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 52:13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舉上升，且成

為至高。

14 許多人因他驚奇；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形容

比世人枯槁。

15 這樣，他必洗淨許多國民；君王要向他閉口。因所

未曾傳與他們的，他們必看見；未曾聽見的，他們

要明白。

賽 53:1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

呢？

2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

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



3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

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

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

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

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

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7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

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

不開口。



8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

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

9   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

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

10 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

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

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11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

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

12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

。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

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弥赛亚的受苦
以赛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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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赛亚书》四首仆人之歌：
第一首：赛42:1-25以色列人的拯救者

第二首：赛49:1-26弥赛亚的使命

第三首：赛50:1-11弥赛亚的顺服

第四首：

赛52:13-53:12

弥赛亚的受苦



正言

•曾演过耶稣的演员



正言

• 一般人想到弥赛亚，会想到什么？



正言
2.1. 弥赛亚被拒绝

~5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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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译本：因为他的容貌毁损得不像人）

~5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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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言
2.1. 弥赛亚被拒绝
~52:14 惊奇, 憔悴, 枯槁, 容貌毁损得不像人

~53:2-3 无佳形美容, 无美貌, 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被藐视, 掩面不看, 不尊
重

• 犹太人期待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苦难，但他们期待
弥赛亚像英雄，君王….



正言
2.1. 弥赛亚被拒绝
• 四福音书形容：耶稣被犹太人藐视，吐弃，拒绝…

～太26:67-68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
手掌打他的，说： 「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
谁？」

~太27:28-31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
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
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
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
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正言
2.1. 弥赛亚被拒绝

• 四福音书形容：耶稣被犹太人藐视，吐弃，拒绝…
～太26:67-68

～太27:28-31

• 你是否因为你对神的期待

而拒绝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



正言
2.2. 弥赛亚被击打

• 为什么弥赛亚被击打？

~~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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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言
2.2. 弥赛亚被击打
• 为什么弥赛亚被击打？~~53:4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

• 弥赛亚被击打是为了「担当」和「替代」我们的罪孽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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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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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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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言
2.2. 弥赛亚被击打
• 为什么弥赛亚被击打？~~53:4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

• 弥赛亚被击打是为了「担当」和「替代」我们的罪孽

~53:4, 5, 6 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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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0 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
赎罪祭

~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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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言
2.2. 弥赛亚被击打
• 为什么弥赛亚被击打？~~53:4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

• 弥赛亚被击打是为了「担当」和「替代」我们的罪孽

~53:4, 5, 6, 10, 11 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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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罪祭 ... 担当他们的罪孽

~53:12 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
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
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正言
2.2. 弥赛亚被击打
•为什么弥赛亚被击打？~~53:4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

•弥赛亚被击打是为了「担当」和「替代」我们的罪孽 ~53:4, 5, 6, 10, 11, 12 当我们的忧患，背负
我们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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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罪祭 ... 担当他们的罪孽 ... 却担当多人的罪

• 旧约献祭之一赎罪祭，

用动物的血

来替代犯罪的人该死的生命



正言
2.2.弥赛亚被击打

•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救赎，所以祂默然承受一切受苦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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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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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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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言
2.2. 弥赛亚被击打
• 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救赎，所以祂默然承受一切受苦 ~53:7 , 8, 9 不开口

• 耶稣为了你和我受害，

被击打，这就是神的爱

• 你在受苦吗？

请仰望主耶稣！



正言
2.3 弥赛亚被高举

~52:13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

~5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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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
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正言
2.3 弥赛亚被高举 52:10 必被高举上升... 成为至高 53:10-13 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 感谢神，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右边

～可16:19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

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徒1:11 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
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
还要怎样来



正言
2.3 弥赛亚被高举
52:10 必被高举上升... 成为至高 53:10-13 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可16:19... 被接到天上... ～徒1:11... 被接升天

• 弥赛亚的荣耀在受苦之后。

~可8:31-33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
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
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正言
2.3 弥赛亚被高举
52:10 必被高举上升... 成为至高 53:10-13 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可16:19... 被接到天上... ～徒1:11... 被接升天

• 弥赛亚的荣耀在受苦之后。~可8:31-33 

• 基督徒在世上会受苦，当耶稣再来时，

我们必与祂一同享荣耀



结论
•耶稣降世为人的使命，就是完成神（父神）的心意。

•你知道耶稣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吗？

•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人，受苦是短暂的，将来必有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