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 經文 內容 

1 以賽亞書
46:1-13 

內容：這章宣講的對象仍是被擄的子民，先知指出彼勒(巴比倫的
偶像)是人們所抬的重擔，不能成為人的倚靠，只有耶和華才能在
困苦中抱起他們，拯救他們。先知提醒他們要追念上古的事，便
可看到上帝如何帶領他們。 

反思：你今日倚靠的是甚麼呢？請聽詩歌《祢是我惟一的倚
靠》。 

2 以賽亞書
47:1-15 

內容：先知預言巴比倫的敗落，會如寡婦獨坐；巴比倫欺壓以色
列人，是遭遇羞辱的主因，巴比倫因高傲，對上帝的審判的預警
不放在心，只好宴樂，自稱為神，結果禍患臨到，昔日的盟友也
都要離巴比倫而去。 

反思：巴比倫自己辛苦努力的事情，在危難時無法幫助他，我們
現在努力 的事情可以幫助我們嗎？ 

3 以賽亞書
48:1-11 

內容：先知宣告以色列要從巴比倫歸回，(3節)指出成事在上帝，
祂多次宣告必使這新事(回歸耶路撒冷)應許兌現，但以色列人一
直悖逆，甚至上帝也深知，但祂仍為自己的榮耀預先發預言，以
免他們以為是偶像所行。 

反思：我們的心、眼能否看見上帝的作為？祂在你生命上行的新
事，你看到嗎？ 

4 以賽亞書
48:12-22 

內容：上帝選召以色列，也選召了波斯王居魯士(古列)(45 章)，
使他在巴比倫身上成就上帝的旨意，讓以色列回歸耶路撒冷。本
段經文也多次說明耶和華是一位怎樣的上帝，祂不斷強調自己的
身份，就是讓以色列明白被擄與回歸都是上帝的計劃和旨意。 

反思：你相信這位上帝是掌管歷史和你生命的主嗎？請默想經文
描述的上帝與你的關係。 

5 以賽亞書
49:1-13 

內容：(49:1-6)是第二首僕人之歌，說明上帝的僕人的蒙召自出
母胎便有了。(第 4節)中看到僕人似乎在事奉中有艱難，事奉像
沒果效，但他仍存心倚靠上帝，上帝是他的力量。(7-13節)是上
帝的話，應許僕人使命必會達成。 

反思：當你事奉疲倦或感無果效時，如何堅持？經文給你甚麼鼓
勵？ 



6 以賽亞書

49:14-26 

內容：以色民回歸耶路撒冷，經歷考驗和挑戰，質疑上帝沒有同

在(14,21節)上帝呼籲人要留意耶和華如何重視以色列，銘刻在掌
上；雖然他們被擄在外，但上帝可使列王和王后作他們養父及乳
母(23節)；上帝針對以色列敵人，指出他們是殘暴者，惟耶和華

是以色列的救主(24-26節)。 

反思：為何人在困苦中就會質疑上帝？忘記上帝的能力與同在？
在困難中，你仍存信心看到上帝是怎樣愛你和保護你嗎？ 

7 以賽亞書
50:1-11 

內容：(1-3 節)上帝藉先知呼籲被擄的以色列回歸，但以色列人卻
不理會強而有力的拯救者。(4-9 節)是第三首僕人之歌的，內容指
出僕人的感官(4-5節)、僕人的受苦(6節)、僕人對耶和華的倚靠

(7-9 節)。先知鼓勵聽眾敬畏上帝，聽從上帝的僕人，依靠自己的
將會滅亡。 

反思：儘管僕人在宣講信息時會受到人的攻擊，但從僕人的宣告

中可看到他與上帝有密切的交通。我們在信仰的道路上，有與上
帝密切交通嗎？ 

8 以賽亞書
51:1-11 

內容: 上帝呼召身處曠野的以色列，觀看這些被鑿的磐石、巗穴
時要回想亞伯拉罕的日子，如何賜福他。此外，先知提及有公平
和公義的產生(4-8節)，先知也禱告求上帝重演出埃及的狀況，帶

領以色列人歸回。 

反思：回顧過去的經歷，提醒以色列人是從上帝而來的。 

9 以賽亞書
51:12-23 

內容：(12-16 節)上帝說祂是安慰的主，又是大能的上帝， 會拯
救他們，要以色列人不要怕世人。(17-23節)先知呼召耶路撒冷

由苦境中回轉，因為上帝已經要把祂的懲罰之杯轉給加害者喝。 

反思：上帝責備以色列人居然忘記神、懼怕人。不過我們能夠看
到苦難背後全能的上帝嗎？ 

10 以賽亞書
52:1-6 

內容：先知呼召錫安興起，因為其居民即將被贖回。上帝的百姓
將知道：發預言、拯救百姓的是上帝。雖然錫安是無價被賣的，
但上帝決心要贖回。上帝曾經從埃及和亞述人的欺壓中解救錫

安，如今也拯救被壓迫的子民。 

反思：請默想(第 6節)「因此，我的百姓必認識我的名；在那
日，他們必知道說這話的就是我。看哪，是我！」你有多認識拯
救你的主呢？ 



11 以賽亞書

52:7-11 

內容：將有人傳遞上帝救贖信息，耶和華在錫安作王，因為百姓

將由巴比倫歸回。王的歸回會帶來歡呼，並安慰百姓，最重要是

會帶來救恩。先知向百姓發出呼召，要他們從一切不潔的事上出

來，潔淨自己。 

反思：上帝有拯救的恩典，也要求祂子民過聖潔的生活，離開犯

罪的「巴比倫」，讓上帝在生命中作王。你樂意這樣回應主嗎？ 

12 以賽亞書

52:12-

53:12 

內容：(以賽亞書 52:13-53:12)是第四首僕人之歌，先描述俗人現

今及將來的狀態(52:12-15)，然後指出僕人的身份，祂的出身、

外貌，在(4-6 節)指出祂雖沒犯罪但被攻擊受害，為要叫人得平安

和醫治。祂的受苦是自願的，如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又願成

為贖罪祭(10-11 節)，因祂的代贖，必得到許多後裔，可指耶和

華的門徒，上帝的子民。 

反思：請默想其中一節最感動的經文，反覆思想，存在心中。 

13 以賽亞書

54:1-10 

內容：在這 10 節經文中，先知用妻子與婦人生子的圖像，說明

耶和華與祂的妻子（以色列）不能分割與離棄的關係。因祂賜下

蒙福應許(1-3 節)、除去羞愧(4-6 節)，審判只是短暫，但慈愛卻

是永遠(７-10 節)。 

反思：你是否也如此經驗到上帝這份不離不棄的愛？ 

14 以賽亞書

54:11-17 

內容：先知預言耶路撒冷城，雖然過去欺壓困苦人、多行不義，

但上帝在將來必用許多不同名貴的寶石來建築城牆、城門、邊

界，這城將來的榮耀會超越本來的。而城中子民亦要有敬虔生命

質素，領受教訓。城內必以公義統治，雖有外人攻擊，攻擊的也

必會仆倒。 

反思：當罪人願悔改，耶和華能由咒詛荒涼中重建華麗的城邑，

你也願意在悔改路上繼續前進，每天被主更新嗎？ 

15 以賽亞書

55:1-13 

內容：本章是上帝僕人彌賽亞對萬民的呼召，(1-5 節)恩慈的邀

請，請人來領受白白的恩典；(6-9節)為誠摯的勸導，惡人要離開

自己道路，罪人要悔改；(10-13 節)是肯定的保證，說明上帝的

話決不徒然返回。 

反思：感謝主白白的恩典，生命的滿足在於回歸上帝愛中，人未

必能全然明白祂的計劃，但你願常親近主，尋求主心意，讓祂帶

領你的一生嗎？ 



16 以賽亞書
56:1-12 

內容：上帝呼召百姓要守公平正義，也要守安息日。外邦人與太
監都將領受上帝的恩典，不會被當成次等公民，上帝也要招聚外
邦人。此外，先知責備領袖們沒有提醒百姓，只顧自己的宴樂與
利益，導致百姓被吞吃。 

反思：先知清楚地宣告上帝的祝福是給全人類的，甚至包括當時
常常被拒參加敬拜的非以色列公民，請為福音可傳至有需要的地
方禱告。 

17 以賽亞書
57:1-13 

內容：本章是審判的信息，先知責備義人被忽視；先知也責備以
色列人像妓女一樣，信從巴力宗教的迷信惡行(5-10節)，也想要
透過外交手段讓自己脫離苦難，但這一切都毫無意義，只有投靠
上帝的要承受土地。 

反思：今日你投靠的是誰呢？ 

18 以賽亞書
57:14-21 

內容：上帝呼召以色列民預備道路，他們歸回後，有屬靈的道路
要修築，去除障礙，特別是拜偶像；但至高的上帝樂意與謙卑、
心靈痛悔者相近。 

默想：請默想(15-16 節)上帝的性情。 

19 以賽亞書
58:1-14 

內容：本章論禁食，百姓質問上帝為何不理會他們禁食垂頭，披麻
布與灰塵？上帝回應他們禁食但行惡，沒有憐憫與公義，不是祂要
的禁食。如果是真禁食、真憐憫、真行義，真守安息日，上帝就要
以平安報答百姓。 

反思：我們是否只有敬虔的外表和宗教行為，卻忽略了關顧貧窮
人、行公義呢？ 

20 以賽亞書
59:1-21 

內容：以色列人的罪惡讓他們與上帝隔絕，沒有辦法獲得拯救
(59:1-8)，罪惡如結蜘蛛網與孵毒蛇蛋一樣的荒謬。以色列人的
社會沒有公平正義，人人悖逆上帝。上帝出來拯救百姓，差遣救
贖主到錫安，並與以色列人立新約。 

反思：為上帝所立的新約感恩，求主保守我們保持聖潔，不要隨
便犯罪。 

21 以賽亞書
60:1-9 

內容：本章和 61章論錫安將來的榮耀，錫安成為黑暗世界的
光，因為上帝的榮耀要照耀之中(60:1-3)；不單外邦人、也有分
散的被擄者從遠方朝聖而來，列國要送禮物給復興的以色列並送
回以色列的子民( 60:4-9)。 

反思：耶穌說祂是世界的光，這光已照耀在我們的生命中，請為
在世界仍未認識主耶穌的國家禱告，求主的光也可照耀在他們的
國家上。 



22 以賽亞書

60:10-22 

內容：外邦人在上帝權能下，為聖城建造城牆，苦待以色列的反

過來服事以色列。以色列雖曾被撇棄，上帝卻使她變為榮華，耶

和華要親自作她的光和榮耀。聖城會有義人居住在其中，居民同

心事奉。 

反思：面對仍然相信偶像的親友，你怎樣向他們表達耶和華是真

神呢？今天，請你為未信主的親友禱告。 

23 以賽亞書

61:1-11 

內容：本章提及先知的使命，他接受了耶和華的差遣，傳好信

息、醫好傷心者、使被擄得釋放、報告上帝的禧年；而百姓因與

上帝立約的緣故而實踐律法的公平公義，他們因此獲得耶和華的

賜福，成為萬民的見證。 

反思：在新約中，所有信徒都是上帝的祭司，你會怎樣使人認識

上帝的好信息呢？你如何實踐上帝的公義，為祂作見證？ 

24 以賽亞書

62:1-12 

內容：本章焦點轉為錫安和耶路撒冷，上帝不再靜默直至錫安和

耶路撒冷能實踐公平和公義。耶路撒冷將再與上帝建立如同婚姻

的關係，並得到上帝眷顧和保護。上帝也要在耶路撒冷設立守望

者，他們會為耶路撒冷的緣故，晝夜向祂呼求，直到祂使耶路撒

冷成為地上可讚美的城。 

反思：為香港禱告，求主讓復香港的信徒，行公義好憐憫，作主

的見證。 

25 以賽亞書

63:1-19 

內容：(1-6 節)描述上帝作為神性戰士、穿紅衣出現，祂會施行拯

救，紅衣乃因上帝在憤怒中把以東踐踏，以致血濺在祂衣服上。

祂見祂的百姓在列國中無人幫助，便要祂的百姓興起，要向列邦

發烈怒要審判萬民。(7-19節)先知看到上帝審判臨到的時候，他

為百姓代禱，回想昔日上帝的帶領，懇求上帝不要止住祂的憐

憫，並帶領以色列民認罪，引導全體百姓向上帝俯伏。 

反思：以賽亞為人民代求守望，我們有沒有為弟兄姊妹代禱？特

別當知道他/她靈性低落時。 



26 以賽亞書

64:1-12 

內容：先知繼續禱告，懇求耶和華裂天而降審判他們的仇敵。上

帝盼望遇到義人，然而先知知道今天卻遍地都是罪人，所以會問

上帝仍願意臨在這樣的世代嗎？知道捉緊上帝是以色列的父、是

他們的創造者、窯匠，求上帝仍垂顧，懇求上帝不要記念百姓的

罪孽，因為目前以色列所遭遇的苦難很嚴重。 

反思：求主幫助我們時刻省察自己是否仍時常在罪中，求主憐憫

赦免。 

27 以賽亞書

65:1-16 

內容：此段是上帝對先知禱告的回應：1.上帝自己的子民，雖然

蒙祂整天招呼，卻仍然悖逆，因此上帝一定要報應他們(1-7節)。

2.上帝要在以色列人中留下餘民，不將以色列人全然毀滅(8-10

節)。3.拜偶像離棄上帝的以色列人，上帝必然要懲罰他們，使世

人知道上帝是真神。 

反思：先知責備以色列民只是表面上尋求上帝，並沒有真心親近

主，求主幫助我們省察自己和天父的關係，是怎樣的關係。 

28 以賽亞書

65:17-25 

內容：這幾節描述終末新天新地的情況，住在其中的人得享長壽

和自己勞碌得來的果實，百姓因上帝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沒有

哭泣和哀號，而且豺狼與羊羔共處，聖山上沒有傷人害物的。 

反思：你期待新天新地的來臨嗎？經文那個景象是你最渴望的？ 

29 以賽亞書

66:1-9 

內容：真心痛悔還是假冒為善？是先知在這幾節帶出的重點。以

色列人喜愛獻祭，但耶和華責備這些獻祭但同時行可惡的，只是

假冒為善的人，上帝喜愛的是虛心及謙卑的人。 

反思：求主幫助我們省察內心，每星期日返崇拜是獻上真誠的敬

拜，還是只是滿足作為基督徒應有的表現，但生活卻是跟從世界

的價值觀？ 



30 以賽亞書

66:10-24 

內容：(10-14 節)先知比喻耶路撒冷好比母親，回歸的百姓必會

因錫安的緣故而得到物質及名譽上的滿足和喜樂，如嬰孩得母親

豐足的奶水。(15-24 節)上帝將要降臨施行審判，所有人都將在

上帝面前下拜。先知重提新天新地，期望新天新地的長存帶來新

群體的長存，永遠活在上帝創造的秩序中，過合乎上帝旨意的生

活。但離棄上帝的人必受審判。 

反思：本書最後一段話充滿威嚴，描述義人和惡人的最終結局。

耶和華所造的新天新地要在祂面前長存，違背祂的人就毫無盼

望，以賽亞鼓勵當下的人作出抉擇，以終末的結果來主導當下的

人生，你要活出怎樣的生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