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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進階班 

舊約中的默西亞思想 

 

前言 

默西亞思想是以色列人舊約和新約的脊骨！ 

 

(I) 默西亞的字源介紹 

「默西亞」是個宗教性名號，中文的「默西亞」和「基督」是由同一個詞彙來的，

默西亞是希伯來文(  ַָמִׁשיח Mashiah)的音譯，而基督是希臘語(Christos)的音譯，

拉丁文音譯是 Messia。 

原文 Mashiah 出於動詞 Mashah，意思是「用油擦」，但由於這個動詞其時態是過

去分詞被動態(passive participle)，因此按字面譯為「受傅油者」，古代傅油禮是

一種習俗，表示正式祝聖及指派某人去完成某些重要使命，例如：君王、先知、

司祭等都屬於這一類的人。而在以色列的宗教傳統中，「受傅者」意味這人被天

主所選，在民眾當中代表天主，替天行道和發言。 

 

(II) 以色列人堅信天主盟約的許諾 

以色列的歷史特點是宗教信仰幾乎滲入全民族所有的活動之中，整個舊約時期的

歷史記錄是由天主為祂的子民而做的角度去解釋的，它溯源自天主召叫民族的祖

先亞巴郎，許諾給他土地和後裔，民族就由此而出，自此天主不離不棄的帶領和

照顧這群屬於自己的子民，從漂泊的遊牧生活，因避旱保命而僑居埃及之後淪為

奴隸，天主以大能救出以色列人，分開紅海的水讓他們走過，踏上回去許諾之地

的旅程，在西乃山時天主和整個民族訂立了「盟約」，只要他們忠心和服從，天

主要為選民實現一個美好生活的遠景，全民族都熱切期待這日子的來臨。 

 

(III) 天主藉揀選的人實現祂的神聖計劃 

天主與選民有一個邁向未來的計劃，它的實現會由天主揀選(Selected)和祝聖

(Sanctified)的人物，在特定的時刻出現來協助自己的子民；被派遣(Sent)者是為

執行授予他們的任務和使命(to Serve)。天主直接召叫了聖祖亞巴郎(創 12:1-3)、

雅各伯(創 28:13-15)，出谷領袖梅瑟(出 3:4-10)，先知(列上 19:15-17)，司祭(出

30:30, 40:12-15)，甚至是外邦人的波斯王居魯士(依 45:1)。 

 

(IV) 對天主受傅者的期待是民族希望的象徵 

傅油象徵天主神聖的授權，由「受傅者」帶來的是一種與思想相通的期待，叫人

渴望更美好、廣大的幸福、平安的來臨，這個牢不可破的信念始於天主對亞巴郎

的許諾：「地上萬民要因你獲得祝福。」(創 12:3)和對達味王室的預言：「你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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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和王權，在我面前永遠存在。」(撤下 7:16)。天主的許諾在以後以色列民族經

歷國破家亡，流徙充軍異域時期形成一種渴望天主拯救的信念，成了他們信仰的

主要內涵，在備受外族統治壓迫下，以色列人把希望寄託在默西亞的來臨

(Messianic Expectations)。 

 

「默西亞來臨拯救」的思想經歷民族坎坷的歷史，人們對默西亞的形像、身份和

內涵有了不同的見解和期待，逐漸形成一個有系統的觀念，而現代聖經學者稱之

為「默西亞論」(Messianism)，我們會從聖經來分析默西亞思想的演變發展： 

 

神聖計劃中的默西亞 

   BC 

  1010-970  達味 

    970-930  撒羅滿 

   I   930-587  南國猶大 

     勒哈貝罕~漆德克雅(共 20 個達味王室皇帝)為巴比倫所滅 

930-722 北國以色列 

雅洛貝罕~曷舍亞(共 9 個王朝，19 個皇帝)為亞述所滅 

   II 

587-538 充軍流徙巴比倫 

 

538-330 波斯統治，居魯士頒諭令釋放回國，修建耶路撒冷和聖殿 

  III 

330-63 希臘統治 

167BC 瑪加伯起義，建阿斯摩乃王朝(105-36BC) 

 

   63-AD5 世紀 羅馬統治 

     70AD 耶路撒冷聖殿被毀 

     135AD 羅馬王禁止猶太人進入耶路撒冷，嚴禁信仰， 

         猶太人流亡各地 

 

(I)  君王政體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1000-730 年) 

(II)  過渡性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701-588 年) 

(III) 個人性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588-164 年) 

     (i)  神恩性、具民族主義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640-588 年) 

     (ii)  神聖和具救恩性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580-300 年) 

     (iii) 謙遜和民族主義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500-300 年) 

     (iv) 受苦和萬民主義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540-300 年) 

     (v)  末世性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164-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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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君王政體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1000-730 年) 

猶大王朝是具體的在耶路撒冷宮廷內的王族家庭代代相傳，當中不提任何個 

人性的繼承者，亦沒有指向末世性的未來，只保證王朝將會持續。 

 

背景：1010BC 以色列各支派的長老在赫貝龍承認達味為全民族的國王(撒下

5:1-3)。1000BC 達味攻佔耶路撒冷及將之建為全國政治和宗教中心，此時內戰

結束，外敵培肋舍特人被擊敗(撒下 5:17-25)，全國統一，四周昇平，可惜只有

70 年光景。931BC 國家分裂為南國猶大和北國以色列。 

 

參考聖經： 創 3:15, 創 9:24-27, 創 49:8-12, 戶 24:15-19, 撒下 7:8-16 

 

選讀： 撒下 7:8-16 

7:8 現在，你要對我的僕人達味說：「萬軍的上主這樣說：是我揀選你離開牧場，離開放羊的事，

作我民以色列的領袖。  

7:9 你不論到那裏去，我總是偕同你，由你面前消滅你的一切仇敵；我要使你成名，像世上出

名的大人物；  

7:10 我要把我民以色列安置在一個地方，栽培他們，在那裏久住，再也不受驚恐，再也不像先

前受惡人的欺壓，  

7:11 有如自從我為我民以色列立了民長以來一樣；我要賜他們安寧，不受仇敵的騷擾。上主也

告訴你：他要為你建立家室。  

7:12 當你的日子滿期與你祖先長眠時，我必在你以後興起一個後裔，即你所生的兒子；我必鞏

固他的王權。  

7:13 是他要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我的兒子；若是他犯了罪，我必用人用的鞭，世人用的棍，來懲

戒他； 

7:15 但我決不由他收回我的恩情，就如在你以前由撒烏耳收回我的恩情一樣。 

7:16 你的家室和王權，在我面前永遠存在，你的王位也永遠堅定不移。」  

 

結構 

納堂神諭的天主許諾：8-9 節  達味要成名 

                    10-11a 節 以色列民族的特殊地位，安居在天主賜給的 

                                土地上 

                    11b-16 節 天主要給達味蓋建一個房舍給他永遠居住 

 

修辭 / 特別字 

神諭的核心是一個對比：並非達味要為天主建築殿宇(希伯來文 ַּבִית  bayit 聖殿

temple)(5 節)，而是天主要為達味建立家室(希伯來文 ַּבִית  bayit 房屋 house，家

庭 family 或朝代 dynasty) (11b 節)，兩句同一字相關語共出現 4 次，一方面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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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達味對天主的赤誠，天主同時藉此賞賜達味鴻恩：我必在你以後興起一個後裔

(希伯來文ֶזַרע   zeraʻ 種子 seed，segol 名詞，單數名詞，複數觀念)(12 節)。 

 

意義 

12-16 節是舊約關於默西亞啟示的總結： 

創世紀「原始福音」，默西亞要由一女人所生(創 3:15)，屬於閃族(創 9:24-26)，

是亞巴郎的後裔(創 12:3)，出身猶大支派(創 49:8-10)，生於達味家庭，永掌王權

(撒下 7:16)。 

 

舊約中天主和以色列常以盟約為記號，神諭中上主許諾為達味建立家室，即是與

達味和他的後裔立約，而且是無條件的白白賞賜，縱使有人犯錯，天主只會懲戒，

而永遠不會收回的恩情(撒下 7:13,16)。 

 

(II) 過渡性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701-588 年) 

    天主對達味王位的默西亞仍是忠誠不變，但卻有了新的方向。 

 

背景：自國家分裂後，在耶路撒冷的王宮中代代相傳延續到 730BC，此時亞述帝

國興起，北國以色列面臨亡國，南國也岌岌可危，雖然先知給阿哈次預告「厄瑪

奴耳」的標記(依 7:14)，但他仍投向亞述王(列下 16:7)。昏庸的達味王室使樂觀

的期待蒙上陰影，朝代性的默西亞思想漸漸淺化。701BC 依撒意亞先知終於宣佈

南國世襲性的君王制度即將結束(依 10:33)。 

 

參考聖經：德 47:24-25, 依 11:1-5, 米 5:1-8 

 

選讀：依 11:1-5 

11:1 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一個嫩枝，由它的根上將發出一個幼芽。  

11:2 上主的神，智慧和聰敏的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達和敬畏上主的神將住在他內。  

11:3 【他將以敬畏上主為快慰，】他必不照他眼見的施行審訊，也不按他耳聞的執行判斷。  

11:4 他將以正義審訊微賤者，以公理判斷世上的謙卑者，以他口中的棍杖打擊暴戾者，以他唇

邊的氣息誅殺邪惡者。  

11:5 正義將是他腰間的束帶，忠誠將是他脅下的佩帶。 

 

結構 

1-2節 新熙雍的君王的家世和天資 

3-5節 他的治理 

 

修辭 / 特別字 

1 節，嫩枝(希伯來文 ֶטר hoter 分支 ֹח֖ branch，枝條 twig)，幼芽(希伯來文 ֵנֶ֖צר nē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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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芽 sprout，芽 shoot) 

2 節，神 (希伯來文 ַ֣רּוח ruha 風 wind，神、靈 spirit，氣息 breath)，出現了 4 次，

上主的神(力)賦予這位默西亞六種神恩： 

            神恩        行動 / 效果 

v.2 智慧和聰敏        v.3b 施行正義的判斷 

對天主隱奧的洞察和鑑別善惡的機智 

 

   超見和剛毅        v.4 對微賤和謙卑者加以庇 

   執行王權有著明晰的決斷和剛強       佑；對邪惡暴戾者必嚴懲 

 

明達和敬畏上主     v.5 正義和忠信是執行王權的 

智慧的肇始是虔敬、篤信、孝愛天主      標準 

 

新的景象要出現，因為天主的神是恩寵…. 

智慧 (希伯來文 ָחְכָמה ḥokmāh  wisdom) 

令人愛慕靈性的事物多於世俗物質。 

 

聰敏 (希伯來文 ִביָנה ḇîynāh understanding) 

令人的理性不為世間紛亂的訊息，互相衝突的意見所困惑，而能掌握真理，明白

如何正確地處世做人。 

 

超見 (希伯來文 ֵעָצה ʻēṣāh counsel) 

令人有正確的判斷，明辨是非。 

 

剛毅 (希伯來文 ְגבּוָרה geḇurāh fortitude, might, strength) 

令人有勇氣，不怕困難，按正確的道德判斷行事。 

 

明達 (希伯來文 ַּדַעת daʻat  knowledge) 

令人知道天主的心意和行善避惡的途徑。 

 

敬畏上主 (希伯來文 ִיְרַאת ְיהָוה  wüyir´at YHWH (Adonai) fear of the Lord) 

令人察覺到天主的榮耀和威嚴，自己的微小，從而產生一種怕被離棄的恐懼。 

 

意義 

以色列雖然像被砍伐的樹木(依 10:33)，但上主決定在剩下的殘根保留生命力，

上主的大能將要振興這個王朝，確保其永恆存在，再次興起達味的後裔，但這繼

承者會從耶路撒冷的王宮過渡到白冷葉瑟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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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葉瑟樹幹上生出的「嫩枝」，將是一位謙遜、更服從的默西亞，是天主保護選

民的見證人，他身上秉受了上主賦予的六種神恩來執行自己的職務，那時，背叛

的選民要歸來事奉上主，重新成為天主的聖民，皈依的還包括列國的異民，這「幼

芽」將是萬民救恩的施與者。 

 

(III) 個人性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588-164 年) 

 

(i) 神恩性、具民族主義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640-588 年) 

不再指望達味墮落的王室，而是達味優秀的苗芽，但此刻尚停留在保守的民 

族主義裡。 

 

背景：722BC 北國以色列被亞述滅亡，一個世紀之後亞述亦快速沒落，新巴比倫

帝國急竄興起。南國達味王朝在約史雅王(634-610BC)朝代有過短暫的政治和宗

教的復興後，國運已步入晚期。592BC 漆德克雅王不聽耶肋米亞先知的警告參加

反巴比倫戰線引來耶路撒冷被包圍三年之久。587BC 耶京第二次淪陷，王室被擄

走，聖殿和約櫃亦被焚毀。 

 

參考聖經：耶 5:8; 22:29-30; 23:5-6; 30:3; 33:15-16; 鴻 1:2, 哈 3:12-13,  

          索 3:16-18a 

 

選讀：耶 22:29-30, 23:5-6 

22:29 地啊！地啊！地啊！請聆聽上主的話！ 

22:30 上主這樣說：「你應記錄：這人是一個無子女，畢生無成就的人，因為他的後裔中，沒有

一人能成功，能坐上達味的寶座，再統治猶大。」 

 

23:5 看，時日將到──上主的斷語──我必給達味興起一支正義的苗芽，叫他執政為王，斷事明智，

在地上執行公道正義。  

23:6 在他的日子裏，猶大必獲救，以色列必居享安寧；人將稱他為「上主是我們的正義。」 

 

修辭 / 特別字 

地啊 (希伯來文 ֶאֶרץ ʼereṣ 土地 earth ~ as opposed to heaven)連續三次，這種隆重

的重複說明天主堅決的定斷。 

 

正義 (希伯來文  ִֵצְדק ṣiḏqē  sdq  (字根 root) righteousness) 

天主的正義：是天主本體固有的特性，包括「聖」和「仁」。罪不能見容於天主

的義，天主必須懲罰；又由於「義」懲罰必隨救援，成了盟約中賞罰不變的作為，

顯示出天主的忠實。天主一直許諾日後必將有一位默西亞來拯救人類，以宣揚及

伸張天主的正義。(依 9:6;11:3; 45:8; 60:13; 61:3,10; 62:2, 耶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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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正義：正義泛指一切法律，即遵照天主的旨意行事，人的義源於天主的義，

是以只有天主才是義德的根源。 

 

意義 

23:6「上主是我們的正義」(希伯來文  ְֵקנּוְיהָוה ִצד   Yahweh (Adonai) ṣiḏqēnȗ Lord our 

righteousness) 這名字對猶大最後一位君王漆德克雅 (希伯來文 ִצְדִקָּיהּו ṣiḏqiyyähȗ) 

的名字有雙重的修正：一是個人性的默西亞名字 Yahweh 置於前面而非後面；二

是個人性的默西亞將不會自私地自稱「我的正義」，而是「我們的正義」，他完整

地遵守天主的一切法律(承行天主的旨意)，是光耀的名銜。 

 

達味王室不遵守上主的指示，竟致全國人民於危險之中，耶肋米亞先知以憐惜和

心痛對耶苛尼亞這位年青的君王預言他既無子女，就連其後裔的一個亦不能登上

達味的寶座，這裡先知指出了猶大王國的結局。 

 

耶肋米亞先知領悟到納堂先知神諭中王朝的永恆後裔如今已非朝代的默西亞，亦

非白冷父家的過渡性默西亞，而是一位超卓的牧者默西亞，他不依仗武力，他的

統治建基於智慧和正義上，他要以強力領回流徙北方的以色列人民回歸故土。 

 

(iia) 神聖和具救恩性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580-300 年) 

    默西亞有使人免於罪惡拯救者的角色開始出現，成了希望和救贖的代名詞。   

    達味王室到此宣佈結束。 

 

背景：南國猶大前後經歷過 598BC 和 588BC 兩次的淪陷，耶苛尼亞王和漆德克

亞王相繼被擄往巴比倫，還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王室、貴族和司祭。587BC 達味

王朝宣告結束，連象徵天主臨在的聖殿亦已毀滅，人民的一切希望都化為泡影，

不少在國內和在巴比倫的以色列人都沉入絕望當中，此時，耶肋米亞和厄則克耳

兩位先知起來鼓勵和安慰民眾要堅心信賴上主，上主決不會拋棄自己的百姓。未

來的默西亞已逐漸成為要來拯救以色列子民的神秘拯救者，代表天主寬恕了民族

的罪過。 

 

參考聖經：則 17:22-24; 34:11-16, 23-24; 36:24-28; 45:1-8, 蓋 2:20-23 

 

選讀：則 34:11-16, 23-24 

34:11 因為吾主上主這樣說：看，我要親自去尋找我的羊，我要親自照顧我的羊。 

34:12 猶如牧人在羊群失散的那日怎樣尋找他的羊，我也怎樣尋找我的羊；我要把那些曾在陰雲

和黑暗之日四散在各地的羊，從那些地方救回來。  

34:13 我要從各民族中將他們領出，從各國將他們聚集起來，領他們回到自己的地域；我要在以

色列的群山上，溪水畔，以及本國的一切牧場上牧放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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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4 我要在茂盛的草原上牧放他們，在以色列的高山上有他們的羊棧，在那裏他們要臥在舒適

的羊棧裏，在以色列的群山上，在肥美的牧場上吃草。  

34:15 我要親自牧放我的羊，親自使他們臥下──吾主上主的斷語──  

34:16 失落的，我要尋找；迷路的，我要領回；受傷的，我要包紮；病弱的，我要療養；肥胖和

強壯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義牧放他們。 

 

34:23 我要為他們興起一個牧人，那即是我的僕人達味，他要牧放他們，作他們的牧人。  

34:24 我，上主要作他們的天主，我的僕人達味在他們中作領袖：這是我上主說的。 

 

結構 (上文對比) 

         34:1-10 假牧      34:11-16 善牧 

v2 只知牧養自己      v11-13 親自尋找，照顧，聚集在黑暗 

                                           中四散了的羊帶回來。 

v3 吃羊奶，穿羊毛衣，宰肥羊，  v14-15 在茂盛的草原上牧放，在肥美 

   不牧放。              的草場上吃草，安置在舒適的 

             羊棧裡。 

v4 瘦弱的，不扶持；患病的，   v16    失落的，我要尋找，迷路的， 

   不醫治；受傷的，不包紥；       我要領回；受傷的，我要包紥 

   迷路的，不領回；遺失的，       ；病弱的，我要療養；肥美和 

   不尋找。           強壯的，我要看守。 

 

v5-6 羊群四散，成了獵物。       按正義牧放羊群。 

 

修辭 / 特別字 

牧放和牧人在希伯來文為同一字根(root) ה  raʻah 作動詞(verb)和分詞(participle) ֹרֶע֨

之別，在 11-16 節和 23-24 節共出現 10 次之多。 

 

聖經中多次用牧人與羊群來比喻首領與民眾，上主與以色列民的關係。在世上替

天主管理子民的君王和領袖都被稱為「牧者」。 

 

意義 

牧人受主人委託必須為牧畜負責，日間尋找草場和水源，晚上把牧畜趕回棧圈

裏，守衛保護，在野外要抵禦野獸和盜賊，時刻醒寤，以免牠們掉失。同樣，天

主將以色列子民託付給君王，只可惜假牧人帶領天主的子民誤入了歧途，但認真

關懷羊群的善牧---上主---會臨於自己的子民中間，親自拯救和牧放他們。這位默

西亞來自達味正義的後裔，是上主的僕人。以色列的復興與默西亞的神國不能分

開，既然君王制度已失敗，因此，天主要最後為王成就統治以色列的末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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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b) 隱約有救贖萬民的觀念  

 

背景：新巴比倫帝國的崛起只有 86 年(625-539BC)，539BC 巴比倫被波斯王居魯

士解放，他一反過去新亞述和巴比倫的壓迫方式，對不同的宗教與民族習慣採取

包涵政策，頒佈諭旨：不論任何在巴比倫流亡的俘虜可以重獲自由，返回他們以

前的家鄉，並取回原來的財產，被搶奪的神祗亦遣回原處並重建他們的聖殿，猶

太的俘虜 70 年之後(598/587-539BC)亦被允許回到耶路撒冷和猶大。在達味的後

裔則魯巴貝耳(被委任為猶大省省長)和大司祭耶叔亞的領導下返國，重建聖殿和

耶路撒冷城牆為首要工作。 

 

參考聖經：匝 3:8-10; 6:9-15, 蓋 2:5-9, 拉 1:11, 編上 17:1-14 

 

選讀：匝 3:8-10; 6:9-14 

3:8 所以，大司祭耶叔亞，你且聽着：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是作預兆的人。看，我必要使我

的僕人「苖芽」生出。  

3:9 看，這是我在耶叔亞面前安置的石頭，在這惟一的石頭上有七隻眼睛；看！我要親自在石

上刻上題名――萬軍上主的斷語――並且要在那一天除去地上的罪過。  

3:10 在那一天――萬軍上主的斷語――你們必要互相邀請自己的鄰里，到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 

 

6:9 上主的話又傳給我說： 

6:10「你該由歸來的俘虜手中，即由赫耳待、托彼雅和耶達雅的手中取些禮物，就在今天，到從

巴比倫回來的責法尼雅的兒子約史雅的家裏去。 

6:11 你要拿銀子和金子，做一頂冠冕，戴在大司祭約匝達克的兒子耶叔亞的頭上， 

6:12 然後對他說：萬軍的上主這樣說：看，有一個人名叫「苗芽」，他要自動萌芽，他要建築

上主的殿宇。 

6:13 是他要建築上主的殿，是他要承受尊榮，坐在寶座上執政；並且有一位司祭立在他右邊，

他們二人之間必和平相處。 

6:14 這頂冠冕要存在上主的殿內，作為赫耳待、托彼雅、耶達雅和責法尼雅的兒子約史雅的紀

念。 

6:15 遠方的人必來共同建築上主的殿；如此，你們便知道：是萬軍的上主派遺了我到你們這裏

來。如果你們真聽從上主你們天主的聲音，這事必要實現。」 

 

結構 (上下文) 

8 個神視可作以下對稱排列： 

 

A--------------------  第一個神視：上主的騎士 (1:7-17) 

   B---------------  第二個神視：四隻角和四個工匠 (2:1-4) 

      C----------  第三個神視：手拿繩墨的人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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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第四個神視：撒殫控告耶叔亞大司祭 (3:1-10) *中心 v8-10 

                                                  我的僕人「苗芽」生出 

         D----- 第五個神視：金燈台和兩棵橄欖樹 (4:1-14) 

      C---------- 第六個神視：飛卷 (5:1-4) 

   B--------------- 第七個神視：坐在厄法中的女人 (5:5-11) 

A------------------- 第八個神視：四輛馬車 (6:1-8) 

    一個象徵行為：有一個人名叫「苗芽」要自動萌芽，他要建築 

                              上主的殿宇。(6:9-15) 

A 1，8 神視：70 年流徙結束，現在是默西亞王國來臨的日子。 

B 2，7 神視：反省以色列過去的罪惡和流徙。 

C 3，6 神視：上主要坐鎮在新耶路撒冷，罪人要被上主的話所淨化成為聖潔。 

D 4，5 神視： 默西亞王國將來臨,上主會來住在自己的百姓中間，人民要保持信 

             德。 

 

修辭 / 特別字 

(1) 苗芽 (希伯來文ַמח şemah 名詞，發芽  ֶצֽ sprout, 成長 growth, 枝條 branch)，

在這裏用作名字使用在一位上主僕人身上。 

  

3:8b「看，我必要使我的僕人「苗芽」生出。 

ַמח      י       ֶצֽ יא        ֶאת־ַעְבִּד֖ י        ֵמִב֛ י־ִהְנִנ֥  ִּכֽ
     名詞     名詞-受詞記號   動詞 (hifil)   指示詞     

     苗芽   僕人    使之生長   看 

 

6:12「看，有一個人名「苗芽」，他要自動萌芽。」 

ח      יו         יִ ְצָמ֔ ַמח          ְׁשמֹ֙ו         ּוִמַּתְחָּת֣ יׁש         ֶצ֚  ִהֵּנה־       ִא֞
     動詞     連接詞,介系詞     名詞        名詞       名詞     指示詞 

   他要發芽   因為     名字    苗芽    人     看 

 

(2) 石頭 (希伯來文 ֶבן ʼeben 名詞，石頭 ֶא֥ stone) 一塊有特殊功用的石頭。 

 

3:9「看，這是我在耶叔亞面前安置的石頭，在這唯一的石頭上有七隻眼睛(象徵

天主的全知)，看，我要親自在石頭上刻上題名。」 

ּה          ְנֻאם֙              ְיֹהָו֣ה  חַ            ִּפֻּתָח֗  ַפֵּת֣
專有名詞       名詞        名詞       動詞 (piel) 

上主的名  話語    銘刻     打開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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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匝 3:8 和 6:12 兩處，上主應許要差遣他的僕人「苗芽」出現在世上。但對這位

人物在兩處上下經文中似乎都沒有什麼提示，先知對這個名字也未曾加以解釋。

耶肋米亞先知在 23:5 和 33:15 兩處用同樣的名字稱呼默西亞；「在那時期內，我

必要由達味出生一正義的苗芽，在地上執行公道和正義。」按匝加利亞先知所說，

當這「苗芽」生出時，一天之內，上主要由這世上消除罪惡，使他的人民獲享絕

對的安寧。像這樣的恩賜，只能出現於默西亞的時代，與其時出生的「苗芽」密

切相關連，這些恩賜不是出於偶然，而是上主有意的安排。 

 

「苗芽」要來建築上主的殿宇(6:12)，令人想起那塊唯一而特別的石頭(3:9)，當

時匝加利亞和則魯巴貝耳和耶叔亞正在重建聖殿，這聖殿是神權政體的中心，也

是默西亞神國的預兆，兩人是默西亞的預像，在 6:11「預兆人」的大司祭耶叔亞

要頭戴冠冕，冠冕是王權的象徵，表示未來的默西亞不但是司祭，也是君王。在

6:15「遠方的人必來共同建築上主的「殿」，先知預言「苗芽」所建的「至聖之

殿」不但只屬以色列民，而且屬於天下萬民，默西亞時代一到，凡有血肉的人都

要同沾天主的救恩。 

 

(iii) 謙遜和民族主義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500-300 年) 

    默西亞成為天主施行救恩與和平的工具。 

 

背景：充軍回國的以色列民，對達味後裔和君王性的默西亞雖然還有保留，但已

漸漸在消失，這種渴望在他們流亡的後期更為迫切，他們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默

西亞身上，他將要完成君王未完成的使命。 

 

參考聖經：依 61:1-11, 匝 9:9-10 

 

選讀：依 61:1-11 

61:1 吾主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因為上主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苦的人傳報喜訊，治療破碎

了的心靈，向俘虜宣告自由，釋放獄中的囚徒，  

61:2 宣佈上主恩慈的喜年，揭示我們天主報仇的日期，安慰一切憂苦的人，  

61:3 給熙雍悲哀的人一項冠冕來代替灰塵，喜樂的油以代替喪服，頌讚以代替沮喪的心神。他

們將被稱為正義的橡樹，上主為光榮自己所種植的園地。  

61:4 他們要重建古時的廢址，興建往日的荒域，建造傾圮的城邑，數代荒涼的地方。  

61:5 外邦人要來為你們牧放羊群，外方人的兒子要作你們的農夫和葡萄園丁。  

61:6 你們要被稱為「上主的司祭」人要稱你們為「我們天主的侍役；」你們要享用萬民的財物，

以他們的財寶而誇耀。 

61:7 因為他們受了雙重的恥辱，侮辱與唾罵是他們的家業，因此他們要承受雙倍的土地；永遠

的喜樂將歸屬於他們。  

61:8 因為我是愛慕公義的上主，我惱恨不義的搶劫；我要憑忠實賜給他們報酬，與他們訂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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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永久的盟約。  

61:9 他們的後裔在列國中，他們的苗裔在萬民中，要受人賞識；凡看見他們的，必要承認他們

是上主所祝福的後裔。  

61:10 我要萬分喜樂於上主，我的心靈要歡躍於我的天主，因為他給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給我披

上義德的外衣，使我有如頭戴花冠的新郎，有如佩帶珍珠的新娘。 

61:11 正如大地怎樣產生苗芽，田園怎樣使種子發芽，吾主上主也要怎樣在萬民前產生正義和讚

揚。 

 

結構 

(1)上下文框架 60~62 章  熙雍未來的光榮 

   60 章  熙雍將是全世界宗教的中心 

   61 章  上主要親自安慰自己的子民 

   62 章  渴望上主所允許的救恩急速降來 

 

(2)本文 

   1-3 節 受傅者的使命：向熙雍的遭難者宣告喜訊 

   4-9 節 受傅者的信息：重建熙雍 

   10-11 節 受傅者的效果：先知，熙雍的讚美 

 

修辭 

受傅者的使命 

v1 治療   破碎心   

      自由    浮虜               

      釋放    囚徒 

 

V3 冠冕         灰塵 

      喜樂油      喪服 

     頌讚衣      沮喪心 

 

受傅者的行動 

v4 重建         廢址 

      興建         荒域 

      建造         傾圮 

 

v5 外邦人       牧放 

     外方人       耕種 

 

 

喜 

訊 

代 

替 

喜 

訊 

代 

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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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熙雍子民要被稱為： 

他們將被稱為「正義的橡樹」(v3) 

他們將被稱為「上主的司祭」(v6) 

人們稱你們為「我們天主的侍役」(v6)  

人們承認他們是「上主祝福的後裔」(v9) 

 

這位默西亞的傅油，是他執行天主的派遣，給窮人傳報喜訊，列國 / 萬民都要

蒙恩。  

 

意義 

在舊約「受傳者」的名號祇能用在君王身上，到了充軍回國之後才用在先知和司

祭身上。經文中的「受傅者」所傅的「油」是「上主的神」，負起先知的使命向

熙雍的遭難者宣佈喜訊，猶如喜年到來奴僕獲得的自由一樣，他是上主施行救恩

與和平的工具，要施行「代替」、「代罪」和「代贖」的奇妙救贖工程(61:3)。

此時，經歷國破家亡的以色列人的眼睛都向先知預言的「末世」期待。 

 

他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和聖殿，對以民來說新耶京和新聖殿就

是「天主的國」來臨的實現，目前的光景將會完全轉變，他們是上主自己的民族，

所以在信仰天主的萬民之中將獲得特殊的權利，因為上主藉選民把自己的光榮顯

示給了外邦人，由此新熙雍子民要被稱為上主祝福的後裔、侍役和司祭。 

 

(iv) 受苦和萬民主義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540-300 年) 

    這位至聖的僕人沒有名字，他的召叫、使命、功業都是默西亞所要行的，他 

    來要開創一個幸福的新紀元。 

    在這位僕人身上凸顯默西亞的先知和司祭的特性，要來成就偉大的事業。 

 

背景：以色列人在波斯統治下得以由充軍之地回歸聖地，為他們來說是「新出

谷」。此時先知以善言來安慰百姓，用信仰振奮起人民悲傷的心靈。「受傅者」

居魯士所完成的解救，只是上主受苦僕人以苦難拯救於罪惡的象徵。更大的救贖

是天主拯救全人類的計劃要藉自己的僕人來完成，如此新熙雍會出现，天主要把

自己的神賦給選民，天主要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神國。 

 

參考聖經：依 42:1-9; 依 49:1-6; 依 50:4-9a; 依 52:13-53:12, 匝 12:9-14 

 

選讀：「上主受苦僕人」詩歌 

 

第一首 依 42:1-9 

42:1 請看我扶持的僕人，我心靈喜愛的所選者！我在他身上傾注了我的神，叫他給萬民傳布真



 14

道。 

42:2 他不呼喊，不喧嚷，在街市上也聽不到他的聲音。  

42:3 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他將忠實地傳布真道。  

42:4 他不沮喪，也不失望，直到他在世上奠定了真道，因為海島都期待著他的教誨。  

42:5 那創造且展布天空，舖張大地和佈置大地的產物，給世人賜予氣息，並給在地上行動的，

賜與呼吸的天主上主這樣說：  

42:6 「我，上主，因仁義召叫了你，我必提攜你，保護你，立你作人民的盟約，萬民的光明， 

42:7 為開啟盲人的眼目，從獄中領出被囚的人，從牢裡領出住在黑暗的人。 

42:8 我是上主，這是我的名字；我決不將我的光榮讓與另一位，決不將我應受的讚美歸於偶像。 

42:9 先前的事，看，已經成就；我再宣告新近的事，在事未發生之前，我先告訴你們。」 

 

主題 

天主發言描述一個任務和選拔這位僕人完成使命 

 

結構 

1-4 節 上主介紹這位祂選拔的僕人，委派他執行獨特的工作並保證他的成功。 

5-9 節 上主對僕人說話，他是選民的盟約和萬民的光明，他的工作見證上主是唯 

      一的和救贖的主。 

 

修辭 / 特別字 / 意義 

用了「重複字辭」文學技巧介紹這位僕人： 

42:1  6 個「我」  

      我的僕人 

       

 

 

 

       

      我所扶持   

      我所喜愛 

      我揀選的 

      我傾注了 

 

      我的神 

上主與僕人的關係 

(希伯來文 ַעְבִּדי ‘aḇdî  servant of me 

名詞，單數陽性，第 1 身單詞尾)；與

奴隸有別，僕人是指一位自願忠誠侍奉

神或君王的心腹，他是受天主派遣去執

行自己的工作。 

 

  介紹這位僕人的不是別人，正是創 

  造萬有，掌管萬物的天主(42:5)。 

 

 

 

(希伯來文רּוִחי rȗḥî  spirit of me 名詞，

單數陽性，第 1 身單詞尾)，令人聯想

在創造之初，天主在混沌中造出生命，

人因天主的氣息而成了屬神的，在 42:5

有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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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真道」 

42:1   傳佈真道 

42:3   傳佈真道 

42:4   奠定真道 

僕人擁有上主的權能 

( 希 伯 來 文ִמְׁשָּפט mišpäṭ judgment 審

判)，經文中沒有用「冠詞」，解作正義、

公平，思高本譯作「真道」，這類說法

指君王的權柄。傳佈 יֹוִציא yôṣî’ he shall 

lift, hifil 動詞，未完成式，表示僕人要

主動用行為去完成。 

42:2-4  7 個「不」 

42:2   不呼喊 

42:2   不喧嚷 

42:2   聽不到(他的聲音) 

 

42:3   不折斷 

42:3   不吹熄 

 

 

 

42:4   不沮喪 

42:4   不失望 

僕人忠誠的工作態度 

  糾正世人可能對僕人錯誤的期望，先 

  知們激烈地宣佈天主的譴責比對僕 

  人的「平靜」。 

 

  彰顯僕人慈愛的本質；眷顧軟弱，憐 

  恤垂危的，自己卻甘願成了敵人的犧 

  牲品，顯示出僕人的四種特徵：既慈 

  愛又堅定，既謙虛又堅毅。 

 

  僕人面對困難不會退避，因為他只會 

  忠實執行任務。 

42:6   4 個「我---你」 

      我因仁義召叫了你 

      我提攜你 

      我保護你 

      我立你 

上主的鄭重宣佈猶如僕人的「派遣禮」 

 

  希伯來文的動詞為未完成式，所以僕 

  人的力量不會枯竭，因為有天主的不 

  斷的照顧。 

42:1  萬民 

42:4  海島 

42:6  萬民 

  僕人任務的範圍涵蓋外邦人，全人 

  類。 

 

42:7  開盲人眼睛 

      領出囚犯 

      領出住在黑暗的人 

僕人的具體工作 

  「瞎眼」、「監牢」、「黑暗」包括所有 

   層次，肉體上的失明到心靈被羈絆 

   失去自由。   

42:8  4 個「我」 

     我是上主 

     我的名字 

     我的光榮..決不讓與另一位 

     我的讚美..決不歸於偶像 

僕人的工作見證上主 

   名字和光榮是天主的本性，天主自 

   己，上主僕人的工作就是天主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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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 依 49:1-6 

49:1 諸島嶼，請聽我！遠方的人民，請靜聽！上主由母腹中就召叫了我，自母胎中就給我起了

名字。 

49:2 他使我的口好似利劍，將我掩護在他的手蔭下，使我像一支磨光的箭，將我隱藏在他的箭

囊中。 

49:3 他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是我驕矜的「以色列」。  

49:4 但是我說：「我白白勤勞了，我枉費了氣力而毫無益處；但是我的權利是在上主那裡，我的

報酬在我的天主面前。」  

49:5 我在上主眼中是光榮的，天主是我的力量。那由母胎形成我作他的僕人，將雅各伯領回到

他前，並把以色列聚在他前的上主，如今說：  

49:6 「你作我的僕人，復興雅各伯支派，領回以色列遺留下的人，還是小事，我更要使你作萬

民的光明，使我的救恩達於地極。」  

 

主題 

天主重申僕人的派遣要作萬民之光 

 

結構 

1-4 節 上主僕人陳述自己的蒙召和使命的困難。 

5-6 節 上主肯定僕人的工作及賦予更大的任務。 

 

修辭 / 意義 

在 1-3 節中僕人的自白以 4 組對稱的語法道盡他和上主的親密關係： 

A1 上主由母腹中   就召叫了我，         

B1 自母胎中   就給我起了名字。 同義對偶 

A2 他      使   我的口好似利劍， 

B2     將   我掩護在他的手蔭下， 

A3       又使   我像一支磨光的箭， 

    B3    將    我隱藏在他的箭囊中。 

A4 他  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 

B4         你是我驕矜的「以色列」。 

 

4 組對稱上半部(A)的主詞都是天主(「上主召叫」、「上主使我的口」、「上主

使我如利箭」「上主叫我成為僕人」)，從未出生前開始到成為僕人，是上主自

己親手選召的；4 組對稱下半部(B)受詞是僕人自己(「給我起名」、「掩護我在

手蔭下」、「隱藏我在箭囊中」、「使我光榮上主」)也是從母胎開始，以光榮

天主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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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僕人由天主親自起名(49:1b)，他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和負有的任務，以天主

的能力和權柄執行祂發的命令，僕人的武器是他的口，他是天主的代言人，他的

說話和教誨要相似利劍和銳箭出擊命中目標！ 

 

4 節是僕人的心聲「我白白勤勞了，我枉費了氣力」，句子不是意志消沉僕人的

自白，他婉惜以色列人拒絕默西亞的事，在上主偉大的任務下自己的卑微無能；

「但是…」( ָאֵכן ´äkën  surely 副詞 ) 僕人的語氣轉變成強而有力的肯定，因為

天主是他的後盾和力量。 

 

5-6 節「上主如今說」開始一段嶄新的信息–上主宣佈對僕人的第二次任命。49:5b

和 49:6a 兩節「同義平衡」，5b 是僕人以第二身講述做背景，6a 則是上主為主詞

說話： 

    (5b)   A  那由母胎形成我作他的僕人， 

B  將   雅各伯領回到  他前， 

C  並把 以色列聚在    他前， 

 

(6a)   A’ 你作我的僕人， 

B’ 復興   雅各伯支派， 

C’ 領回   以色列遺留下的人， 

 

如今，將雅各伯領回和復興，僕人居魯士已實現了天主解救充軍的以色列人回

國，然而更大的使命是要將離開上主的人民召喚歸來，這位僕人要用如利劍的說

話像箭一般射向人心(49:2)。上主要藉僕人來完成祂為以色列在萬民中所定下的

計劃(49:6)，對以色列，對萬邦上主的旨意都是一樣，就是要救贖他們。僕人的

聽眾是諸島嶼、遠方的人民(49:1)。「再任命」這是天主對僕人的懇求所給予的回

覆。 

 

第三首 依 50:4-9 

50:4 吾主上主賜給了我一個受教的口舌，叫我會用言語援助疲倦的人。他每天清晨喚醒我，喚

醒我的耳朵，叫我如同學子一樣靜聽。  

50:5 吾主上主開啟了我的耳朵，我並沒有違抗，也沒有退避。  

50:6 我將我的背轉給打擊我的人，把我的腮轉給扯我鬍鬚的人；對於侮辱和唾污，我沒有遮掩

我的面。 

50:7 因為吾主上主協助我，因此我不以為羞恥；所以我板著臉，像一塊燧石，因我知道我不會

受恥辱。 

50:8 那給我伸冤者已來近了。誰要和我爭辯，讓我們一齊站起來罷！誰是我的對頭，叫他到我

這裡來罷！ 

50:9 請看！有吾主上主扶助我，誰還能定我的罪呢？看！他們都像衣服一樣要破舊，為蠹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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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蝕。 

主題 

上主僕人的自白 

 

結構 

4-6節 上主的恩賜和邀請相對僕人要受到的打擊。 

7-9節 僕人重申對上主的信賴和不懼受苦。 

 

修辭 / 特別字 / 意義 

用了「重複字辭」文學技巧，凸顯天主和僕人有著特殊的關係： 

4 次「吾主上主」 

 

 

       

      50:4 

      50:5 

 

 

      50:7 

      50:9 

僕人對上主的稱呼 (希伯來文  ה ֲאֹדָנ֣י יֱֹהִו֗

‘adonai YHWH , my Lord Yahweh, 名

詞，複數，第 1 身單詞尾，上主的名字) 

 

   僕人已清楚將自己事奉的根基放在 

   上主身上，上主是「主人」和「主 

   宰」，自己是上主呼召的僕人。 

 

   上主要挺身而出幫助這位受苦的 

   僕人。 

 

5 次「為我」，「使我」 

 

 

      50:4 「給了我」 

      50:4 「叫我」 

      50:5 「開啟了我」 

      50:7 「協助我」 

      50:9 「扶助我」 

希伯來文 ִלי lî , for me 介詞+第 1 身單 

詞尾。 

 

   僕人明白自己的任務是由上主親自 

   完成的，上主的力量給予僕人最大 

   的支持和動力，在面對種種磨難仍 

   要堅持到底。 

 

 

50:4 上主親自準備祂的僕人 

 

     2 次「受教」 

     2 次「清晨」(思高譯為「每天」) 

 

   上主賜給僕人「受教」的口舌和「受 

   教」的耳朵，不但是恩賜，也是一 

   份委派和使命，上主僕人要用言語 

   執行任務，為此他先要成為上主的 

   學生，接受教導，宣講他從上主聽 

   來的話語去教誨萬民。僕人的受教 

   是持續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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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沒有」 

 

      50:5 「沒有違抗」 

      50:5 「沒有退避」 

      50:6 「沒有遮掩」 

 

 

希伯來文 לֹא    lõ’ not, no 否定副詞 

 

   上主僕人的事奉隱藏苦楚，他被挫 

   折所包圍(42:4)；備受藐視和擯棄 

   (49:4,6)，如今更受到肉體的痛苦： 

(1) 被人打背；(2)拔鬍鬚；(3)被唾 

污，但僕人對上主順服和受教同樣 

堅決「沒有違抗，沒有退避」(50:5)，

好比在 42:2-4 曾以 7 次「不」來形

容僕人執行任務時的不卑不亢。 

3 次問「誰」？ 

 

    50:8「誰要和我爭辯」 

    50:8「誰是我的對頭」 

    50:9「誰還能定我的罪」 

希伯來文 י  mĩ  who, 疑問代名詞 ִמֽ

 

  上主僕人雖然受到羞辱卻不以此為 

  恥，因為僕人知道自己沒有做錯，所 

  以理直氣壯，就是面對審訊，公義的 

  上主會和僕人一起做他的「伸寃 

  者」，僕人昂首站立與敵人對質。 

 

第四首  依 52:13-53:12 

52:13 請看，我的僕人必要成功，必要受尊榮，必要被舉揚，且極受崇奉。  

52:14 就如許多人對他不勝驚愕，因為他的容貌損傷得已不像人，他的形狀已不像人子；  

52:15 同樣眾民族也都要對他不勝驚異，眾君王在他面前都要閉口，因為他們看見了從未向他們

講述過的事，聽見了從未聽說過的事。  

 

53:1 有誰會相信我們的報道呢？上主的手臂又向誰顯示了呢？  

53:2 他在上主前生長如嫩芽，又像出自旱地中的根苗；他沒有俊美，也沒有華麗，可使我們瞻

仰；他沒有儀容，可使我們戀慕。  

53:3 他受盡了侮辱，被人遺棄；他真是個苦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個人們掩面不顧的人；他

受盡了侮辱，因而我們都以他不算什麼。  

53:4 然而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擔負的，是我們的疼痛；我們還以為他受了懲罰，為天

主所擊傷，和受貶抑的人。  

53:5 可是他被刺透，是因了我們的悖逆；他被打傷，是因了我們的罪惡，因他受了懲罰，我們

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創傷，我們便得了痊癒。  

53:6 我們都像羊一樣迷了路，各走各自的路；上主卻把我們眾人的罪過歸到他身上。  

53:7 他受虐待，仍然謙遜忍受，總不開口，如同被牽去待宰的羔羊；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

出聲，他也同樣不開口。  

53:8 他受了不義的審判而被除掉，有誰懷念他的命運？其實他從活人的地上被剪除，受難至死，

是為了我人民的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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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雖然他從未行過強暴，他口中也從未出過謊言，人們仍把他與歹徒同埋，使他同作惡的人

同葬。 

53:10 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難折磨他，當他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作了贖過祭時，他要看見他的後

輩延年益壽，上主的旨意也藉他的手得以實現。  

53:11 在他受盡了痛苦之後，他要看見光明，並因自己的經歷而滿足；我正義的僕人要使多人成

義，因為他承擔了他們的罪過。  

53:12 為此，我把大眾賜與他作報酬，他獲得了無數的人作為獵物；因為他為了承擔大眾的罪過，

作罪犯的中保，犧牲了自己的性命，至於死亡，被列於罪犯之中。 

 

主題 

上主受苦的僕人 

 

結構 

第四首「僕人詩歌」是以「首尾對偶法」的文學架構寫成。 

 

A  僕人要受到舉揚 (52:13-15) 

 B  僕人的被拒 (53:1-3) 

  C  僕人的苦難 (53:4-6) 

 B’  僕人的被拒 (53:7-9) 

A’  僕人要受到舉揚 (53:10-12) 

 

修辭 / 意義 

第四首「僕人詩歌」用了多個「隱喻」、「明喻」的文學手法；其次，在本章中至

為突出的是「代為死亡」(Substitutive death of the Servant of Yahweh)的話，共有

12 次之多： 

53:4a 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 

53:4b (他所)擔負的，是我們的疼痛； 

53:5a 他被刺透，是因了我們的悖逆； 

53:5b 他被打傷，是因了我們的罪惡； 

53:5c 因他受了懲罰，我們便得了安全； 

53:5d 因他受了創傷，我們便得了痊癒。 

53:6c 上主卻把我們眾人的罪過歸到他身上。 

53:8d (他)受難至死，是為了我人民的罪過。 

53:10b 當他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作了贖過祭時， 

53:11d 因為他承擔了他們的罪過。 

53:12d 因為他為了承擔大眾的罪過， 

53:12e (他)犧牲了自己的性命，至於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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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為死亡」是高超的神學思想，在舊約聖詠、約伯傳、訓導篇都未曾出現過，

這思想是來自天主，由聖神默示給人，為安慰在罪惡底下為奴的人類，僕人甘願

受苦至死，不單是為了留下一個忍耐的榜樣，也不是要感動人懺悔改過，最主要

的是他代替我們受苦，替我們而死的訊息。 

 

52:13-15 預許僕人的結局和成果 

詩歌由上主的號召「請看」開始，一如在第一首「僕人之歌」(42:1)天主親身介

紹自己的僕人，為回應以色列的應許和祝福，在 13 節就用了 3 個加重語調的動

詞，僕人「必要成功」，「必要受尊榮」，「必要被舉揚」；「尊榮和舉揚」都是用來

形容天主的，這個僕人被高升到與天主同等的地位，他是誰？  

 

14,15 節用了兩次重複動詞「驚愕」來形容上主看僕人(13 節)和人看僕人的不同

眼光：「許多人對他不勝驚愕」，「眾民族對他也不勝驚異」；人們驚愕因為僕人的

模樣(52:14)，僕人受苦之後得到的榮耀，為人是何等的震撼和目瞪口呆(52:15)。 

 

53:1-3 僕人被人藐視  

53:1-6 是先知代表蒙救恩的人們發出自訟悔改的話語，天主要在受苦僕人身上救

贖人類，是他們所意想不到的，所以「誰會相信？向誰顯示？」(53:1)，連他們

都不相信，因為卑微的僕人全無吸引力，這裏用了 3 個否定詞來形容「沒有俊

美」、「沒有華麗」、「沒有儀容」來描繪僕人的外表。兩個隱喻來描寫僕人的出身

低微和弱小無力「嫩芽」、「乾地中的根苗」(53:2)，人們不但輕視僕人的外貌，

在 53:3 繼續加深，拒絕他如同廢棄物，用了兩次「藐視」來述說人們對僕人的

決絕「他受盡侮辱」….「他受盡了侮辱」。 

 

53:4-6 僕人的苦難是為補贖我們的罪過 

     這段是第四首「受苦僕人詩歌」的核心部份，緊扣前段的僕人被拒(53:1-3)，

53:4 以「然而」作為連接詞開始，顯然是接著上節所說的繼續發展，與 3,4 節的

希伯來原文就有多處的對稱： 

(1) 字義反對稱   

v3 我們以他不算什麼(לֹא ֲחַׁשְבנֻהּו lo’ ḥăšaḇnuhȗ we not esteemed him) 

v4 我們還以為………(ֲחַׁשְבנֻהּו ḥăšaḇnuhȗ we did esteem him ) 

(2) 字義交叉對稱 

A  v3   他真是個(痛)苦人 ( ַמְכֹאבֹות mak’õḇôt ) 

B  v3  (他) 熟悉病苦    (ֹחִלי ḥolî)  

B’ v4  是我們的疾苦  (ֳחָלֵינּו ḥolāyēnû) 

A’ v4  是我們的疼痛  (ַמְכֹאֵבינּו mak’õḇên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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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節的焦點仍是在「他」和「我們」兩者的互動，53:4a 就以「平衡法」： 

     他所 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 

   (他所)擔負的，是我們的疼痛； 

53:4b 用了 3 個分詞來描述「我們」眼中給天主懲罰的「他」「受懲罰」、「被

擊傷」、「受貶抑」，原來「我們」的罪過才是使「他」受苦的主謀！犯罪的是

「我們」，擔當罪罰的卻是「他」。真正的驚愕是發現自己的罪罰由僕人來代替

了，在舊約時期根本是不可思議的事。 

53:5 先知和我們逐漸明白僕人的任務，這節用了兩組「同義平衡體」來描繪這個

天主主動發生的「神聖交換」。 

 (原因)  a 他被刺透，  a1 是因了我們的悖逆； 

   b 他被打傷，  b1  是因了我們的罪惡； 

 

 (效果)  a 因他受了懲罰， a1 我們便得了安全； 

   b 因他受了創傷， b1 我們便得了痊癒。 

 

公義的上主有惡必罰，我們的罪罰由僕人來承擔替代！這份「交換」要我們明白

一個真理，沒有公義，慈愛會變成縱容，溺愛；反之沒有慈愛來平衡公義，會變

得理不饒人，僕人的受苦正是公義和慈愛的平衡！ 

 

53:6 上主親自將「我們眾人」的罪債放在僕人身上，僕人成了贖罪羔羊(肋

5:1,17;10:17;16:22;17:16;20:19)，整個代贖的行動完全是上主主動的慈悲和僕人的

順服達成的。公義的天主只會懲罰不守法的人，這僕人身上的懲罰是天主放在他

身上的，這僕人是誰？唯有救世主可以這樣，義人可以代人死，但為贖其他人的

罪，這人一定要是天主自己，因為將罪罰放在人的身上就是不公義，只有放在天

主自己身上才可以。 

 

53:7-9 僕人的服從和遭遇 

這段的主角是「上主僕人」，總結 53:1-6 的敍述和第 6 節贖罪羔羊的延伸，在 53:7

仍以「羊」的隱喻來描繪僕人如何回應加在他身上的欺凌，如在逾越節「牽去待

宰的羔羊」和「在剪毛人面前的母羊」，他「不出聲」、「不開口」，對不公平的待

遇是默默無聲地孤獨一人承擔所有罪人的罪債和創傷，他清楚自己應走的路，僕

人緘默無言因為他謙遜忍受，完全自願犧牲自己。 

 

53:8 以兩個隱喻描述僕人的遭遇「被剪除」、「被剪除」，僕人受到比死更難受的

苦辱，正在走向死亡之路。誰關心他的「命運」？至此，先知以上主的立場說話：

「是為了我人民」！ 

 

53:9 同樣以隱喻、「同義平衡體」並列描述僕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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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從未行過 強暴， 人們仍把他  與歹徒     同埋， 

        他口中未出過 謊言， 使      他  同作惡的人 同葬。  

 

一個無罪的人竟有如此的收場，是最大的侮辱和諷刺！ 

 

53:10-12 僕人完成任務獲得榮耀 

從 53:1-9 看到無辜又順服的僕人為他人受盡痛苦，到底是為了什麼？53:10a 就解

答了，僕人乃是「贖過祭」(ָאָׁשם ’äšām 贖罪祭，肋 5:14-26)，藉著受苦成就天主

施恩的目的，是人無法理解的！這裏用了兩次「犧牲了自己的性命」成為「贖過

祭」是上主的旨意(用了兩次) (53:10,12)，解釋了僕人受苦的緣由，不是掌握在惡

人手中，而是完全握在天主手裏。 

 

53:11 描述僕人為百姓受苦的結果，他的受苦並沒有白費。為僕人自己，他要「受

舉揚」(52:13)；「看見光明」和「滿足」(53:11)。因為「正義的僕人」代替了人

的受罰，人因罪罰的赦免又回復原有的「正義」。 

 

53:12 原文用了兩次「賜予」(ֲאַחֶּלק ’ăḥalleq I shall apportion 動詞，Pi’el stem 未

完成式，第 1 身單數)加重語氣比對先前的軟弱無力，眾人要成為僕人的「報酬」

和「獵物」，因為僕人成了「中保」，由「代贖者」轉變成「代求者」的身份，

最後一句：「被列於罪犯中」(53:9)，僕人的受舉揚，是因為他曾「下降」到最

「低」點。 

 

「受苦僕人詩歌」的「僕人」是一位謙卑受苦的默西亞！ 

 

僕人是上主親自揀選(42:1)，在母腹內已召叫他，給他起名(49:1,5b)；他出身平

凡，毫不顯赫(53:2)；他充滿天主的神(42:1)；他是萬民期待的(42:4)，是萬民的

光和盟約的中保(42:6, 53:12d)；他溫柔良善、謙虛，富正義(42:2-3)；天主稱他為

「正義的僕人」(53:11)；他忠實可靠，堅毅不拔(42:4; 49:7)；他擁有像利劍和銳

箭的口舌，能快速、準確、有力地宣講天主的真道(49:2)；他是一個謙虛受教的

學子，每天靜心聆聽和學習天主的教誨(50:4-5a)；他無懼面對誣告，不義的審訊

(50:9-10)；他給萬民傳佈真道，帶領在黑暗患難中的人們得到光明(42:1b,3c,4,7; 

53:4)；他不但要復興以色列的遺民，而且要成為萬民的光明，使天主的救恩到達

每一個地方(49:6)；他透過受苦受辱的方法來完成天主救世的工程，他受到的苦

辱何其之大，容貌受損得不再像人(52:14)；他受盡侮辱被人拒絕、遺棄、背負著

痛楚，被列於罪犯之中(50:6; 53:3,4a,b, 5)；他像用作贖罪的羔羊，為人們的罪而

犧牲(53:7,10)；他受盡苦楚仍不作聲，勇敢默默承受，忠實順服地完成天主給他

的任務(50:6-4;53:11b)；他的堅忍與忠誠使天主感到驕矜(49:3)；他的任務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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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要得到天主榮耀的舉揚，而且能贏取萬民做他的報酬(49:4b; 52:13;53:12)；

他要宣告一件新事，是人們從未見過聽過的，人能與神建立一個新的盟約關係

(42:9; 52:15; 53:12d)。 

 

(v) 末世性的默西亞思想  (公元前 164-100 年) 

(i) 兼具天主性和人性的默西亞 

 

背景：由於國家受考驗的時間越長，人民的期望轉向先知所預言的「末世」，期

待「天主國的來臨」成了末世希望的中心。與救恩有關的人物都歸於默西亞的名

號之下，如「上主僕人」、「人子」等；從集體位格轉移到一個至聖的人物身上，

他具有雅威的大能，且要直接干預並拯救自己的百姓，也拯救全人類，他就是在

末日要來審判世界的那一位。 

 

選讀：達 7:13-14 

7:13 我仍在夜間的神視中觀望：看見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雲彩而來，走向萬古常存者，

遂即被引到他面前。  

7:14 他便賜給似人子者統治權、尊榮和國度，各民族、各邦國及各異語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

王權是永遠的王權，永存不替，他的國度永不滅亡。 

 

結構  

上下文有關四帝國與天主國的神視(達 7:1-28) 

1-8 節 由動蕩的大海中出來四種奇異的走獸 

9-10 節 天上萬古常存的上主是威嚴的審判者出現 

11-12 節 上主的法庭要懲治敵國 

13-14 節 「一位相似人子者」要獲得永遠國權和尊榮 

15-28 節 四國滅亡後，默西亞國隨即出現，她在末世要獲得永遠的王權和萬民的 

        敬奉。 

 

特別字 / 意義 

「相似人子者」(m 阿拉美文 ְּכַבר        ֱאָנׁש  keḇar ʼĕnāš,  like a son of Man) 

                      介詞+名詞   名詞 

「人子」這稱呼在舊約內通常指「人」，整個人類來自亞當，「人子」可譯為「亞

當之子」，帶有人本身脆弱，卻蒙受天主特殊恩寵的意思(詠 8:5;創 1:27)。 

 

達尼爾先知書第 7 章為默示性文體，描述人間王國相繼崩潰，而由天主的王國取

而代之採用了一個動人的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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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10 節描繪審判者(萬古常存者)的威嚴;11,12 節描述天主的審判懲治敵國，四

隻由海中出來的獸的威力被剝奪；13,14 節雲端出現一位「相似人子者」，他走

向天主前領受全世界的統治權。有人援引是受波斯神話的影響：原始人在末日以

救主的姿勢回到世上來，或許我們可以用將天主的智慧人格化的傳統來解釋。 

 

本文中的「人子」與獸對峙，就如天主與撒殫對立，獸代表世上的國，人子的國

由上而下即天主的國，達 7:18,21,22,27 等節中「至高者的眾聖者」、「聖民」與

「人子」三者所指相同，「相似人子者」代表的是聖民的首領，他在享有天主的

王國而接受統治權。這位默西亞超越常人而屬於「神體範圍亅的人，具有天主的

權能，有著與天主同樣的顯赫和尊榮。 

 

(ii) 人們期待一位兼備「君王」、「先知」、「司祭」的默西亞 

 

背景：167BC 希臘安提約古四世厄丕法乃皇帝進入和褻瀆了耶路撒冷的聖殿，掀

起一場宗教戰爭，猶太人起來反抗，馬加伯家庭領導的革命成功奪回聖殿，隨後

建立起阿斯摩乃王朝(167-37BC)以領袖的身份兼任大司祭職位，但大部份猶太人

並不承認他們的地位，人們仍期待一位能夠趕走羅馬人統治的「達味之子」君王

出現。 

 

參考文件：死海文件 

 

上世紀 1947 年至 1963 年間於以色列死海西北角的谷木蘭河谷附近山洞找到的卷 

軸和殘卷中發現有默西亞期待的文件，讓我們認識到猶太人在這舊約最後 100 年 

以色列人心中的默西亞形象。人們等待的默西亞–達味的樹幹(the Branch of   

David) 是一位戰士，他要將外族趕走，重建上主的正義。(1QSb)；他是「亞郎

的默西亞」(messiah of Aaron) 補贖人民的罪是他的工作。(1QS8:6)；他是「天主

的兒子」(Son of God) (詠 2:7,110:3)，在末日他要起來傳譯法律。(1Q174)；在歷

史結束時出現的一個人物：他將被稱為天主的兒子，至高者將為他起名。

(4Q246)；默西亞的使命是「…他要醫治受傷的、在死亡中賜予生命、向貧窮人

傳報喜訊。」(4Q521)。人們正期待著一位兼備「君王性」、「先知性」和「司祭

性」的默西亞！ 

 

總結 

正如前言所說，以色列的歷史和宗教分不開的事實，閱讀過舊約聖經中有關默西

亞的神諭、預言、許諾和天人訂立盟約的記述，更體會舊約時期的以色列人持續

千年的默西亞期待，實在是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核心力量！正因為這份堅信天主

的忠誠和仁慈必會實踐許下的諾言，默西亞的期待才會隨著時代歷史的發展，當

中的演變讓人類明白到天主救恩計劃，在以色列民族身上逐步地啟示，準備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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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厄瑪奴耳」的來臨；教父和聖師們說：「舊約好比一道關閉的門，開啟這道

門的鑰匙，是降生為人的天主聖子耶穌基督。」舊約關於默西亞的種種預言在耶

穌身上不僅完全實現了，而且還遠遠超過，以色列人期盼復興達味的王國，耶穌

基督來建立的是天主的國。 

 

 

 

(楊懿莊  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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