；路加福音 24:25-27)。虽然「耶和华的仆人」在以赛亚书 49:3 中被描绘为 「真正的以

色列人」 (好像先知说的是以色列国的苦难)，但它不能以字面意义来解释为以色列国，因为耶和华的仆人不断

地与以色列国作对比。以色列国不相信神。它鄙视并拒绝了弥赛亚，尽管祂是完全无辜的！耶和华仆人这人物

胜过以色列境内所见证过的一切！祂是那个将以色列人从罪和过犯中拯救出来的人，是神救赎计划的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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